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0100 本味典藏: 經典家常菜60道 曾良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297 就像你一樣，你也可以做得到！ G. 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張有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5791 絕品海鮮控必吃餐廳: 鮮食限定x話題十足x行家黃晶巧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162 小機器人多寶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張有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186 一次學會刀工料理,教你煮出一桌好菜: 切絲、切陳秉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455 人體小百科: 認識身體大冒險 卓昆峰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4715 療癒日常!超可愛立體造型麵包：烘焙新手也能彭士哲, 黃富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746 造型氣球玩創意. 動物篇 曾安邦, 曾定國, 曾舒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667 3Q益智摺紙. 入門篇 ENJOY美術創意師資團隊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665 3Q益智摺紙. 基礎篇 ENJOY美術創意師資團隊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777 樂天媽媽養育快樂小孩，停止勒索、鬆綁自己 立石美津子作; 奚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784 3步驟完成!低溫烹煮食譜 吳傑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791 我的第一本汽車博士小百科 Fun House師資團隊文稿.圖片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804 好想快快長大 Anita Bijsterbosch編著;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811 把飯吃光光，好棒！ 李昭乙作; 悅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828 買對股票！股市新手必知8大關鍵操作術 林建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835 一日三餐,樂活簡約的慢食主張 陽明春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842 日本媽媽の正能量教養課:10%時間管教，90%當山崎房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859 零雜物!日本收納達人の極速整理法:居家親子收宇高有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897 日本心理學媽媽的溫柔批評課 金盛浦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021 5分鐘速效!關鍵肌群伸展全書 萱沼文子作; 長野茂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045 子宮力大提升!中醫終結經痛的8招美麗健康術 陳玫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052 喜歡妳,為什麼不能抱抱妳? 李賢惠文; 李孝實圖; 悅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069 你真的會跑步嗎？讓日本教練教你跑出健康及 金哲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076 翻轉小孩專注力與學習力!亞斯伯格症及ADHD 司馬理英子作; 三浦晃子插畫;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090 小白魚的海底世界 Guido van Genechte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106 玩創意！造型中式麵食點心 Jess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113 名著大家讀: 世界趣味故事20篇 西本雞介監製; 奚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120 買股必勝法!新手入門５大投資攻略 王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144 奇效足療官足法 行本昌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168 正向教養，啟動孩子關鍵優勢力!9大面向全圖解司馬理英子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175 動物園大驚奇 Pimm van Hest作; Kerstin Zabransky繪; 張有渝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182 我不是雞,是恐龍 Guido van Genechten著; 鄭培騏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780 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Modicon M241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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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77509 經營管理與創新企劃: 基本規劃篇 黃癸榕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双象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lohaserNet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9-01-02)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71001~10712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巩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美生活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705 Art N Fortune 2017 Annual Report. For whose futureKay Liu 1st.ed. 精裝 1

9789869457712 Art N Fortune 2018 Annual Review: price wars: pricKay Liu[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2337 我為你灑下月光: 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 簡媜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72375 超能力偵探事務所 陸燁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72399 紐約客故事集. III: 兔子洞是更可信的解釋 安.比蒂(Ann Beattie)著; 周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412 我有關聲譽、權勢和財富的簡單思索 唐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566 純真的擔憂 駱以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573 計程車司機 駱以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580 小兒子. 5, 臭臉 駱以軍原著; 吳中義, 李玟瑾, 陳曼昀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597 小兒子. 5, 吵架 駱以軍原著; 楊凱婷, 范家禎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603 深淵與火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634 物志 鄭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641 大海之眼 夏曼.藍波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689 亮光的起點 鄧慧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696 龔鵬程述學 龔鵬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632 艾蜜莉教你沒有富爸爸,小資也能富起來 艾蜜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0656 平民股神蘇松泙. 3, 不蝕本投資至高境界 蘇松泙, 陳淑泰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650663 失敗學: 那些殭屍企業教我的事 史考特.費倫(Scott Fearon), 傑西.包威爾(Jesse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0670 完整公開交易紀錄的肥羊養股術 翁建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0687 幫你多賺百萬美元的決定: 從投資中提款,而非成羅伯.羅利(Robert Rolih)著; 羅耀宗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805 度Do/Through/Measure: 洪韵婷 洪韵婷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508 製造意義: 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郭力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710 The life's sugar: happy saint jordi day in catalonia Fiona K[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164 服妖之鑑: 簡莉穎劇本集. 2 簡莉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171 妖姬.特務.梅花鹿: 白虹的影海人生 白虹口述; 陳亭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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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方山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VOP BOOK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Warm Honour Hot Chocolate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tamtamART TAIWAN

Art N Fortune Annual Report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INK印刻文學



9789868980730 歲月花影: 不管三七二十一詩集 李彩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556 道蒙預言書 詹姆斯.馬胡(James Mahu)著; 謝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70 終結偏頭痛不用藥: 讓你安全自然地預防與治療傑伊.科漢(Jay S. Cohan)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87 諸神的奴隸 麥可.泰倫哲(Michael Tellinger)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94 佛陀的量子世界 呂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602 你所不知道的葡萄酒: 全球 頂尖的葡萄酒專家奧茲.克拉克(Oz Clarke)著; 張國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619 九次元煉金術: 以意識與科學開拓視野,你將看到芭芭拉.克洛(Barbara Hand Clow), 格里.克洛(G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633 蜜月效應: 在人間創造情愛天堂的科學 布魯斯.立普頓(Bruce Lipton)著;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640 啤酒百科: 英國啤酒專家改變你的啤酒觀,讓你學梅莉莎.柯爾(Melissa Cole)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657 準媽媽風水經: 善用風水力量的快樂媽咪 貝莉.加迪斯(Bailey Gaddis)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664 萬用模版英文論文寫作法 陳甫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671 量子遊龍 詹姆斯.馬胡(James Mahu)著; 許晉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216 台灣MIT.植物藝術創作雙年鑑. 二 亞洲.植物現代藝術發展學會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668 吸睛公式 : 誘惑大眾的技術 吳正浩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727 讓內向者發光的自我行銷術 馬場啓介著; 謝濱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814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0, 白話聖訓1997-1998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763 明覺講紀: 弘聖師說法. 二, 二OO八年農曆四月至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904 圖解憲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591911 圖解開運心理學: 職場、愛情小撇步 植木理惠著; 孫曉君, 林倩伃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1928 圖解刑事訴訟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591935 圖解刑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1492 鎌倉散步好朋友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彭智敏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508 東京晴空塔&東京下町散步好朋友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甘為治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十三月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覺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十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一本物研設計



9789869580939 預言遊戲: 地球的心靈發聲通道 曾捷媺主編; 李曼瑋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784 實用美容雷射治療圖譜 Rebecca Small, Dalano Hoang作; 蔡逸姍, 馮愛真臺初版 精裝 1

9789867364791 鼻整型術與鼻中隔成型術 Yong Ju Jang著; 許英哲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1756 元素城市GO!看圖認識118個化學元素 宮村一夫監修; 王惠娥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63 和小朋友一起玩的50款摺紙遊戲 丹羽兌子著; 林禕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70 腐爛的美麗: 日本驚悚短篇小說選 蘭郁二郎等著; 銀色快手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87 Everyday插畫感橡皮章: 434枚超實用手工章圖案mogerin著; 江卉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94 高材生教你超狂遊戲讀書術補腦記憶力 西岡壱誠著; 吳芷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00 手指瑜珈 深堀真由美著;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17 花束之蟲: 日本驚悚短篇小說選 大阪圭吉等著; 銀色快手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31 提問的勇氣 茂木健一郎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48 一生必上的美國66號公路 羅奧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55 金甲蟲: 愛倫.坡短篇小說選 愛倫.坡著; 沈曉雲, 周樹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62 超一流自信思考術: 運用自問「為什麼?」找到抬狩野未希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79 遺忘的勇氣 植西聰著;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886 黑貓: 愛倫.坡短篇小說選 愛倫.坡著; 沈曉雲, 周樹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09 73秒吸睛好感說話術 大平雅美著; 邱正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916 神回覆!一開口就讓人SAY YES: 21個令人怦然心竹內幸子著; 克蘿夫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23 為什麼我不是我?: 不再被人際關係綁架,找回遺古宮昇著; 克蘿夫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30 刺蝟的冷靜思考術: 心態重開機,揮別心煩氣躁的安藤俊介著; 丘正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560 沒擊垮你的逆境,將使你變得更強大 魏棻卿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458 用藥相關問題評估: 藥師SOAP紀錄精選 周月卿主編 平裝 1

9789866929465 口腔微生物學 朱慶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929472 食品微生物檢驗技術 蔡文城, 蔡岳廷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504 墨海鵬摶: 十朋社戊戌書法展作品集 十朋社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463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台灣二林蔗農事件專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社著; 謝四海主編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7182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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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807292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07293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294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2954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201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383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073876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4026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4033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4071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4170 塵骨 林如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4187 塵骨 林如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4217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4255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07428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4冊 1

978957807429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4309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4316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07432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07434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075450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5467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075474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074699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4705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4712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4729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4736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474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074750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07594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5955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075962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075979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598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4767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4774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478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07479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07647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07648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076495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650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651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6648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6655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6662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4804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4811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6624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6631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482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07483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076839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6846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6853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4842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4859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4866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6822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6280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6297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6303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6310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6327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4873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4880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4897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4903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6723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6730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6747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4972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4989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6679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6686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5023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5030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6525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6532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6549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504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505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506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07507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07508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07509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07638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07639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07640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07641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807642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807510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5冊 1

978957807511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6冊 1

9789578075122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5139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5146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5160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6044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076051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606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607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6082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581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075825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075832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07518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075191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520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521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6198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620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6211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076228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075221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5238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5276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075283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5290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6099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610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611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6129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076136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075306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07531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07532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07599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076006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07601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07602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07603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07533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807534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807535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807589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807590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807591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57807592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57807593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578075368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807537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807538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807539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807540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807584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8075856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57807586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57807587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57807588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57807541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57807542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57807543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57807575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57807576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57807577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57807578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57807579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57807544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07626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07627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075481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5498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5504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5511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5528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553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075542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623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075559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5566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5573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5580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5597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5603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5610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5627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5634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5641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5658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5665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567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5689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5696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5702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5719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5726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5733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5740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624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076259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076334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7冊 1

9789578076341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8冊 1

9789578076358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9冊 1

9789578076365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0冊 1

9789578076372 帝霸 厭筆簫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1冊 1

9789578076433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076440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07645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07646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076587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6594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6600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6617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6877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6884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6891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6907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6914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6921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6938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6945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6952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7447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6983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7416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7423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7430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699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7003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701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07702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077034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077041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7058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7065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7072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7089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7096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077102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078659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8078666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8077119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712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07713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07808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07809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077140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077157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7164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7171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07718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07719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078147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078154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078161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077201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723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077249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077256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07817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07818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07819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07820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077287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7294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8284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8291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8307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8314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7263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7270 萬神獨尊 落情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7300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7317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7324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7331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8215 龍血丹帝 兩倍時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7348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7355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7362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7874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078383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8390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737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07738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077393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807740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807836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807837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8077454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7461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7478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7485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8420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8437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8444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8505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851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8529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8536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749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7508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7515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752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7539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077546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077553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07756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07757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07758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077591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07760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7614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7621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7638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8109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8116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07812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07813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078338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8345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8352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7645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7652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7669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8321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767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57807768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57807769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57807770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57807804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57807805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578078062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57807807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578077720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7737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7744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8246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8253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8260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8277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7713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775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776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077775 天驕戰紀 蕭瑾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7782 天驕戰紀 蕭瑾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7805 天驕戰紀 蕭瑾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8550 天驕戰紀 蕭瑾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7829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7836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7843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7850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7867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7881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07789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8680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7904 至尊守護 靜夜寄思,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7911 至尊守護 靜夜寄思,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7928 至尊守護 靜夜寄思,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7935 至尊守護 靜夜寄思,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7942 至尊守護 靜夜寄思,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8581 至尊守護 靜夜寄思,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8598 至尊守護 靜夜寄思,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7959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7966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7973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7980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799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07800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07801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07802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078031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8406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078413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078468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8475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8482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8499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860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2冊 1

978957807861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3冊 1

978957807862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078635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07864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867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078697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8703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8710 無良小道士 土豆,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8727 無良小道士 土豆,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8734 無良小道士 土豆,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8765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8772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8789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8796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8802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8819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8826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8833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8840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8857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8871 奶爸的異界餐廳 輕語江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890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57807891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57807892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578078932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57807894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57807895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07896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8970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8987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078994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079007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079014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079021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903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904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905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9069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9076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9083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9090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9106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9113 我是仙凡 百里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9168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9175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9182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9199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079205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079212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079229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9236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079243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9250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9267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9274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9281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934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079359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079366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9373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938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939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9403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941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079441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9427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9434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9472 至尊守護 九宮格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9489 至尊守護 九宮格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9496 至尊守護 九宮格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9458 至尊守護 九宮格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9465 至尊守護 九宮格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950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807951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807952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57807953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8079540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9557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9564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9571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958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9595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07960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07961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07962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4冊 1

978957807963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5冊 1

978957807964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6冊 1

9789578079656 透視小村醫 飛蛾撲向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9694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07970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07971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979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57807980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57807981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57807982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578079830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079847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9854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9861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987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079885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9892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9908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9915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9922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9939 超級神基因 十二翼黑暗熾天使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994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7冊 1

978957807995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8冊 1

978957807996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69冊 1

9789578079984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999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19003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19004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190054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19006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190252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19027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19028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190290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190306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190313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190320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190344 天驕戰紀 蕭瑾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0351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0368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038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19039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190405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19041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190429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0436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0443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0498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0474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0481 天隕 重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0504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19052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19053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190603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190610 大劫主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19065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19070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24 住院十天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305 頓超法門: 二00二年五月十八日於美國加州北嶺陳明安主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156 春風沉醉的夜晚 朱文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309 異位性皮膚炎,21世紀流行病的真相與治療 許姿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316 自閉症譜系障礙: 理解與日常實踐 Ingrid Ruhrmann等合著; 何品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342 紅樓夢中的萬聖節 中國著 平裝 1

9789866495359 紅樓夢: 你們何時結婚 中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54143 空防論: 現代空權的發展與遠景 米契爾(William "Billy" Mitchell)著; 唐恭權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310 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著; 包淳亮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327 亞歷山大的征服與神話: 非希臘中心視角的東西森谷公俊作; 黃鈺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334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平野聰作; 林琪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341 智者與仁者的交會: 托爾斯泰與甘地談自由,愛因甘地(Mahatma Gandhi)等作; 彭嘉琪, 林子揚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358 庫斯克: 希特勒-史達林關鍵決戰時刻 羅賓.克羅斯(Robin Cross)著; 程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365 中華秩序: 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 王飛凌著; 王飛凌, 劉驥譯 平裝 1

9789578654389 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 從安地斯社會的轉變,看兩網野徹哉著; 廖怡錚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33

送存冊數共計：512

人乘佛刊



9789578654396 大日本.滿州帝國的遺產: 強人政治與統治經濟如姜尚中, 玄武岩著; 李雨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402 大腦的悖論: 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作; 黃馨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419 黑暗的時刻: 邱吉爾的睿智與勇氣,解救了英國安東尼.麥卡騰(Anthony McCarten)著; 區立遠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1748 從杜甫到達利 余光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28 剪紙少女翩翩 鄭若珣著; 張上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35 我和小豬撲滿的存錢日記 邱靖巧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42 海角相思雨 阿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59 用手走路的人 李惠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66 沒有的生活 言叔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73 不嚕樂園 薩芙著; 許育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80 我的虎爺好朋友 海德薇著; 王淑慧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97 華文散文百年選. 臺灣卷. 壹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103 華文散文百年選. 臺灣卷. 貳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110 聽我胸中的烈火: 余光中先生紀念文集 李瑞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127 望鄉牧神之歌: 余光中作品評論與研究 蘇其康, 王儀君, 張錦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134 妙!妙!妙!開心國 傅林統著; 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141 故事書: 福地福人居 楊富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158 故事書: 三合院靈光乍現 楊富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33348 新多益500,700,900分全攻略,一併搞定托福、英檢人類智庫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577 好棒的立體書: 交通工具 海倫.柔依(Helen Rowe)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84 好棒的立體書: 農場 海倫.柔依(Helen Rowe)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91 好棒的立體書: 叢林 海倫.柔依(Helen Rowe)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607 好棒的立體書: 寵物 海倫.柔依(Helen Ro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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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64381 大野狼,你在怕什麼? 約翰.肯德文.圖; 艾宇譯 精裝 1

9789865664398 貪心的草莓大叔 金柳炅文.圖; 張琪惠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457 心田閱讀: 內太空的奇航旅程 吳秀鳳等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464 客家人物系列故事: 大人物餐廳與林忠飛 邱春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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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仁科技大學環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九歌



9789869684620 小故事大啟發 李美麗文字; 吳楚璿插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5140 媽媽其實是皇后的毒蘋果? 新井一二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157 心井.新井 新井一二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164 荒聞 張渝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171 把人生當作一場野餐吧 山﨑拓巳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188 記得男孩的樣子 張軒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195 旅行是 好的學習 安時準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201 姊姊日記 徐玫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218 寂寞國殺人 村上龍著; 張智淵譯 精裝 1

9789861795225 沙拉紀念日 俵万智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232 來去大阪鬧一鬧 澎湃野吉著; 黃廷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249 今天永遠比昨天更美麗 黛芙妮.莎爾菲(Daphne Selfe)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256 誰說我不夠好? 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263 為什麼我的身材像梯田?: 每天只要15秒,送給自小野咲著; 李愛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270 你今天笑了幾次? 神岡學圖文; 楊樂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287 五分後的世界 村上龍著; 張致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294 一輩子一定要上一堂拉丁語課 韓東一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300 別讓憂慮困住你 陸可鐸作; 林宜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317 早點這樣想,該多好 楊嘉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331 不瘋狂不成功,一個夢想家的冒險實錄 高橋步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1393 矽谷百合 李嘉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7503 又見百合 李嘉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792 賴九岑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057 奇妙機緣: 紀嘉華 謝雨珊出版編輯; 海凱苓, 張芷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064 歷史變體 馮馨策展; 謝雨珊等譯 平裝 1

9789869358071 無時無刻: 蘇笑柏展 謝雨珊編集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8088 穿梭之間: 薛保瑕個展 謝雨珊出版編輯; 可莉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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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63377 樂器大集合 三民書局編輯部文; 瑪莉詠.畢耶圖; 王卉文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3384 我的古典音樂 三民書局編輯部文; 瑪莉詠.畢耶圖; 王卉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681 留俄回憶錄 王覺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039 漂鳥集(中英雙語版) 泰戈爾著; 糜文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046 新月集(中英雙語版) 泰戈爾著; 糜文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190 世界樂器大集合 瑪莉詠.畢耶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4206 世界樂器大集合 瑪莉詠.畢耶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可



9789571464213 我的英文聖誕童謠 瑪莉詠.畢耶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220 我的歡樂舞曲 瑪莉詠.畢耶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237 父女對話 陳冠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367 行政學: 理論的解讀 林鍾沂著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4466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實務 楊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473 商事法要論 梁宇賢著 修訂十五平裝 1

9789571464480 成本與管理會計 王怡心著 增訂五版平裝 1

9789571464565 國際貿易實務新論 張錦源, 康蕙芬著 修訂十六精裝 1

9789571464572 近世中醫外科反常手術之謎 李建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589 作文100隨身讀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修訂三版平裝 1

9789571464596 口袋變深術: 青少年理財入門的8堂課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633 英文中級字彙王隨身讀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640 來自火星的男孩 賽門.詹姆斯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657 刑事訴訟法論 朱石炎著 修訂八版平裝 1

9789571464664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陳志華著 修訂八版平裝 1

9789571464671 憲法釋論 吳信華著 修訂三版平裝 1

9789571464688 新聞採訪與寫作 張裕亮, 張家琪, 杜聖聰著; 張裕亮主編 修訂三版平裝 1

9789571464695 商事法 劉渝生著 修訂十二平裝 1

9789571464701 藝術批評 姚一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718 民法親屬新論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恭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4725 民法 郭振恭著 修訂十三平裝 1

9789571464732 醫事護理法規概論 吳秀玲, 蘇嘉宏編著 修訂十三平裝 1

9789571464756 老臺灣 陳冠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770 魯迅 范銘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794 8個你不可不知的國際關係議題 王世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848 戲劇欣賞: 讀戲.看戲.談戲 黃美序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4862 奧斯瓦多的起飛 托馬.巴斯(Thomas Bass)文圖; 陳素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879 香蕉爺爺香蕉奶奶 野志明加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886 抗癌抗老食療先修班: 營養學專家教你吃出好體賴明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930 皮皮與波西: 聖誕樹 阿克賽爾.薛弗勒(Axel Scheffler)文圖; 酪梨壽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5159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5166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5173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2033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彼得潘 詹姆斯.馬修.貝瑞(James Matthew Barrie)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040 終極恐龍百科: 有史以來 完整的恐龍百科全書唐.萊森作; 邢立達, 王申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057 國家地理酷科學: 進階物理學了沒 丹.格林作; 賽門.貝舍繪; 周如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064 國家地理酷科學: 人體學了沒 丹.格林作; 賽門.貝舍繪; 張宜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071 國家地理酷科學: 微生物學了沒 丹.格林作; 賽門.貝舍繪; 程穎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088 國家地理酷科學: 氣象學了沒 丹.格林作; 賽門.貝舍繪; 吳佳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095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冰雪女王 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101 國家地理小小鳥類探險家 凱薩琳.休斯著; 郭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156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奧德賽 荷馬(Homer)原著; 曼紐艾拉.艾德瑞尼(Manue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163 魔幻夜色: 國家地理晨昏夜景攝影精華 蘇珊.泰勒.希區考克(Susan Tyler Hitchcock)作;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170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50大永恆景點 國家地理學會圖書部作; 孫曉卿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187 日本刀 吉原義人, 里昂.卡普, 啓子.卡普作; 邱思傑, 周初版二刷精裝 1

9789578722194 紀實之眼: 史上 偉大的新聞攝影師 蘿拉.麥格尼(Laura Magni)作; 吳孟真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17 國家地理終極藝術百科 蘇西.霍吉, 大衛.泰勒作; 王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48 梵谷密碼 蘇菲.柯林斯(Sophie Collins)作; 郭庭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262 國家地理終極世界探險地圖集 蕾貝卡.赫希(Rebecca Hirsch); 莎莉.伊薩克(Sal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86 科學大演化: 從發現、發明到創新,細數改變科學詹姆斯.特菲爾(James Trefil)作; 周如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1

大石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6561 天體 美的故事: 許曉丹畫集 許曉丹著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22786 正說元朝十五帝 章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22793 瑪莉不說話 蔡威君文; 林依慧圖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2809 夏商周原來是這樣 醉罷君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816 櫻園沉思: 從夏目漱石到村上春樹 蕭書文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2823 戰國原來是這樣 張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830 五代十國原來是這樣 姜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847 唐史並不如煙. 貳, 貞觀長歌 曲昌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854 唐史並不如煙. 壹, 大唐開國 曲昌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977 唐史並不如煙. 參, 武后當國 曲昌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042 唐史並不如煙. 肆, 開元盛世 曲昌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073 唐史並不如煙. 伍, 安史之亂 曲昌春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51228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 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4751198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 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751204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 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751211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 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183 休庵散抄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190 唯識心理學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2601 解深密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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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1435 清心集. 上, 故事書50篇 吉美無畏仁波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9814 什麼都有書店 吉竹伸介作;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968 世界上 好玩的程式遊戲書: 不開電腦就能輕鬆Kiki Prottsman文; Molly Lattin圖; 徐月珠譯 精裝 1

9789863429975 世界上 神奇的數學遊戲書 Jolyon Goddard作; 遠東翻譯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185 揉一揉啊捏一捏 吉竹伸介作;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0253 新月許願: 加速心想事成的月亮奇蹟 賈斯敏.伯蘭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338 迷宮偵探. 2, 帝國迷宮塔神祕事件 Hiro Kamigaki, IC4DESIGN作; Chuhiro Maruyam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369 每3天瘦2.5公斤 <>月刊誌著 精裝 1

9789576580376 心靈真相: 讓你避開陷阱、走對路的關鍵指引 丹妮兒.拉波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383 阿拉丁: 有勇氣的公主茉莉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艾蜜莉亞.韓森(Amelia Hansen)改寫精裝 1

9789576580390 仙履奇緣: 樂觀的公主仙度瑞拉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艾蜜莉亞.韓森(Amelia Hansen)改寫精裝 1

9789576580406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3: 磁鐵的神奇力量 青山剛昌原作; Galileo工房監修;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413 弱連結: 99%的成功機會都來自路人 高永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和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光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千佛山白雲

送存冊數共計：17

上古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地



9789576580420 我和家人 趙承賢作; 鄭勝繪;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0437 食衣住 金禧南作;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0444 努力,不如用對力 松本立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451 時時刻刻 張西著 平裝 1

9789576580468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580475 圖文偵探推理事件簿. 1, 生物篇: 每天10分鐘‧全學研著; 亞緋瑠譯 平裝 1

9789576580482 校園裡的小妖怪. 2: 一日轉學生 齋藤洋作; 宮本悅美繪; 蘇懿禎譯 精裝 1

9789576580505 解語之書: 愛不曾消失,只是尚未被解讀 李起周作; 林侑毅譯 平裝 1

9789576580512 美意識 山口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529 漫時光.刺繡小日 張心瑀作 平裝 1

9789576580536 一流企業都在用的人才策略: 用心理學X大數據湯瑪斯.查莫洛-普雷謬齊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作平裝 1

9789576580543 機器人格鬥王. 3: 賽博士的程式設計營 Podoal Friend文; Hong Jong-Hyun圖; 陳品芳譯 平裝 1

9789576580550 我的雞尾酒生活提案 米凱勒.奇多(Mickaël Guidot)著; 林琬淳譯 平裝 1

9789576580567 健忘失神腦當機,你腦霧了嗎: 腦科醫師教你33個鄭淳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581 醜醜動物園 朱麗亞.唐納森(Julia Donaldson)文; 阿克塞爾.舍夫勒(Ax精裝 1

9789576580598 靈界的科學: 李嗣涔博士25年科學實證,以複數時李嗣涔著 平裝 1

9789576580604 病從排寒解 李璧如著 平裝 1

9789576580611 小美人魚: 愛自由的公主愛麗兒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布蘭迪.杜赫提(Brandi Dougherty)改精裝 1

9789576580628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6580635 聽懂孩子的話: 養出不畏權威、理性對話的虎刺吳維寧作 平裝 1

9789576580642 糖尿病不可怕!穩醣靠自己45招 林款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659 人類大未來: 下一個五十年,科技如何讓人類更幸吉姆.艾爾卡利里(Jim Al-Khalili)選文; 謝孟宗, 林瑞堂翻平裝 1

9789576580666 奔跑吧!神氣足球隊 黃振裕著; Dora Li繪 平裝 1

9789576580680 無敵破壞王: 電影原著讀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莊璧綺平裝 1

9789576580697 讓時間為你工作: 追求速度成癮的時代,如何找到凱薩琳.布萊絲(Catherine Blyth)著; 劉欣欣, 林麗雪譯 平裝 1

9789576580703 免吃藥!5分鐘降血壓健康操: 患者實證!鍛鍊深層加藤雅俊著; 石玉鳳譯 平裝 1

9789576580710 科學發明王. 20: 專利競速比賽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727 莫斯科尋寶記 Popcorn story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734 願你把將就活成講究 周桂伊著 平裝 1

9789576580741 放過自己吧! 「完美媽媽」根本不存在: 全美家蘭迪.魯本斯坦(Randi Rubenstein)作; 奧莉葳譯 平裝 1

9789576580758 (全彩漫畫圖解)改變人生,從整理家開始 伊藤勇司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796 缺水危機大作戰 Sweet Factory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0819 圖文偵探推理事件簿. 2, 科學篇: 每天10分鐘‧全學研著; 亞緋瑠譯 平裝 1

9789576580826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580833 解答之書: 專屬於你的人生答案 卡羅.波特(Carol Bolt)著; 心心譯 精裝 1

9789576580901 不死背!讀社會科融會貫通的29個方法 金景阿作; 徐月珠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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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110780 神探福爾摩斯. II 阿瑟.柯南.道爾著; 周儀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97 看好未來的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戴文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803 進可攻,退可守: 不廢話,助你成功 嚴建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810 文學鬼才: 狄更斯. I 查爾斯.狄更斯著; 陳語軒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561 每日義詞: 隨手讀A2 方錫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578 輕鬆開口說西文 金賢真, 胡惠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0585 基礎西班牙文. 一: 文藻外語大學 劉碧交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592 基礎西班牙文. 二 陳麗鈴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307 Zur Entwicklung von Umweltkompetenz an Hochsch華明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上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229 宴.金: 魏立剛台灣首次個展(中英對照) 魏立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247 字裡乾坤: 談正體中國字. 壹 夏永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203 感恩 陶李煥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681 不斷醣、降三高的七七七飲食法: 貪吃的營養學楊惠婷, 新營養天團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016 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 郭建龍著 平裝 1

9789579164436 飯局與聚會之必要 鄭建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450 走一條與世界不合拍的道路: 從平凡到成就偉大大衛.布萊威(David Bramwell), 喬.基林(Jo Keel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467 利用衝突: 忘掉你學過的營造團隊合作!歷任Go 傑夫.迪葛拉夫(Jeff DeGraff), 史丹妮.迪葛拉夫(Staney D平裝 1

9789579164474 一流人物要有的觀察力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498 豐田主管的口頭禪: 豐田幹部都這麼說、也都這OJT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著; 劉錦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64528 委託單投資法,開盤10分鐘就賺錢: 比線圖更早一坂本慎太郎作;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535 二十年後的我,會在哪裡? 鳥原隆志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542 中國奇蹟的句點 迪尼.麥馬漢(Dinny McMahon)著; 廖桓偉譯 平裝 1

9789579164375 圍觀歷史的政變 儒爵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559 看新聞買飆股 艾致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566 失控的逐底社會: 單身很自由，自己賺自己花；山田昌弘著; 黃雅慧譯 平裝 1

9789579164573 錢意識: 借錢、花錢、存錢、賺錢，你 愛哪一沈誘冰著 平裝 1

9789579164580 連醫生都害怕的黑時間 石黑源之作;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597 讓人無法拒絕的神奇字眼: 話該怎麼講，結果立菲爾.瓊斯(Phil M. Jones)著; 廖桓偉譯 平裝 1

9789579164603 冰人呼吸法，我再也不生病:身體變暖的反常識文恩.霍夫(Win Hof), 庫帝永(Koen de Jong)著 平裝 1

9789579164610 媽媽,我是妳想要的孩子嗎? 林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627 麥肯錫寫作技術與邏輯思考 高杉尚孝著; 鄭舜瓏譯 平裝 1

9789579164634 好主管要學黑道老大: 為什麼老大聊天泡茶,兄弟向谷匡史作; 張智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64658 金繕身心修復術 坎蒂斯.熊井(Candice Kumai)著; 黃貝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672 你是將才 怎麼被看見 上阪徹作;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702 如何循序漸進撐起自己的野心 陳立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584 星星食驗室 Lynette Lin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9300 當小偷的第一天 劉旭恭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9362 當小偷的第一天 劉旭恭文.圖 初版ㄧ刷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70873 命鑰: 幸運的中醫之路. 癌症與急雜病篇 林鉅超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春中醫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林電腦排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河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於創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511 柔琴似水 布袋戲音樂劇合輯 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528 龍鳳奇緣布袋戲音樂劇合輯 嚴仁鴻劇本創作; 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木偶製[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745 南十字星 ま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52783 跨越8年的新娘: 等待妳醒來的那一刻 中原尚志, 麻衣著; 黃鳳瓊, 蘇聖翔, 沈俊傑譯 平裝 1

9789869552790 3D圖解淋巴伸展操打造易瘦體質(大字版) 加藤雅俊著;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006 3D圖解 穴道淋巴按摩 按對 有效(大字版) 加藤雅俊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013 新版寶寶大腦開竅的黃金七堂課 久保田競, 久保田佳代子共著; 黃鳳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571 菊次郎與佐紀 北野武著; 陳寶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3581 性的解析: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 威廉.亞伯(William L. Yarber), 芭芭拉.薩雅德(Barbara W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33598 日本美學. 2: 幽玄-薄明之森 大西克禮作; 王向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6902 人間滅亡: 日本文豪的厭世人生指南 深澤七郎作; 張佩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919 讓思考變得可見 榮.理查特(Ron Ritchhart), 馬克.邱奇(Mark Chu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926 偉大的尿尿小書 亞庫柏.普拉奇(Jakub Plachý)著; 宋宜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2200 崔扣獅老中醫肝癌治療經驗 崔扣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217 拳劍指南 國術研究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224 車氏樊系形意拳 王銀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2248 特種保鏢 護衛格鬥術 王紅輝, 車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255 大梨花槍圖說.捷拳圖說.實用大刀術 程人駿, 傅秀山, 金恩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262 拳意禪心 關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286 中道皇皇: 梅墨生太極拳理念與心法 梅墨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293 簡易太極角 郭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2309 孫祿堂八卦劍學 孫祿堂著; 孫婉容校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6571 正法眼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797 金剛決疑 (明)曹溪沙門憨山釋德清撰; (姚秦)三藏法師鳩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906 維摩詰所說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7913 淨語 夏蓮居居士 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7920 佛海釋疑. (一)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7937 金剛決疑 (明)曹溪沙門憨山釋德清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7944 正法眼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7951 妙法蓮華經今解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67968 妙法蓮華經今解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67975 妙法蓮華經今解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67982 宗鏡大綱 慧日永明妙圓正修智覺禪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7999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1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7002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11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展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昧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悅文化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913 學校讓我們變笨嗎?為何教這個、為何學那個?: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 楊雅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920 暗黑孤兒院 潘.斯麥(Pam Smy)著; 王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503 偷了幸福的鬼 羅智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8325 讓我與你相遇: 2分40秒翻轉生命 心靈麥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889 與自己和解: 包祖曉醫師教你換位思考,重新擁抱包祖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896 超強高效記憶術: 突破你的記憶障礙,讓你縱橫職李鵬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203 李時珍教你不生病的智慧: 本草綱目飲食調養全石晶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210 人脈=錢脈: 改變一生的人際關係經營術 孫大為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667227 痛風,你吃對了嗎？ 陳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227 痛風,你吃對了嗎？ 陳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234 女人滋陰先養血,男人補陽要養精 胡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241 NLP讓你一切變得更簡單 金易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508 自然印記: 楊明迭複合版畫 楊明迭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135 生活可以選擇另一種方式: 生活自在一點,生命就何曉維著 平裝 1

9789869568142 瘦身穴: 讓你輕鬆瘦身的穴位按摩 吳雅婷著 平裝 1

9789869568159 靜態懶人瘦身法 荒川裕二著 平裝 1

9789869568166 三疊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邢立達, 韓雨江著 精裝 1

9789869568173 侏儸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邢立達,韓雨江著 精裝 1

9789869568180 白堊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邢立達, 韓雨江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448 祖魯法則: 買進飆股不求人,英國股神史萊特轟動吉姆.史萊特(Jim Slater)作; 劉道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479 片腕: 步入孤獨深淵的詩性獨白,川端康成綻放幽川端康成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486 創意插畫聖經 安德魯.路米斯著; 林奕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493 要求特別多的餐廳:尋回失落初心的澄淨原野，宮澤賢治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531 波克夏大學: 巴菲特與窮查理30年的投資備忘錄丹尼爾.皮考特(Daniel Pecaut), 科瑞.溫倫(Core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548 華爾街刺蝟投資客之投資啟示錄 巴頓.畢格斯(Barton Biggs)著; 王柏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45562 海龜交易員的全腦致富心法: 直覺贏得交易先機克提斯.費斯(Curtis Faith)著; 陳鴻旻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千彩絹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麥國際娛樂

送存冊數共計：13

小麥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425 藝想世界時尚形象美學跨校教師聯展作品集 徐珮清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8432 世界優秀男子羽球單打技戰術分析: 以2012年倫江明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49 興悅讀: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讀心得作品集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56 超級細菌 汪蕙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63 鋼琴幻想曲探究 林慧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70 學校併校與用地處理之研究 陳溪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87 通識教育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吳宜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94 兩岸關係新時代的展望與反思 黃清賢, 陳明德, 何慧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9704 質性研究個案: 臺灣街舞文化的社會意涵 吳聲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9711 MIT基礎程式設計入門 蔡慧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9728 APP程式設計超EZ 蔡慧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9735 海洋遊艇駕駛與事業實務 黃中信, 徐嘉良, 謝家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9742 以透地雷達提升鐵道路盤噴泥分佈調查效率技 郭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9766 綠色餐旅消費 李文驊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818 叢林再現: 鄭木連創意展集. 2018 鄭木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1832 小粒子的探險: 古榮政藝術家作品集 古榮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1856 太空觀光與科技學術研討會摘要集. 2018 大華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1863 客家產業創新與技藝傳承研討會摘要. 2018 大華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932 睹說文聲 陳文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949 解讀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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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49639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總複習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1834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完勝攻略 楊家輔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527 熱力(工)學與熱機學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林柏超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763 會計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千華名師群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2855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三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916 一書搞定機械力學(含應用力學及材料力學) 祝裕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3067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哲學與比較教育 舒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074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江秀敏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098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考前速成 賦誠, 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4101 完全白話!郵政三法大意關鍵詞攻略(內勤) 畢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4200 史上 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 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217 勝出!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主題式命題焦點+題庫白文傑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224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4231 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255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大陳金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361 國民營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378 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 德芬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4385 鐵路運輸學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392 逼真!鐵路運輸學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白崑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415 勝出!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德芬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422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發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千華數位文化

大揚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華科大



9789864874439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4446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453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4460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徐弘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4477 食品科學概論 黃馬克, 李明怡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491 史上 強!警專甲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484 國小教甄複試謀略 何元亨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507 基本電學實力養成 丞羽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514 基本電學(含大意)完勝攻略 丞羽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521 新國文: 作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4538 逼真!企業管理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陳金城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4545 逼真!國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552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569 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四合一超級詳解 洪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4576 人力資源管理 陳月娥, 周毓敏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4583 人力資源管理(國民營) 陳月娥, 周毓敏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4590 自動控制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翔霖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606 公民(司法五等) 邱樺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613 公民(鐵路特考) 邱樺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62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一次過關 可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637 鐵路英文 歐森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644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4651 企業管理(含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668 企業管理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4675 警專甲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4682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4699 一次考上銀行 國際貿易實務 吳怡萱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705 國際貿易實務輕鬆讀 吳怡萱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712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測驗一次過關 蔡季霖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729 實用必備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4736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74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系統式整理 謝宜璋, 顏廷峻, 吳孟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750 逼真!英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767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4774 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 (鐵路特考) 白崑成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4781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八平裝 1

9789864874781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八平裝 1

9789864874804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百分百 王傑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811 財務管理 周良, 卓凡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4828 風險危害評估: 重點整理與經典題庫解析 劉永宏, 陳毓軒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874842 政府採購法(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4859 鐵路運輸學概要 白崑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866 警察專業英文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4873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4880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高普考)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4897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舒懷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4903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八版平裝 1

9789864874910 國際貿易實務: 重點整理+試題演練二合一奪分吳怡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4927 行政法(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4934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徐弘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941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成宜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4941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成宜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4958 法學大意(鐵路特考) 成宜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958 法學大意(鐵路特考) 成宜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4965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司法五等) 成宜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4965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司法五等) 成宜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4972 火災學(含概要) 夏鵬翔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4989 火災學系統整理(含歷年試題精析) 夏鵬翔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4996 論文高分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5009 國文(論文寫作)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5016 警察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5023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 蔡穎, 茆政吉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5030 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5047 計算機概論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5054 犯罪學(含概要) 王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061 犯罪學(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王強, 宇寧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078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財政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5085 警察法規(含概要)百分百 成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092 警察法規(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成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115 逼真!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張恆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122 企業管理(含概要)名師攻略 陳金城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5139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司法) 李宜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5146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153 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 德芬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160 警察情境實務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177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艾育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5184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黃金銀, 黃勝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5191 逼真!公民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汪大成、蔡力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207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5214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 陳淨修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221 公文寫作高分突破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5238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245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5252 逼真!基本電學(含大意): 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陸冠奇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5290 逼真!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模擬題庫+歷年何曜辰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306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心理學 舒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5313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行政學精析 舒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337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嚴選題庫 李振濤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5344 民法親屬與繼承編(含概要) 成宜霖, 羅格思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351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焦點速成+歷屆薛常湧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5368 主題式企業管理(含大意) 張恆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375 主題式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張恆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5382 會計學高分題庫 歐欣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399 政治學(含概要)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蔡先容編著 第二十版平裝 1

9789864875405 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5481 行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5528 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關務特考) 賴農惟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5566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高分題庫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5573 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海巡特考) 賴農惟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5597 郵政內勤四合一: 快速搶分便利帶 千華郵政名師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5603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5610 關務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5627 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重點整理+謝坤鐘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5634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 陸冠奇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5641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 南春白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665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司法) 南春白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5672 監獄學(含概要)系統整理 高昇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689 法學緒論(一般警察人員)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5696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高普版)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5702 法學緒論 敦弘, 羅格思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719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曾禹童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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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39396 大文學家的創作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02 千古謀臣諸葛亮 吳靜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19 大探險家的歷險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26 千古兵聖孫武 熊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33 千秋龍鳳圖騰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40 大航海家哥倫布 周麗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57 上將總統艾森豪 郭艷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64 大藝術家的審美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71 千秋歷史演變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88 大探險家馬可.波羅 王金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495 中國大文學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01 大科學家的發明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25 大思想家的探索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18 大軍事家的戰爭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32 下筆如有神 高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49 大企業家的創業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56 千古一帝秦始皇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63 大明太祖朱元璋 鹿軍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70 大厚黑學: 中國 成功的心理術與處世術 侯清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87 大政治家的才能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594 不是故意玩深沉 王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00 中醫語錄.中醫藥膳新解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17 中醫語錄.高血壓患者的中醫對症生活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24 心直口快 盛亦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31 小心!男人就這樣騙你 蘭心, 羅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48 中國大政治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55 中醫語錄.中醫太極新解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62 五福臨門吉象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79 天縱之聖孔子 熊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54 大清孤兒: 清末傳統士人的宿命解讀 扎不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86 中秋萬家團圓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693 工業繁榮景象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09 心血集 孫其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16 中醫語錄.中醫養生新解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30 中醫語錄.高血脂患者的中醫對症生活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47 中國大思想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61 中醫語錄.中醫治療新解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78 大清高宗純皇帝乾隆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85 中醫語錄.中醫歷史新解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792 心理學創始人佛洛伊德 馬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08 文曲巨星曹雪芹 王金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15 中國大企業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22 日光傾城 張塵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39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人物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46 水利工程遺蹟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53 文壇硬漢海明威 熊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60 北歐現代作家作品評述 蕭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77 女人芬芳 楚婉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84 日本！日本！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死磕 王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891 日安，淺島成人禮 藍碎碎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8

送存冊數共計：132

千華駐科技



9789575639907 化學之父門得列夫 郭艷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14 世界教改潮流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21 心緣 吳梅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38 公正嚴明法治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45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電影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52 中國大發明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69 中國大軍事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76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科幻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83 心靈的真實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9990 中國大科學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080 文明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097 月圓之日的修車人 華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03 中醫語錄.中醫氣功新解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10 中醫語錄.腸胃病患者的中醫對症生活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27 中醫語錄.腎臟病患者的中醫對症生活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34 中醫語錄.糖尿病患者的中醫對症生活 林曉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41 心中有歌 胡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58 大清的角落: 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碎片 王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65 大聖皇帝武則天 郭艷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72 中國大藝術家的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89 中國歷史未解之謎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196 元宵張燈習俗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02 內外商貿並舉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19 化學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26 大道之行 趙復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33 女神必修課: 成為女神的全方位修練手冊 鍾幸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40 天下聞名美食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57 心中有鬼 琳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64 山西戲苑經典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71 工薪階層理財經 才永發, 高沛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88 世事的挑戰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295 日本八路 劉國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01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智慧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18 文科學習有辦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25 文理有別 潘玉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32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神話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49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軍事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56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愛情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63 心靈深處的園丁 鹿軍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7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探險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87 世事明察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394 日光微暖愛傾城 清幽淡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00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戲劇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17 世界首富比爾.蓋茲 邊艷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24 日常小事皆學問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31 心話怒放 邱源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48 世界文學名著經典偵探故事 李劍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55 比爾.蓋茲傳 蕭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62 世紀奇人海倫.凱勒 吳靜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79 王陵千古雄風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86 世界眼光看教育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493 古代禮制禮儀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09 長河人 焦玫, 黃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16 史上 有趣的皇帝: 劉病已 賀俊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23 古典戲曲精品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30 古城建築標誌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47 北京神奇祭壇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54 世界船王包玉剛 郭艷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61 世界歷史未解之謎 李丹丹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85 以農為本立國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78 長溝流月 李之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592 長城雄偉關隘 李姗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08 長成一棵 高的樹 信自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15 古寺鐘鼓聲 張記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22 卡內基人性的優點人性的弱點. 下 戴爾.卡內基著; 信自力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39 長江萬里畫卷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46 古老都城原貌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53 古橋天姿風采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60 可怕鬼怪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77 卡內基人性的優點人性的弱點. 上 戴爾.卡內基著; 信自力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84 全能班主任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691 交通知識大闖關 張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07 仰望青春的天空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14 興旺畜牧漁業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21 先祖遠古背影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38 亞洲驚天大戰場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45 仰望宇宙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52 再戰江湖 風中一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69 龍之花嫁 蘇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76 共享藍天綠地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83 喬遷的故鄉: 藝術、生活、情感 喬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790 傷花爛漫 雷興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06 傳統農業科技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13 名校教學管理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20 動物小百科 馮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37 動物故事與趣味 王海林, 萬海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44 動物王國的世界冠軍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51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軍事武器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68 軍事故事與趣味 王海林, 萬海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75 同城熱 宋麗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82 同盟國風雲人物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899 冰晶奇緣 葉天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05 華美服裝藝術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12 軍心如鐵 周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29 創造新的每一天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36 華中抗戰大紀實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43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哲理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50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神童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67 名師的教育智慧 代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74 名師真經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81 名城風韻 采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0998 劉邦那套本事兒 韋伯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01 向心公轉 花清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18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動物恐龍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25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名人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49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人格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32 動物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63 印刷工富蘭克林 周麗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56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勵志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70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美德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87 同病不同醫 楊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094 軍事知識大闖關 張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00 軍事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17 華南抗戰大紀實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24 名勝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31 動物未解之謎: 驚悚傳奇的動物奧秘真相 鹿軍士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48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名勝古蹟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55 名家名師談教育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62 名家的教育智慧 代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79 名人的教育智慧 代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86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心態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193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父愛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09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習慣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16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親情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23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感恩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30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母愛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47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創新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54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智慧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61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感情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78 後窗 梁炳青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85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英雄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292 名師推薦話題作文素材. 愛心話題 學生學習方法指導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08 關愛.時光裏的那些老師們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15 向科技大獎衝擊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22 回到史前世界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39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地球海洋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46 地球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53 在遠方 韌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60 場面描寫閱讀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77 場面寫作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84 壯麗奇山險峰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391 因為愛著你的愛 肖大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07 在河之洲 曾散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14 在這純潔的日子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21 因為痛,所以叫婚姻 張塵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38 向未來出發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45 地圖魚的夢想 沈岳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52 在 溫馨的月光下情感美文 方仕華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69 地理的隱私聽不聽 柳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76 地理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5791483 如若有你,一世歡喜 錦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490 如若有你,一生何求 錦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06 好習慣好人生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13 如歌幻象.李新華繪畫作品集 李新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20 夾縫裏的陽光 王立世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37 好命女都在學的8堂幸福課 亦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44 多面小說家狄更斯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51 如何經營你的幸福 張恩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68 如果時光聽得見 黃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75 好像跟真的一樣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82 壯美如畫江河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599 壯美黃河風光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05 好班規成就好班級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12 多彩世界萬花筒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29 如何打造創新型學校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36 好學生是怎樣練成的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43 好像你家的事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50 宇宙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67 宇宙知識大闖關 張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74 塵埃深處 曹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81 師生情難忘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698 宇宙未解之謎: 神奇玄幻的宇宙奧秘真相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04 成長的年輪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11 歲月靜好 莫艷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28 安邦定國雄兵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35 戲劇項目活動組織策劃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42 守望健康 趙澤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59 安妮絲公主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66 成長足跡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73 成長印跡 舒亦欣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80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宇宙太空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797 存在主義代表沙特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03 師道尊嚴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10 尋找幸福的天堂 卿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27 尖端科技連連看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34 塵埃裏的花 王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41 尋淮洲故里 王雄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58 師者無敵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65 師魂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72 當代油畫: 當代藝術家.李浩 李浩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89 當一棵小草有了夢想 梅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896 安民安居大計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02 尋夢園 彭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19 年輕的力量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26 幻石神遊記. 4: 戲說紅樓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33 尋仙不見 一葉如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40 奇蹟之旅. 5: 異緯度的空中花園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57 宇宙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64 師生之間如何相處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71 戲曲演變歷史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88 戲劇天才莎士比亞 何水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1995 安徽今古梨園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08 有愛無愛,都刻骨銘心 目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15 尋找失蹤幻影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22 朱自清散文精品 朱自清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39 當他們年輕時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46 有美德更陽光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53 曲藝項目活動組織策劃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77 成年日記: 許竹敬小說作品集 許竹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84 成長路上的美景 楊宏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091 歡樂英雄迪士尼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07 有趣的動植物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14 機器人作戰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21 機器島 儒勒.凡爾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38 成長的階梯 李慕楠, 高永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45 權宜應變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52 異想記 文吉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69 畢業季 宗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76 百年景舟: 徵文選編 史俊棠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83 百變五·五班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190 江西梨園千秋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06 百團大戰大紀實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13 灰喜鵲蓋房子 厲劍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20 老兵心語 張卡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37 老公老婆孕期怎麽愛 張娜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44 自然小百科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51 老師來找茬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68 紅手鐲.白項鍊 袁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75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自然氣象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82 竹是草的 高境界 蘇東昇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299 網路上行走的影子 朱碧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05 考古發現百科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12 考古傳奇文物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29 自然未解之謎: 詭異刺激的自然奧秘真相 魏光樸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36 約好了春天開花 孫道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43 網遊之日久賤人心 沐依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50 自然生物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67 自然名勝景觀 戚光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74 自然生態景觀 戚光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81 自然地質景觀 戚光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398 紅嶺晨鐘. 上冊 陳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04 考古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11 自信心: 一個微笑的價值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28 自然之子達爾文 熊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35 網遊之竹馬猛於虎 沐依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42 老家,老家 黃建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59 自然百科圖話 馬學寧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66 奇蹟之旅. 3: 百慕達的海底基地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73 自然動物景觀 戚光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80 行止船山 胡國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497 血腥的皇權: 明代君臣的政治鬥爭 阮景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03 西望秋陽 秋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10 血咒謎葬 李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27 行吟 林平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34 自然知識看點 馬學寧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41 自然奇觀未解之謎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58 西域之 純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65 自然靈異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72 你就是一朵百合花 厲劍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89 問鼎天下 莽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596 兩個人好好愛 林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02 你的美, 我知道 崔修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19 體育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26 你若安好 靜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33 體驗考古發現 李奎,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40 你的路標在哪裡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57 你是我 倔強的決定 天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64 自然的災難魔法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71 自然界的鬼斧神工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88 講課的藝術 張曉峰,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695 許地山散文精品 許地山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01 你讀過這些文章嗎 楊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18 血月蓮花殤 莫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25 體味心靈的溫度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32 作文故事與趣味 馮志遠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49 你的魔力來自哪裡 楊宏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56 血戰沙漠核鼠 楊永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63 作文趣味閱讀 王海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70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5 柯南.達爾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87 你也會變得神奇: 開啟智慧的希臘神話故事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794 邊玩遊戲邊學科學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00 自然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17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 柯南.達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24 觀看怪獸表演 李奎, 方士華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31 許地山小說精品 許地山著;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48 把陽光加入想像 馮志遠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55 智慧背囊: 快樂是成功的開始 曹金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62 聽荷 梁長伶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79 我們愛著愛情的什麼 余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86 我願做一隻小蜜蜂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893 別小看了這些知識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09 二戰名將蒙哥馬利 梅昌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16 抗倭將領戚繼光 邊艷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23 勵志是個加油站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30 別惹女生 潘亮作品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47 我們都被忘了 書故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54 我不說禪 紅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61 我是理財小專家 陶紅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78 我心思教育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85 我的感動 燕龍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2992 忘不了的鄉愁: 懷集味道 李羅斌, 植思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05 我只害怕我愛你 沈南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12 兵點沙場 兵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29 少年偵探幫. 1: 聽到歌聲就抓狂 陸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36 床前明月光,美男睡得香 錦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43 聽海寫意: 三門縣歷代散文作品選 三門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50 時光會記得 獨木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67 宏圖變法大略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74 我心飛揚 喬聰啟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81 報告老師,我有意見 潘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098 我們的婚事 狐小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04 我一直生活在靠海的地方 李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11 我們正在行進中 信自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28 我的教書先生 吳俊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35 我和李樂豆的朋友們 陳錦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42 我第一本科普書 孔繼高, 李俊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59 我們都曾虧欠愛情 目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66 少年偵探幫. 3: 別吃陌生人的糖 陸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73 我把時光郵寄給你 余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80 克洛克: 從推銷紙杯到麥當勞叔叔 劉干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197 護理部主任 李華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03 快樂工作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27 我們改天再分手 萱小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34 時光匣子 木子小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41 勁竹破冰出 糊塗三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58 我們身邊的科學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65 兵器小百科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72 醫學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89 希望就在前方 張恩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296 堅守.回望: 邵永紅油畫作品集 邵永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02 我們給老師打分吧 潘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19 賭徒筆記. 2 九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26 我把陽光寄給你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33 時間這杯水 周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40 抒情寫作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57 世界經典歷險故事. 野外歷險卷 馬金誠, 周成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64 吳青雲作品集 吳青雲著; 周占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71 賭徒筆記 九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88 我愛這片熱土 鹿軍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395 時光奧秘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01 抒情散文閱讀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18 抓住學生的心理 秦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25 快樂的人生 戴爾.卡內基著; 華斌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32 妥協的力量 高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49 我與黃岩群眾文化 潘潔主編; 盧翎平, 陳靜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56 我素我行 胡煜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63 把男孩培養成男人 東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70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劉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87 沉思樹 劉建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494 時間的沙 胡俊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00 汽車大王福特 魏光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17 楊林愛情詩選 楊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24 廬隱小說精品 廬隱著;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31 每粒塵埃都有光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48 純情的心聲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55 來福: 張玉堂小說自選 張玉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62 李勣: 與大佬們過招的日子 蓑笠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79 李叔同散文精品 李叔同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86 時光滿春深 餘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593 每個人都可以舞蹈 柳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09 汽車鉅子艾科卡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16 沉香之城 豐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23 靈魂出軌 湘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30 青果 顧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47 青春與夢想齊飛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54 溝通的藝術 馬銀春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61 青春要有主見 楊宏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78 金城關 李西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85 金融大鱷索羅斯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692 沒有眼淚的憂傷 廖再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08 青少年必讀著名詩人的故事 馮志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15 阿能文集. 第一卷.風景舟山 阿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22 沒有什麼會永垂不朽 目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39 金融豐富形態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46 青青的草香 龐雲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53 青春永遠不散場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60 沒有預約的旅程 黃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77 鄰班的漂亮女生 潘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784 國畫大師張大千 周麗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07 典雅亭臺樓閣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14 學困生轉化技巧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38 縱橫天下邦交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45 陽光縷縷的思緒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52 肖像描寫閱讀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69 孤獨的畫家梵谷 郭艷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76 奇異自然名勝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890 肖像寫作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06 東北戲曲藝術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13 縱橫水陸交通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20 麥當勞叔叔克洛克 何水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37 青春驛站路漫漫 馮志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51 東方詩聖泰戈爾 劉干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44 財界總統鄭周永 梅昌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68 呵護美麗的身影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75 季川詩選 季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82 法蘭西詩神雨果 吳靜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3999 知識帶給我們什麼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02 泃水文瀾 胡九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19 治國治吏長策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26 知冷知熱說科學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33 現代哲學開創者尼采 邊艷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40 知己知彼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57 炎舞神祭 嚴承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64 現代畫聖齊白石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71 環境與安全文化建設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88 空姐日記 狐小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095 學生的花苑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01 爐火時光 豐德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18 環遊宇宙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25 現代科學先驅牛頓 王金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32 現代小說之父巴爾扎克 熊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49 現代舞蹈之母鄧肯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56 花開陌路 童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63 畫一枚藍月亮 吳紅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70 泱泱中華大統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87 芭蕉雨聲 郭燕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194 終於愛情 陸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00 話題寫作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17 這樣學習 有效 楊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24 花間 蘭思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31 靈性的覺醒 肯.威爾伯著; 金凡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48 詩心如蓮 非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55 組工筆記 陳東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62 話題性範文閱讀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79 這樣培養天文興趣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86 芙蓉骨 樂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293 花流影人 馬毓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09 貨幣百變通寶 牛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16 詩意地生活 焦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23 這些年的故事 寒江, 歸燕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30 細細品味每一天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47 練練你的記憶力 趙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54 輪椅總統羅斯福 周麗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61 近代科學之父伽利略 馬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78 經典中的教育故事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85 詩壇勇士拜倫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392 花季的綻放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08 該綠的夢 毛俊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15 這些發明你也會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22 這樣培養軍事興趣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39 這一生,我曾觸碰過愛情 馬小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46 詩壇巨子歌德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53 玩味 婁義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60 這些都不懂,還敢拚職場 胡以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77 花顏錯 柳扶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84 青萍之末 陳奕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491 非凡皇家園林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07 這樣培養表演興趣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14 青春磨礪的光輝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21 泛娛樂營銷: 風口.藍海.運籌 謝利明, 袁國寶, 倪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38 非洲沙漠大決戰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45 青澀的果子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52 鄒韜奮散文精品 鄒韜奮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69 青春的風采有沒有 楊宏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76 青春資本有多少 楊宏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83 親自動手做實驗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590 學習者的成長: 「小說」化敘事研究展開的二語范玉梅, 高西峰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06 遠古時代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13 這樣培養科學興趣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20 這樣培養收藏興趣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37 幽默大師馬克.吐溫 何水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44 勇氣: 挑戰不可能的目標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51 冒尖 劉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68 帝王與皇后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75 孩子的微笑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82 南壘河月色 周文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699 南方 張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05 獎罰分明,讓學生心悅誠服 毛啟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12 南海沉船之謎 吳芳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29 俄國文學始祖普希金 周麗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36 魚館幽話. 2 瞌睡魚遊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43 親情的感受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50 南北雄關要塞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67 南北園林風格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74 奏響人生的旋律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81 厚土淨土 李旭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798 怎樣快樂動起來 柳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04 親情: 珍惜來自父母的嘮叨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11 勇敢地面對一切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28 帶班的技巧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35 俄羅斯之魂柴可夫斯基 邊艷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42 信息知識大闖關 竭寶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59 保護地球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66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 邊艷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73 勇敢堅強.擁有的就是天堂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80 室内外運動競賽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897 幽默農夫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03 封鬼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10 怎樣樹立在學生中的威信 張曉峰,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27 怎樣培養成績優秀的學生 張曉峰,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34 怎樣活躍課堂氣氛 李添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41 怎樣對待學生的問題行為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58 怎樣才能上好課 張曉峰,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65 思想獨舞 劉文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72 恆山衡山嵩山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89 怎麼聽懂你說什麼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4996 怎樣激勵與處罰學生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09 揮師全線大進攻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16 律動心中河 俞雪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23 思維導遊圖 高升,楊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30 昨夜.英倫 苗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47 怎樣說話 有效 李添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54 恆豐 羅安聖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61 思念是幸福的憂傷 阿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78 恢弘軍事史詩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85 怎樣讀懂你的心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092 星空揭秘. 太空卷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08 活出一種精神來 張恩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15 洞庭風浪 許神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22 是誰把你牽掛 鹿軍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39 是夏夏嗎 米星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46 故事裡的教育智慧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53 看清真相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60 故鄉,已是遠方 蔣光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77 既然時光留不住 張子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84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科技.發明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191 研石: 張振雄作品集 張振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07 看到黑夜的星空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14 柔石小說精品 柔石著;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21 故園深深情滿懷 阮兆菁, 阮以敏, 阮周華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38 故道他鄉 莊學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45 看清青春什麼樣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52 看看平凡什麼樣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69 柳傳志人生哲學課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76 看得見的美好未來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83 幽默文豪蕭伯納 梅昌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290 春風沉醉 藍紫青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06 故土.茶緣 鄭立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13 濃厚血緣關係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20 淺島夏不寧 藍碎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37 是誰給了你翅膀 王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44 看看誰創造了什麼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51 獨特古建風雅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68 春天,修一條虹橋通向你 徐蔭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75 看透學生的心理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82 炸藥大王諾貝爾 吳靜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399 洈水湖之夢 梁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05 玻璃的味道 許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12 春天的請柬 向曉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29 春夏秋冬 楊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36 是非分明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43 洞察人類本真 李奎,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50 獨特自然遺產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67 點盞聲音的燈 黃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74 星耀湘楚 李仲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28 科技改變世界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81 若愛,請許我今世今生 眷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498 美日激戰太平洋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04 繪畫大師達文西 馬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11 科學家是怎樣思考的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35 絕密檔案大暴露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42 絕妙地理環境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59 科學改變生活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66 穿越名勝時空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73 美國國父華盛頓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80 美的歷程 駱金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597 科學幻想小說之父凡爾納 楊玲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03 科學知識大闖關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10 給愛一個理由 雷華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27 美蘇英鐵血元帥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34 穿越海底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41 穿越在人與神之間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58 科學家是怎樣學習的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65 說不出的知心話 鹿軍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72 科學犯下的那些錯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96 英俊王子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689 勝利之神朱可夫 楊玲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02 科學探索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19 胡同口的遐想 周育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26 科普活動組織策劃 <>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33 食補藥補大全. 排毒養顏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40 繪畫宗師徐悲鴻 何水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57 絕美中華三山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64 借鑑教益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71 食補藥補大全. 清潤滋陰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88 原子能之父愛因斯坦 楊玲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795 風景: 流動的丹青 萬俊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01 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18 風吹哨馬營 楊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25 風情百樣蘇東坡 王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32 食補藥補大全. 補腎助陽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49 食補藥補大全. 身體成長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56 英雄人物的著名故事 于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63 食物.自然與健康 郭雪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70 食補藥補大全. 慢性疾病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87 鋼鐵大王卡内基 梅昌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894 說不出的哲理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00 陜甘寧抗戰紀實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17 風雲首相邱吉爾 王金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24 食補藥補大全. 延年益壽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31 食補藥補大全. 孕婦嬰兒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48 食補藥補一本全. 第一卷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55 革命文豪高爾基 魏光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62 音樂巨人貝多芬 楊玲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79 絕美玉宇瓊樓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86 美術項目活動組織策劃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5993 美麗公主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06 語文故事與趣味 馮志遠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13 郁達夫散文精品 郁達夫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20 食補藥補大全. 家庭防治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37 食補藥補大全. 養肝潤腑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44 食補藥補大全. 三高患者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51 食補藥補大全. 女性保健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68 輕鬆作文有辦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75 蘋果公司創辦人賈伯斯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82 食補藥補大全. 消化健脾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099 食補藥補大全. 強身健體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05 原來這樣有意思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12 匪夷所思的植物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29 軸心國作惡悍將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36 說出心中 美的話 王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43 食補藥補一本全. 第二卷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50 鋼琴詩人蕭邦 劉干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67 食補藥補大全. 降糖潤燥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74 食補藥補大全. 女性滋補篇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81 說課,如何深入淺出 毛啟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198 鄭振鐸小說精品 鄭振鐸著;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04 唐太宗李世民 劉干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11 香江往事 葉香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28 曬曬那些有趣事兒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35 哪個是你的夢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42 凌閣芳菲 南竽獨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59 浪漫七夕佳期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66 海上,尋找神話 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73 校園防火安全管理與教育 方士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80 傾聽自然怎麼說 柳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297 徐志摩散文精品 徐志摩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03 哪裡是科學的起點 柳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10 家庭科學實驗室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27 拿什麼約束班主任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34 晉冀豫抗戰紀實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41 恐龍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58 消除師生間的鴻溝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65 校園交通安全管理與教育 李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72 美文欣賞與解析 朱憲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89 食補藥補一本全. 第四卷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396 個人電腦之父沃森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02 展開雙臂飛吧 王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19 校園暴力侵害預防管理與教育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26 曉事明理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40 原始文化遺址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33 朗朗盛世乾坤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57 校園用電安全管理與教育 李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64 食補藥補一本全. 第三卷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71 校園災害危險預防管理與教育 高勇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88 愛與溫暖,一直都在 丁亞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495 海洋知識大闖關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01 班幹部的管理學問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18 班主任班級細節管理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25 班主任怎樣應對班級突發事件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32 班主任工作基本規範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49 班主任班級管理的藝術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56 班主任治班之道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63 班主任治班之道: 突發事件應對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70 班主任開展主題班會技巧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87 班主任的基本功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594 泰山華山之尊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00 海洋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17 筆耕思味錄 王樹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24 神奇的發明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31 愛的另一種方式 馮志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48 班主任怎樣與學生談心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55 站上地球峰巅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62 海島探險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79 愛情的傾訴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86 教育就像一縷清風 梁馨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693 神往一種生活 張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09 航空知識大闖關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16 課堂學習有辦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23 培養科學幻想思維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30 崔永慶繪畫作品集 崔永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47 教學設計, 讓學生喜聞樂見 毛啟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54 教育語言隨心用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61 站在青春的陽台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78 破解人體奧秘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85 做一個全能班主任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792 鐵血鏖兵大海戰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08 鐵膽將軍巴頓 劉干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15 唯物主義哲學家培根 吳靜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22 教師職業倦怠與應對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39 能源知識大闖關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46 益智婦幼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53 神奇的生物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60 草原雄鷹成吉思汗 楊玲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77 顧全大局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84 茶道閒情雅興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891 教師文娛活動指南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07 教育箴言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14 荒野雄獅拿破崙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21 教師工作減壓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38 培養科學興趣愛好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45 梁遇春散文精品 梁遇春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52 教師怎樣提升教學質量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69 課堂教學設計 張曉峰,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76 教師備課的藝術 張曉峰,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83 航天之父布勞恩 魏光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6990 難忘的教育經典故事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03 神奇南疆之秘 黃桂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27 培養科學發現能力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10 課堂上要做哪些事 楊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34 馬可.波羅 卓德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41 班主任談心術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58 課堂管理的藝術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65 情感的永恆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72 教師心理健康指南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89 班主任綜合素質鍛鍊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096 課堂教學心理學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02 高效學習有辦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19 做項目就得這麼幹 郭致星著; 裘芸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26 婚姻黑子 謝鳳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33 培養學習發明創造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40 起風的時候想起你 沐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57 迷糊男生范彌胡 潘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64 閱讀的力量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71 難忘師生情 李慕南, 高永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88 閱讀訓練有辦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195 悸動的心靈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01 教育新思維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18 教師職業道德與素質培養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25 誰在為你燃燒 田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32 草木謠 張阿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49 鬥愛之冠 孩子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56 鐵娘子柴契爾夫人 何水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63 培養教師愛崗敬業精神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70 問鬼 薛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87 教師的一生修煉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294 綠樹成蔭: 協作鋼琴專業課程建設探究 張柯瑤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00 離魂 藍紫青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17 清明祭祀之風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24 幻石神遊記. 3: 混亂三國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31 離婚戰爭 珺絲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48 智多星華西列夫斯基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55 教師快樂工作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62 率性林語堂 潘劍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79 媚禍 碎花暖暖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86 教師的信仰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393 綻放青春的鮮花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09 提醒自己那些事兒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16 教練式管理: 用NLP技術喚醒員工潛能 范博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23 綻放心靈的夏花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30 梅蘭竹菊美寓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47 夢幻音樂指揮家莫扎特 梅昌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54 夢幻天然美景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61 通山旅遊故事 宋朝陽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78 普天歡慶春節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85 陵墓絕世遺存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492 被世界借走 牧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08 偉大的技術發明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15 湖山泊水魅力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22 富國開源稅賦 牛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39 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們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46 喜劇之王卓別林 魏光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53 植物故事與趣味 王海林, 萬海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60 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77 短篇小說巨匠契訶夫 郭艷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84 發啦學生老師和家長 李姍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591 無法講述的故事 張記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07 發明大王愛迪生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14 發現身邊的科學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38 無處告別 黃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45 長路上留下的夢 卡夫卡等著; 方仕華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52 重的和 輕的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69 著名謀略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76 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植物.生物 竭寶峰, 姜忠喆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83 釋放活力的心靈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690 超級班級管理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06 著名政治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13 童話大王安徒生 馬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20 數字中的科學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37 數學故事與趣味 馮志遠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44 感動著我的感動 鹿軍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51 跑走跨類田徑競賽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68 著名思想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75 雲南貴州戲曲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82 微笑永遠綻放 王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799 著名軍事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05 著名文學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12 開啟寶藏密碼 李奎,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29 勤勞百姓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36 開心過好每一天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43 著名發明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50 魯迅散文精品 魯迅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67 著名財富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74 著名藝術家成才故事 竭寶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81 開出 美青春花 郭清玲 ,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898 想想深刻有多深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04 開在瓶子裡的溫暖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11 歲月留痕: 永照心靈的光芒 李南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28 感受春天般的溫暖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35 激情大師米開朗基羅 華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42 精明官商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59 蕭紅小說精品 蕭紅著;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66 零售巨頭沃爾頓 楊玲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73 跳躍的心靈體操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80 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 周麗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7997 趣味球類競賽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00 塵香 蔣紅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17 蕭紅散文精品 蕭紅著; 周麗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24 精忠名將岳飛 馬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31 經營之聖盛田昭夫 熊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48 跨過心靈的河流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55 摘取屬於你的桂冠 張恩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62 跳躍投擲類田徑競賽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79 舞蹈項目活動組織策劃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086 撥開青春的迷霧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09 趣味運動競賽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16 磨礪青春的光輝 郭清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23 辦公室風聲 Avril(宋麗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47 醒悟覺察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54 廣西獨特戲苑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61 靜態寫作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78 聰明工匠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85 蔣光慈小說精品 蔣光慈著;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192 廣東戲台倩影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08 蒸汽機之父瓦特 胡元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15 魔術畫家畢卡索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22 鳳凰圖 何文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39 朦朧青春沒有霧 郭清玲,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46 器樂項目活動組織策劃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53 聰明智慧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60 穆時英小說精品 穆時英著; 郭艷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77 幻石神遊記. 5: 超炫封神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84 走過那一季的春暖花開 一路開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291 縱覽地理奇觀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07 男生一號肖小笑 潘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14 走筆江心嶼 陳智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21 那一年,我們打殘了日本: 白江口海戰全紀錄 洞無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38 紙上的漂泊 范玲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45 走向夢中的遠方 王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52 芋香 隋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76 荳蔻的花語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69 納粹瘋狂劊子手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83 秀美山川話長壽 但遠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390 紙上的星星 饒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06 成長初到人間 賀劍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13 災難中我們的背影 康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20 走進美利堅: 旅美十年見聞札記 羅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37 走出教學的誤區 張曉峰, 李英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44 走在陽光下 龍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51 走進恐龍世紀 李奎,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68 良辰 段年落, 維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75 走向海洋深處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82 陽光下 快的成長 梅里美等著; 方仕華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499 單行道 海煙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05 臥底藏驕 廣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12 陰謀與陽謀 劉彦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29 放生 琚絲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36 法西斯三大元兇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43 那年那夜 厲劍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50 那些年,我們不懂愛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67 陽光於斯: 費學文作品集 費學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74 學校管理問題應對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81 物理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598 河津市優秀文學作品選. 詩歌卷 <>編選組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04 學霸記憶學習法 李澤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11 極道花美男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28 學霸考前學習法 李澤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35 明亮的心境 沈岳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42 知名校長的治校之道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59 那些年,在美國 毛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66 備課,磨刀不誤砍柴工 毛啟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73 和你一起住下去 青衫落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80 學校管理典型案例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697 姓氏名號内涵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03 玩到5歲,學啥都不晚 東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10 佳人難得玉精神 孟中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27 麗江女兒 和松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34 學點曾國藩,勝過埋頭苦幹: 笑傲官場職場生意場趙伯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41 擔當 樺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58 科學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65 青春的回味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72 那一抹春風的溫柔 厲劍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89 那時青春,不懂愛 一路開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796 學霸興趣學習法 李澤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02 奔跑與回望 呂頌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19 學霸習慣學習法 李澤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26 夜夜聲聲挽淮洲 王雄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33 拂塵記 劉奇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40 那裡有一個她 柯伊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57 那年那月鄉村紀事 陶凱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64 麥語 于文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71 學習不是苦差事 高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88 單 不轉彎 蘇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895 偵破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01 學習型學校的管理策略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18 青春的美麗展現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25 學習力是練出來的 潘玉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32 夜空中 亮的星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49 侗族大歌 楊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56 變成昆蟲的日子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63 拉祜山諜影 趙小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70 奇蹟之旅. 第2卷: 羅德斯島的地下迷宮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87 秋浦之歌 沈秋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8994 科技小百科 馮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07 胡雪巖你學得會 趙伯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14 科學趣味閱讀 王海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21 圓夢的路很長 利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38 科技難題百科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45 帝國的啓蒙: 明朝的歷史裂變 阮景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52 哦,這該死的緣 花清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69 陜西名劇薈萃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76 美人在側花滿堂. 上 花清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83 背後 左言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090 苦難的「維納斯」: 柳念國中篇懸念愛情小說選柳念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06 寬容.退一步海闊天空 張海君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13 給心靈洗個澡全集 韋秀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20 彦辰說封神之神仙道 彦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37 食香滿樓 十七日貓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44 傾聽野人訴說 李奎, 方士華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51 奇蹟之旅. 第4卷: 復活節島的巨石陣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68 背金子的鷹 厲劍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75 聞香識女人 宋麗晅Avril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82 茉莉第三街 米星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199 桐鄉古今竹枝詞選 徐樹民, 朱紹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05 鍾愛之殤 柯伊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12 柳兒灑灑 仉玉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29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愛情 熊顯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36 語文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43 校花詭異事件 藍澤, 梁瀟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50 秋水集 王秀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67 政治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74 美德.一束鮮花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81 給我一個連 周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298 閣樓上的樵歌 蘇啟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04 蟻族進階寶典 寧曉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11 幽靈古堡的故事 周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28 幽居唯馨: 詩歌 散文 隨筆 劉北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35 傾聽動物秘密 李奎, 方士華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42 陌上花開 豐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59 校長的智慧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66 校園安全與危機處理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73 捐款 余顯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80 相思焚城 雲葭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397 流年況味 沈學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03 穿過青春所有迷路的日子 目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10 英靈 唐敦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27 語文趣味閱讀 王海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34 桃花詩100首 張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41 相看兩相知 蘭思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58 亭樓風雅古韻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65 絕對角力 劉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72 若愛來的剛剛好 沐依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89 挫折.走出困境的智慧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496 娛樂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02 海南軍歌 孫如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19 愛如死之堅強 洛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26 浮生履影 張若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33 愛蘭集 王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40 振世之學 姚青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57 愛心.讓王子快樂的秘密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64 家有「中等生」 東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71 海滋味 江兆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88 桂宮 池靈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595 海洋奧秘與探奇 學習委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01 愛是至奢華的一件事 藍紫青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18 愛國的一顆紅心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25 站在幸福的起點 孫國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32 誰在擺渡那份刻骨銘心的愛 成小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49 煙碎 安小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56 挽著春風行走 陳俊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63 校長的高績效領導 楊明,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70 愛在紙上, 靜水流深 納蘭澤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87 煙火不暖,糖衣不甜 藍碎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694 班級管理與活動設計 潘玉峰, 趙蘊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00 筧橋韻事 吳關榮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17 蘇滬戲劇魅力 王麗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24 素語 魏安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31 愛拼才會贏 蘇東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48 愛你像一場花瓣雨 蔡小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55 追夢: 父女微篇合集 張記書, 張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62 積極的生命: 積極心理品質與生命教育 張群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79 海洋小百科 馮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86 祝你好孕 狐小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793 誰在那兒歌唱 侯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09 荒城 木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16 愛的力量 趙章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23 愛的城堡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30 誰為我們喝彩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47 讀懂愛 冠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54 浪漫之都錄夢 劍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61 愛情魔法變變變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78 愛那麼真,愛那麼美 崔修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85 課桌上的劃痕 孫瑞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892 耕雲播月 王舒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08 神秘消失的特工船 李緒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15 愛情標本 蘭小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22 笑容背後有彩虹 黃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39 寂寞杏花紅 蘭思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46 茵為愛 蘭思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53 假如我是激流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60 海王星卷: 地心世界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77 懸空開放 一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84 旋龍服虎 汪大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799991 浙江流傳戲曲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10 皋亭山傳說續集 吳關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27 愛情「宅」急送 狐小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34 選擇是如此堅定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41 高士湖高士 許懋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58 唯有時光 王篤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65 梅溪雜組 曾星翔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72 探索外星人之謎 牛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89 夢想伴我飛翔 孫常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296 推著石頭上山 犁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02 追尋飄逝的歲月 牧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19 誰是你的鐵哥們兒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26 骨雕美人 阿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33 夢迴西岸 賀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40 御苑非凡勝景 胡元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57 理科學習有辦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64 退伍了 周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71 誰在暗暗告訴你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88 做領導 好的左右手 高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395 假如讓愛多等一天 孫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01 夢裡夢外 衛德連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18 甜月亮 王建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25 難忘那一幕幕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32 高血壓飲食密碼 劉慶春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49 唯獨你是不可取代 七日霜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56 晚風吹動一彎月 陳建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63 淘寶江湖 藍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70 深瞳 陳楸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87 誰將流年拋卻 宋麗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494 追求的過程 美 張建成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00 誰還那樣數星星 柳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17 假面. 上 孩子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24 假面. 下 孩子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31 獵狐計劃 林和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48 清末小說的生產與傳播 李彦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55 誰是美麗天使 張恩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62 迷失的愛麗絲 米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79 誰是你的影子 石凱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86 情感困惑: 談 愛的哲學 肖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593 寄居在貝殼裡的海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09 深淵深處 陳山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16 清泉集 郭彦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23 做 好的自己 張新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30 商不厭詐 劉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47 幻石神遊記. 1: 夢幻西遊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54 情竇開 顧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61 淘氣達令躲貓貓 童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78 夢裡飛花 葉香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85 夢想的力量 蘇東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692 虛幻的科技傳奇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08 善良.為更加不幸的人捐款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15 感恩.三文魚的生命旅程 張海君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22 被遺忘的時光 青衫落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39 透視人體記錄 李奎,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46 被吻醒的惡魔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53 腳堯人的小康路 楊正豪, 楊貴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60 職場菜鳥升職記 張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77 雪飄月舞 章旭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84 職場金剛經 張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791 盛開在掌心的繭花兒 菊韵香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07 聆聽天使飛翔的聲音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14 雪融化後是春天 目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21 雪汩鳥 湛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38 蠱王 孔廣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45 綠水傾城 楊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52 雪緣遺夢 南長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69 虛空裡的盛宴 孫欲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76 透過歷史看教育 梁馨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83 藥膳藥茶藥酒. 第四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890 隱身保鏢 祝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06 蛟龍號發現的秘密 馬金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13 越簡單越成功 沈岳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20 聯歡慶祝活動組織策劃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37 植物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44 藥膳藥茶藥酒. 第二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51 植物趣味閱讀 王海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68 景物寫作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75 童心裡飛出的歌 鄧德忠編著; 楊藝萌插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82 勤學是理想翅膀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0999 騎在紙背上的心靈 黃興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02 野菊花: 一個為尊嚴拚搏的女人 唐美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19 鹿城說吧 包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26 智力超級班 高升, 楊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33 陶醉的心靈港灣: 親情美文 左拉等著; 方仕華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40 揭去自然面紗 李奎,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57 琪花夢求 楊鎮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64 陶峰菁莪 陳良明總編; 邵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71 新班主任帶班技巧 吳志樵, 劉延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88 藥膳藥茶藥酒: 外科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095 贖.孽 國建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01 藥膳藥茶藥酒: 常見疾病藥茶. 第二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18 菊花禪 許冬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25 藥膳藥茶藥酒: 養生保健藥茶. 第一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32 藥膳藥茶藥酒: 冠心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49 藥膳藥茶藥酒: 嬰幼兒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56 暗花 安小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63 暗火搖曳 熊顯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70 通向太空大道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87 後一個鏡頭 陳笑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194 野人謎團 大華文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00 瑞中史話 陳良明總編; 林云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17 領導藝術的修煉 趙建華, 劉建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24 剩女筆記: 不愛情聖愛情剩 夕陽斷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31 藥膳藥茶藥酒. 第一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48 藥膳藥茶藥酒. 第三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55 藥膳藥茶藥酒: 孕產婦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62 藥膳藥茶藥酒: 肥胖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79 嫁在天國的女人 志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86 盟軍無敵大將軍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293 提高記憶有辦法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09 美麗的記憶之路: 遊記美文 泰戈爾等著; 方仕華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16 游進秋天的魚 饒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23 湖北戲苑傳統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30 藥膳藥茶藥酒: 中老年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47 雄兵漫道 周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54 微藍的四月 張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61 篩影 林啓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78 暖暖的幸福 黃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85 藥膳藥茶藥酒: 內科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392 棋牌項目活動組織策劃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08 藥膳藥茶藥酒: 胃腸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15 藥膳藥茶藥酒: 常見疾病藥茶. 第一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22 豬八戒重返高老莊 李開正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39 藥膳藥茶藥酒: 高血壓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46 藥膳藥茶藥酒: 常見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53 越界的麻雀 饒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60 雁過留聲 姚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77 簽約你的世界: 愛情魔坊 枕石漱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84 感恩的心 美麗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491 景物描寫閱讀指導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07 植物小百科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14 童年的回憶 讀者俱樂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21 琴鳥 童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38 溫暖人心的燈光 李洪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4124 藥膳藥茶藥酒: 慢性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45 藥膳藥茶藥酒: 養生保健藥茶. 第二卷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52 藥膳藥茶藥酒: 高血脂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69 雅士匯聚名樓 李姍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76 冥王星卷: 黑洞危機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83 感受那怪異之美 劉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590 陪你到時光盡頭 沈南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06 領略萬物精華 李奎,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13 曾國藩的捨得課 趙伯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20 稍息立正 侯波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37 湖南梨園大戲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44 藥膳藥茶藥酒: 糖尿病藥膳 周麗霞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51 楚地放歌 張元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68 超人之夢:超人卷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75 超時空祭奠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82 撞鐘記 王安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699 遇見另外一個 LOLO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05 跨越星球之路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12 豪客丁玲 潘劍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29 遙遠的合卜吐: 王德全散文選 王德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36 跟上飛碟去向 劉干才, 李正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43 遇見幸福, 遇見愛 蘭心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50 精美刺繡工藝 梁新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67 影的告別 馮志遠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74 跨越 吳松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81 蓮花的盛宴 吳佳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798 道教人間仙境 馮歡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04 墨緣.心語: 毛明祥藝術空間 毛明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11 觸摸生物肌體 李奎, 方士華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35 蜜月紅豆 言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28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4: 藍寶石案 柯南.道爾著; 姜忠喆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42 端午龍舟大賽 梁新宇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59 像時光一樣柔軟 康偉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66 寡婦 彭生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73 隨風起舞 仲躋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80 董懷生三余散文集 董懷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897 遇見你,在我 美的年華 戴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03 漫步青雲 宋耀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10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3: 冒險歷史 柯南.道爾著; 姜忠喆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27 蒲立榮作品集 蒲立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34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7: 魔犬之謎 柯南.道爾著; 姜忠喆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41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8: 恐怖山谷 柯南.道爾著; 姜忠喆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58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0: 新的探案 柯南.道爾著; 姜忠喆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65 雷霆萬鈞大空戰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72 漂泊青春 田太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89 遇見另外一個(穿越版) LOLO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1996 路 吳波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09 錦繡山水之美 馮歡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16 隨身而沒 藍紫青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23 幻石神遊記. 2: 豪情水滸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30 福建美妙戲曲 王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47 跟你變變變變變 錢佳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54 觸動心靈的歌 伊家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61 道行師: 雪狐之印 章沛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78 遇見你是加了糖的思念 沐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85 管好班幹部 <>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092 德日意爭霸世界 劉干才,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08 毅力.一千零九次拒绝 張海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15 群英薈萃: 創新領軍人才訪談錄 曾明彬著 第一版 0 1

9789575922122 戴口罩的魚 厲劍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39 魏清散文選 魏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46 藍藍的水藍藍的夢 張偉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53 飄逝的歌謠 吳佳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60 蔚藍世界 李慕南, 姜忠喆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77 潘多拉的眼淚. 3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84 暮光愛麗絲 顧莞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191 遙遠的濕地 姚岸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07 醉美深圳: 李先強攝影作品集 李先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14 廪君遺骨 快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21 靠自己的力量飛翔 沈岳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38 慕容思炫偵探推理訓練營 軒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45 凝聚當代中國價值公約數: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北京教育學院朝陽分院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52 飄動的雲 張永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69 演講與口才的邏輯 曉印, 肖瓊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76 靜觀樓記 彭羅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83 潘多拉的眼淚. 2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290 蔣九貞中短篇小說精選集 蔣九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06 燕山長歌. 上 古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13 鮮花向誰開放 馮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20 影塵無蹤: 孫欲言詩歌集 孫欲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37 聰明起跑線 高升, 楊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44 蹊蹺的刹車失靈 梁洪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51 麓山惠風 胡玉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68 魅力進化論: 我的形象管理手冊 髙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75 踏歌而行 戴志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82 簍 江燕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399 藏藥戰爭 劉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05 警服上別朵詩歌的花 景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12 藍天下 動聽地喊: 抒情美文 紀伯倫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29 一個穴位調養全家 李志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36 一衣多穿百變寶典 me爱美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43 中國麵塑藝術 孔令海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50 專家指導孕期飲食與保健 郁琦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74 一學就會耳穴按摩治百病 <>編委會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81 中醫拔罐養生治病一本通 田貴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498 專家指導0~3歲寶寶飲食與保健 丁國芳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04 中醫刮痧養生治病一本通 田貴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11 一日完成的編織小物 宋英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28 一起來吃輕食晚餐: 少油煙零負擔的低卡快手菜小小H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35 一碗好湯,「煲」養全家 煲湯女王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59 包裝工藝 吳艷芬, 葉海精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66 燃燒吧舞皇子. 2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73 燃燒吧舞皇子. 1 胡偉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580 中藥學概論 凌沛學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634 天高地遠 孫惠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641 午夜夕陽 繆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658 内在革命: 一本關於成長的書 芭芭拉.安吉麗思著; 龍彥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665 深入淺出職場心理學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672 天中故事 孟憲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689 美國的故事. 4: 制憲之路 畢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696 一本書看懂日本人 子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02 人類的故事 房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19 六月半 付秀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26 天藏 關中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33 美國的故事. 2: 革命之火 畢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40 美國的故事. 7: 共和之國 畢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57 80後創業金律 王貴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64 女神永遠不會老 克里斯蒂安.諾斯魯普著; 董樂樂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71 隨園食單 (清)袁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88 十八歲的哥哥 陳忠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795 曾經唐門 郭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01 韓國為什麼與眾不同 詹小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18 中國歷代謀士傳 晁中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25 0~12歲,給孩子一個好性格 葛安妮, 葛碧建著; 萬兆元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32 一路陽光一路歌 王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49 人間滋味 汪曾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56 一本小小的紅色寫作書 布蘭登.羅伊爾著; 周麗萍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63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斯蒂芬.茨威格著; 高中甫, 韓耀成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70 今晨心語 李巨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87 不繫領帶的領導科學 王旭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894 孔子傳 李木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00 美國的故事. 5: 美國之父 畢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17 美國的故事. 6: 三權之爭 畢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24 子在川上 阿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31 山裏山外 唐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48 手印 迪帕克.杜德曼德著; 汪永紅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55 美國的故事. 1: 殖民之地 畢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62 美國的故事. 3: 獨立之戰 畢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79 一本小小的藍色邏輯書 布蘭登.羅伊爾著; 馮亞彬, 劉祥亞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86 一流的教養 杰瑞米.克拉克, 喬若莎.克拉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2993 天路歷程 約翰.班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06 孔子柏拉圖教育思想合璧 于永昌, 楊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13 卡拉瑪佐夫兄弟 杜思妥耶夫斯基著; 康思坦斯.加納特英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20 0～5歲,怎樣讓孩子更聰明 吉爾.斯塔姆著; 劉海靜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37 一棵樹給人的榮耀 秦直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44 一點都不靠譜: 不可不讀的歷史細節 曲愛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51 四人行 滕肖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68 月兒彎彎 冬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75 心上地 申萬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82 心愛的樹 蔣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099 日本為什麼與眾不同 廉德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105 北宋大儒張載 趙軍良, 嚴惠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112 以愛的名義 陳緒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129 四妹子 陳忠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167 回歸生命的本源 馬克.尼波著; 胡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174 你是那人間的四月天 林徽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181 你就適可而止吧 孫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198 決戰華東 劉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04 到香港去 周潔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11 空山.草馬 葛水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28 靑木川 葉廣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35 南瓜村的龍 冰波著; 沈苑苑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42 守望家園. 2: 楊柳岸評論集 楊柳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59 任鴻雋談教育 任鴻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66 有神仙陪伴的日子 姜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73 生命中 簡單又 困難的事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著; 高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80 如何進行邏輯思維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郭世雄, 馬娟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297 民國 美的情詩 徐志摩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03 給我一杯幸福感: 淡定的人生 幸福 水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10 你是我的一米陽光 莫端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27 我在此生此世界 陳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34 抗病人生 雯馨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41 村路 路西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58 求學季 王方晨, 李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65 思想的天空 李勇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72 紅字 霍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89 胡適談教育 胡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396 重瓣女人花 曾曉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02 吉姆 R·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19 卓有成效的經營之道: 一個日企高層的20年管理何正坤, 何思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26 我是週一兔 謝華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33 把燈光調亮 張抗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40 白雲山紀事 于志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57 如何在愛中修行 芭芭拉·安吉麗思著; 任永欣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64 老孟那些酒事兒 賀紹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71 別忘你也曾野心勃勃 詹姆斯.阿圖徹著; 韓喆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88 每天學點寬心的活法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495 受戒 汪曾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01 幸福的檸檬 張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18 為何總是如此瘋狂: 股市泡沫的形成、崩潰與應韓和元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25 冰封人與消失的怪塔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32 同官縣 付建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49 西堡子 范亞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56 你是我的良辰美景 劉蒙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63 求醫季 張敏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70 那些年的愛情 羅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87 長夜所思 余阿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594 青春,那一抹茶色 楊海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00 雪球幫: 為什麼世界是今天這樣的？ 米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17 百年爐火 雒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24 多舛人生 李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31 如何進行創意思維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郭世雄, 周麗萍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48 老姑母的船形別墅 小蘭安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55 自信的孩子贏在起跑點 羅月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62 刺青 葉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79 幸福終身從善待開始 王曉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86 我是歐文太太 陳謙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693 我們一起長大 群山(土家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09 如何進行快速思考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郭世雄, 周麗萍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16 如何進行視覺思考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郭世雄, 周麗萍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23 用安靜改變世界 拉塞爾.西蒙斯(Russel Simmons)著; 楊蓓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30 張愛玲傳: 執手已悲涼 王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47 爸爸爸爸,等等我: 寫給全天下父親的十堂心靈成裏克.約翰遜著; 徐正陽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54 所謂會說話,就是會換位思考 卡洛琳.塔格特著; 張馨月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61 娃哈哈攻略: 宗慶後和他的財富帝國 鴻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78 家設計: 幸福家居速讀記 業之峰裝飾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85 孤獨的時候,不如喫茶去 珍娜.繆賽卡著; 王國平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792 李嘉誠人生哲學課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08 岑參 夏冠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15 伶俐者這樣做事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22 多米尼克的記憶魔法書 多明尼克.奧布萊恩著; 劉祥亞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39 全神貫注的方法 托馬斯.M.斯特納著; 周麗萍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46 民國 美的情書 徐志摩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53 從長安到拉薩: 唐蕃古道全程探行紀實 王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60 常識 托馬斯.潘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77 給孩子 好的成長力 埃裏卡.克裏斯塔基斯著; 王麗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84 留守: 守望的天空 李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891 紙上喂馬 心上喂鹿 李初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07 荒村 鄭安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14 梅貽琦談教育 梅貽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21 梧桐 金仁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38 茶都風雲 王澍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45 給你30000天,你該怎麼活?　 王貴水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52 風雨飛雪 劉承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69 迷失之鳥 李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76 舒新城談教育 舒新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83 修煉成功 鑄造卓越 劉泰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3990 夏丏尊談教育 夏丏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03 陶行知談教育 陶行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10 場景 郭忠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27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34 班超傳 郎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41 就業季 張小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58 記得要忘記 水色翡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65 帶來子 田木, 石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72 梅酒香螺嘬嘬菜 談正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89 第一商幫 兀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096 倉頡 周瑄璞, 張小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02 秦巴魂 楊志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19 用破一生心 王充閭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26 紅腰帶 汪潤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33 班杰明.富蘭克林自傳 班杰明.富蘭克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40 斐多 柏拉圖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57 愛倫.坡小說全集. 第一卷 愛倫.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64 羅馬帝國衰亡史. 第一卷 愛德華.吉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71 圖騰與禁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88 終成眷屬 威廉.莎士比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195 戰爭論. 上 克勞塞維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01 萌生 李毅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18 愛讀書的孩子不會變壞 宋怡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25 路 恒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32 道家的生存之道 王貴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49 瞬間打動人心的88個說話技巧 王貴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56 邂逅 汪曾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63 關鍵洞察力: 成功溝通的要訣 羅伯特.利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70 驚鴻姣影 季伯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87 時間機器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294 如何進行客觀思維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00 漢字小學堂: 畫說地球與萬物的故事 高詩佳, 陳世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17 學聖人悟做人 歐陽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24 蒙臺梭利育兒課 瑪雅.皮塔麥, 蘇珊娜.馬裏奧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31 鳳凰鳥 王淑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48 衝破邊際: 13年2個月23天11個小時的環球旅行記杰森.路易斯著; 李俊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55 儒家的處世之道 王貴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62 如何培養數學思維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馬娟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79 如何培養推理腦: 聰明人都在玩的推理遊戲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李俊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86 慈源河. 上 燕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393 慈源河. 中 燕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09 慈源河. 下 燕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16 溫暖的月光 任耀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23 撒野: 全球第一本野跑指南 麗薩.姜著; 張偉, 劉祥亞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30 養一張試卷當寵物 渭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47 澀澀的青春 江沛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54 讓教育回歸美好生活 張貴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61 如何培養橫向思維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78 窮小子的翻身日記 王貴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85 蔡元培談教育 蔡元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492 隱性邏輯: 教你快速切換思考方式 卡爾.諾頓著; 張帆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08 蒙臺梭利親子課 瑪雅.皮塔麥著; 韓燁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15 蝴蝶飛過的村莊 方麗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22 感謝折磨你的人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39 意想不到 袁世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46 因為愛,所以節制 布倫達.加里森, 凱蒂.加里森著 ; 干應機, 賈宇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53 再不練愛,就老了 小刀老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60 遇見孩子,遇見更好的自己. 挑戰篇 賽西.高夫, 梅麗莎.切瓦特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77 學習做一個會老的人 拉姆.達斯著; 王國平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84 聰明的孩子是如何學習的 赫琳.康納著; 朱可靜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591 鐵血太平洋 徐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07 歲月如歌 楊俊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14 暮色蒼茫 北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21 禮拜六的快行列車 邵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38 潮汐相聲作品集 張拓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45 叢林有公主 屈遠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52 黃金臺 葉廣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69 慢思考: 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 特奧.康普諾利著; 陽曦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76 戰爭與大國崛起 邵永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83 精明者這樣管人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690 獨屋裡的燈 馬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706 鹽道 李春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713 如何進行目標思考 查爾斯.菲利普斯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9165 血色嘉年華 約納生.霍特(Jonathan Holt)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172 關於死亡,我現在所想的是...... 椎名誠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189 棋士與AI: Alpha Go開啓的未來 王銘琬著; 林依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196 共感人完全自救手冊: 避免感官超載,學會自我修茱迪斯.歐洛芙(Judith Orloff)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202 從易經看孫子兵法: 劉君祖以<>演兵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219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139226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139233 閉上眼睛一下下 幾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9240 閉上眼睛一下下 幾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9257 希望你用不到,但一定要知道的: 長照 黃勝堅, 翁瑞萱口述; 二泉印月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257 希望你用不到,但一定要知道的: 長照 黃勝堅, 翁瑞萱口述; 二泉印月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264 血色嘉年華. 2: 綁匪密令 強納生.霍特(Jonathan Holt)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271 不對稱陷阱: 當別人的風險變成你的風險.如何解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 ( Nassim NicholasTal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288 先跳了再說: 我的履歷書 倉本聰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295 血色嘉年華. 3: 追獵叛徒 強納生.霍特(Jonathan Holt)作;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301 血色嘉年華三部曲套書 強納生.霍特(Jonathan Holt)作;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9318 誰說一百分的妳，才是 好的自己 Melody(殷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325 註東坡先生詩精選集 蘇軾等作; 李濰美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332 在天堂遇見的下一個人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著; 吳品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349 未來的電影 法蘭西斯.福特.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356 百臉先生 季斯蓮.賀貝拉(ghislaine herbéra)繪著; 陳太乙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363 巨人的時間 馬努葉爾.馬爾索(Manuel Marsol), 卡門.奇卡(C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370 一起演奏吧 安娜.切爾雯絲卡-李德爾(Anna Czerwińska-Ry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387 餐桌上的電影物語: 美食、人性、慾望的浮世對蕭菊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394 尿路快意通 吳勝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400 慈悲的語言: 走進護理師的日常風景,寫一首生命克里斯蒂.華特森(Christie Watson)著; 謝佩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417 夜巡貓 深谷薰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139424 80/20法則: 商場獲利與生活如意的成功法則 理查.柯克(Richard Koch)著; 謝綺蓉, 趙盛慈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139431 從彼山到此山 丁松青(Barry Martinson)著; 林紋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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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上,人人都是玻璃 李淑媛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495 日語宅即通. 1, 基礎入門 山田伸子編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501 日語宅即通. 2, 日常會話 山田伸子編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518 日語宅即通. 3, 生活情境 山田伸子編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631 台湾から見た日本事情: 言語.文化編 北川修一等著 第1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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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11679 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にした韻律レベル 郭獻尹著 第1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9

子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1487

送存冊數共計：1487

大塊文化



9789863211693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改訂版, 聴解タスク 牧野昭子, 田中よね, 北川逸子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1709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I改訂版, 聴解タスク 牧野昭子, 田中よね, 北川逸子著 第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866 提神醒腦的篇章 陳榮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9077897 清靜經圖註 太上老君著; 混然子附圖; 水精子註解; 陳榮三新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40146 地球之書 強納森.立頓(Jonathan Litton)著; 林大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443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NEW全彩圖解觀念市村均, 學研PLUS著;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8640450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NEW全彩圖解觀念市村均, 學研PLUS著;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8640467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NEW全彩圖解觀念市村均, 學研PLUS著;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8640474 中小學生必讀科學常備用書: NEW全彩圖解觀念市村均, 學研PLUS著;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8640511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別冊: 世界遺產學習事日本NPO法人世界遺產Academy監修; 郭子菱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528 忘東忘西大王 武田美穗文.圖; 林劭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535 安安的奇幻動物園 安石榴文; 孫心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542 喵嗚-漫畫論語教室 上重☆小百合著.漫畫; 小島毅監修; 李彥樺翻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559 曹俊彥的楊喚童話詩畫: 楊喚逝世六十週年紀念楊喚文; 曹俊彥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566 經典圖像小說: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原作; Aya Shirosaki漫畫; 陳姿瑄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573 骨之旅: 從海洋到陸地,看見人類與萬物的演化關松田素子文; 川上和生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597 12堂動手就會畫的創意美術課: 超爆笑的校園漫黃志民, 石麗蓉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40603 經典圖像小說: 小婦人 露意莎.梅.奧爾柯特原作; nev漫畫; 黃正勇翻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610 迷路的小犀牛 中村仁文; 秦好史郎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634 鈴乃的腦袋瓜: 媽媽代替自閉症的鈴乃寫給大家宇野洋太監修; 竹山美奈子文; 三木葉苗圖; 林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641 吉歐吉歐的皇冠 岸田衿子作; 中谷千代子繪; 艾宇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658 甲骨文好好玩: 十二生肖的故事 歐陽可亮甲骨文書法; 歐陽效平故事; 三上真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672 食物工廠大探險: 走吧!來趟食物的變身之旅 藤原徹司著; 卓文怡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4972 帝國末日 T. W. 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95 帝國末日: 獵鷹行動 T.W. 虎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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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8361 故宮院長說故宮 李文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378 故宮院長說皇宮 李文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392 鴉片戰爭. 肆之壹: 山雨欲來風滿樓 王曉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6108 鴉片戰爭. 肆之貳: 威撫痛剿費思量 王曉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6122 冰與火的國度: ICELAND Wallace Woo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6139 鴉片戰爭. 肆之參: 海疆煙雲蔽日月 王曉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6146 鴉片戰爭. 肆之肆: 大纛臨風帶血收 王曉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871 上海大少爺 黃熙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888 讓我們一起唉喲愛喲: 現代愛經指南 Minzoking作; 劉又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895 岸邊露伴在羅浮 荒木飛呂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三達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662 身教的力量: 為何改變55件你不在意的事,竟能讓曾田照子著; 侯詠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679 阿德勒教你賦予勇氣的67招共鳴說話法: 1句回應岩井俊憲作;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686 父母必學 55句 正向溫暖的親子對話：別因為「曾田照子著; 林佑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666 阿德勒教你正向能量說話術: 連「拒絕」、「說戶田久實作; 岩井俊憲監修; 侯詠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673 宜得利淬鍊50年的原則: 只要懷抱「浪漫」,就算似鳥昭雄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659697 為什麼提案高手都用三角型筆記?: 從蒐集靈感 高橋晋平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687300 幸好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你沒有妥協 黑白格的時間著 平裝 1

9789869687317 如何打造「長銷」的思考框架 苅野進著; 童唯綺,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687324 空軍一哥教你K線放空法:10分鐘找出個股的下跌陳韋翰著 平裝 1

9789869687331 神探福爾摩斯教你讀心術: 50招完全解讀肢體語崔智媛, 朴秀彬作 平裝 1

9789869687355 98%顧客都買單の成交心理學: 為何她用「一句和田裕美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687386 基本面一哥教你財報分析課 國貞克則著; 李友君譯 平裝 1

9789869687393 如何在LINE、FB寫出爆款文案: 奧美金牌廣告人關健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6494 小小人兒來幫忙: 搜救大隊出動了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24 小小人兒來幫忙: 耶誕節來了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678 交給我吧! 三浦太郎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685 嘿咻,用點力! 三浦太郎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569 必須說出的祕密!兒童自我保護繪本 潔妮.桑德絲(Jayneen Sanders)文; 克蕾格.史密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651 不要就是不要! 潔妮.桑德斯(Jayneen Sanders)文; 潔麗.查瑪金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252 高的塔. 小的星球: 穿越時空 世界紀錄比一 凱特.貝克文; 王心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306 顛倒看世界 我是什麼? MARUTAN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344 車子工作中 上得去嗎? 三浦太郎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2

9789862118351 100層的巴士 麥克.史密斯文.圖; 侯秋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368 山城之夏 周姚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18375 麵包超人在我家 鄭宗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399 我贊成!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405 鼠小弟刷刷牙 中江嘉男企畫; 上野紀子圖; 周姚萍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412 獨臂投手 李光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436 超級理髮師 乾榮里子文; 西村敏雄圖; 蘇懿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467 甜甜圈廚師 包伯.史塔克(Bob Staake)文.圖; 鄭如瑤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474 電車來囉! 三浦太郎文.圖; 鄭明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481 我的身體,我作主!: 兒童身體安全教育指南 詹妮.桑德斯文; 楊佳諭, 陳若谷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18498 我會勇敢說｢不｣！: 孩子的第一套安全教育寶典詹妮.桑德斯文; 楊佳諭, 陳若谷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18504 寶寶的第一套乘物繪本 三浦太郎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18511 怎麼會這樣??!: 艾維斯的故事 彼德.許守(Peter Schössow)文.圖; 林美琪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535 蛋寶寶 神沢利子文; 柳生弦一郎圖; 林玟伶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542 隨身聽小孩 林滿秋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18559 消失的動物園 富田朋子文; 宮川亞樹圖; 張東君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566 了不起!了不起! 增田裕子文; 竹內通雅圖; 周姚萍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573 創意帽子屋 增田裕子文; 市居美佳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580 小小人兒來幫忙: 快樂星期天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2118597 廁所幫少年偵探. 2, 珍珠奶茶事件 林佑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603 廁所幫少年偵探. 5, 邪惡甲蟲王破壞事件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610 廁所幫少年偵探. 1, 7-11偷竊風波 林佑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627 曠野迷蹤 大衛.艾蒙(David Almond)著; 林靜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634 小小人兒來幫忙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2

9789862118641 媽媽,生日快樂! 神沢利子文; 井上洋介圖; 張桂娥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658 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665 這是水平線 谷川俊太郎文; tupera tupera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672 再來一次,我贊成!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小魯文化



9789862118696 少年龍船隊 李潼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18702 小小人兒來幫忙繪本集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 陳毓書, 周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8719 植物寓言故事 吳聲淼著; 繆慧雯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757 我們的地球: 七巧板玩創意 林士真作; 陳美燕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764 宮西達也繪本集: 我贊成!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8771 遠山.牛鈴叮咚咚 遠山.馬鈴叮噹噹 李如青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795 好東西 黃郁欽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1628 毛毛蟲列車 西原實文.圖;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325 野地上的花園 凱薩琳.嘉柏拉(Kathryn Galbraith)文; 溫蒂.哈波初版六刷精裝 1

9789577626431 這不是個好主意! 莫.威樂文.圖;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455 你的家 我的家 陶德.帕爾文圖; 林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479 可以跟你做朋友嗎? 蘇菲.弗爾羅作; 朵樂蒂.德蒙弗里, 索萊達.布拉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486 為什麼要說對不起? 蘇菲.弗爾羅作; 朵樂蒂.德蒙弗里, 索萊達.布拉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316 黃學峰書畫集 黃學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430 人民幣的國際化: 制度演進與展望 蔡穎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500 三樂軒古琴習彈基礎(手稿本) 陳濬寬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7682 Refined fractal in parchment craft By Amanda Ching-Hsiang Yeh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945 水墨漢字繪本. 3: 森林雪野. 會意篇 保冬妮著; 朱瑩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37952 水墨漢字繪本. 4: 松柏晨露. 形聲篇 保冬妮著; 朱瑩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37969 給中小學生的藝術史. 建築篇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李爽, 朱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7976 A child's history of the world V. M. Hilly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983 A child’s history of art V. M. Hillyer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152 哪個國家這麼有趣啊? 瑪蒂娜.巴德史圖柏(Martina Badstuber)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85 不害羞、不害怕,我要說出心裡話 崔琡僖文.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92 努力,可以把不可能變可能 邊志賢文; 李嘉寭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208 陪奶奶慢慢散步 朴寶濫文; 尹貞美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215 牙齒獵人 趙元熙文.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靜子紙蕾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樂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9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衛之星文創



9789579125222 愈想愈困難,愈做愈簡單 鄭真永文.圖;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239 有時爸爸家,有時媽媽家 芭絲卡.芙翁古特(Pascale Francotte)作; 李毓真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246 是兔子嗎? 辛卿㚱文; 朴景延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253 老樹旅館的故事 久保喬文; 駒宮圖; 艾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260 我以後要成為像媽媽那樣的人 露西.弗雷加(Lucy Freegard)文.圖; 翁菀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277 等爸爸回家的紅色聖誕夜 鄭娜恩文.圖;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725 你的心 我來安: 無憂自在的生活之道 蓮生活佛盧勝彥原著; 大燈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770 破邪顯正.寫鬼系列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59787 破邪顯正.寫鬼系列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052630 大陰山: 鬼婆的一場惡夢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52630 大陰山: 鬼婆的一場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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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73402 我與世界格格不入: 成人的亞斯覺醒 陳豐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419 快樂一點點就好 菲恩.卡頓(Fearne Cotton)著; 陳冠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31724 土地利用(含:概要)精修 曾韋豪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731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概要精修(含勞工行政與勞馬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748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精修 陳達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755 會計審計法規概要/大意精修 高林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762 社會福利服務精修 馬有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779 勞資關係概要精修 韓勝編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61669 台灣觀光環島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768 大台南地圖(雙面版) 周宇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61775 大桃園地圖(雙面版) 周宇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61782 大高雄地圖(雙面版) 周宇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61799 大新北地圖(雙面版) 周宇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61805 新版台北市新北市地圖集 周宇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61812 完整版機車考照指南 周宇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0264 法性虛空界藏.甚深斷摩前行課頌及遷識.開啟智查同敦炯林巴取經; 曾慶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0271 吉祥金剛瑜伽母之決境教授易用.空行之心明點聖格雷間參巴桑波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0288 普賢王如來大力願文 大伏藏師持明貴德兼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7643 Some interesting findings about language acquistion by Lo-An Liu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馨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小貓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508 創業經營E次到位商業特刊 吳鋐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375 聽力完全寶典: 力博宏教你預防和治療聽力受損力博宏著; 楊心怡採訪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82 陳俊旭的終極實踐: 高醣、低醣、生酮,怎麼吃才陳俊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99 時間的陷阱 楊定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0500 你不是活該被欺負,只是你人太好: 向職場霸凌S蓋瑞.納米(Gary Namie), 茹絲.納米(Ruth Namie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3347 先問,為什麼 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著; 姜雪影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3354 找到你的為什麼 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 彼得.道克(Peter Do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361 航向藍海: 突破價值成本邊界，開創新市場的策金偉燦(W. Chan Kim), 芮妮.莫伯尼(Renée Mau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378 重建生命的內在模式：看明白過去的傷，生命 傑弗瑞.楊(Jeffret E. Young), 珍妮.克露斯克(Ja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422 Kimiko的女性日常美態 Kimiko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439 人生需要暫停鍵: 從失速的追求中刻意抽離,與真瑞秋.歐蜜拉(Rachael O'Meara)著; 朱靜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484 故事銷售贏家 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著; 林奕伶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491 小行星獵人 凱莉.紐金特(Carrie Nugent)著; 金瑄桓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07 長銷!: 內容、定位、行銷、平台,從個人創作到萊恩.霍利得(Ryan Holiday)著; 劉盈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45 四騎士主宰的未來: 解析地表 強四巨頭Amazo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著; 許恬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52 沒定性是種優勢: 獻給還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的艾蜜莉.霍布尼克(Emilie Wapnick)著; 朱靜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69 獲利優先: 管好現金才是重點!不用懂財報,創業麥可.米卡洛維茲(Mike Michalowicz)著; 李立心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76 救援 大衛.米勒班(David Miliband)著; 李祐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83 越無聊，越開竅：無所事事更能釋放你的創意 瑪諾什.佐摩羅迪(Manoush Zomorodi)著; 劉復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90 橫衝直撞: Uber刷新市值、3年成長20倍，卻成為亞當.藍辛斯基(Adam Iashinsky)著; 謝宜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606 浪漫臺三線 人文風光款款行: 有餘天地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3983613 浪漫台三線 陶藝風光款款行: 土成家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3644 格格不入的人生宣言 莉迪亞.約克娜薇琪(Lidia Yuknavitch)著; 施婉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668 我是馬克: 就算靠腰,人生還是要一直走下去 李含仁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712 完成: 把不了了之的待辦目標變成巳實現的有效喬恩.阿考夫(Jon Acuff)著; 謝儀霏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7358 英文溝通寫作全技藝: 求職、行銷、情書、慰問羅莎莉.瑪吉歐(Rosalie Maggio)著; 鄒詠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402 擺脫親子情緒勒索,高效能合作教養11堂課: 減少瑪里恩.弗爾蓋奇(Marion S. Forgatch), 傑拉德.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419 美顏、纖瘦魔力飲!來一杯黃金比例蔬果昔: 風味松尾美由紀著; 陳俐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433 超暖心!跟著插畫家吃遍世界美食之旅: 好想再去杉浦沙也加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440 謝謝你來當爸爸的寶貝 佐藤洋文.圖; 思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7457 3天搞懂ETF投資: 跨市跨境高CP值,讓你繞著地 梁亦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471 脆弱亦美好,致青春,給自己: 從沉潛到成長、蛻 亞歷山德羅.達維尼亞(Alessandro D'Aven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488 書呆與阿宅: 理工科技力+人文洞察力,為科技產史考特.哈特利(Scott Hartley)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495 5分鐘商學院. 商業篇: 人人都是自己的CEO 劉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501 害羞的小白兔 田島香織文.繪; 思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7518 開始喝伏特加的第一本指南 多明妮可.傅菲(Dominique Foufelle)著; 邱惠佩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525 NEW TOEIC多益新制650分完全攻略 能率英語教育研究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532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學齡前兒童篇: 理解幼童 簡.尼爾森(Jane Nelsen), 謝瑞爾.艾爾文(Cheryl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549 AI創世紀: 強人工智慧時代即將來臨,人類何去何埃米爾.侯賽因(Amir Husain)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556 日語接續詞大全: 學會連接前後句,增強寫作和閱石黑圭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下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大學EMBA校友會



9789862487563 專一力原則: 「一心一用」戰勝拖延X提高效率戴芙拉.札克(Devora Zack)著; 黃庭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587 全美 強教授的17堂論文寫作必修課: 150句學術杰拉德.葛拉夫(Gerald Graff), 凱西.勃根斯坦(C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594 和風老屋旅行散策: 尋訪日式建築,走入老台灣的江明麗文字; 何忠誠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600 不要叫我甜心小寶貝! 詩米莉媞.普拉莎登霍爾斯(Smriti Prasadam-Ha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7617 日本懸疑物語100談 藤本紀子, EZ Japan編輯部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624 法國主廚40道鑄鐵鍋料理: 一鍋到底,從主食到甜文森.阿米耶(Vincent Amiel)著; 王晶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631 有時出走: 島嶼抒情手記 陳韻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648 語文法關鍵50選一丁點就通: 專為華人打造, 好丁芷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655 五分鐘商學院. 管理篇: 人人都是自己的CEO 劉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679 小兔兒好想要一個聖誕禮物 矢崎節夫文; 黑井健繪; 思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99131 異端的勇氣: 韋政通的一生 韋政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470 閾限之光: 黃位政創作個展 黃位政作 平裝 2

9789869539494 繁花小誌: 曾肅良當代書畫創作展 曾肅良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879 遠離失智，吃出健康腦 謝長勝, 張益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886 田安石的低醣餐桌:餐餐無米、無麥不加糖; 麵包田安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893 2分鐘好鍋出好菜!100道全影音超美味料理 AMYの私人廚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02 吳秉承的美味廚房 吳秉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19 翻轉烘焙教室：2種麵糰&2種麵糊玩出百變甜點莉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26 日本媽咪Rika的百變調理機食譜 Rik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33 學會吃香草料理 百變滋味好: 117種台灣 容易藍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57 五星級常備菜,省時輕鬆、美味豐盛: 跟著金牌名李耀堂, 林晏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64 就是愛吃麵 蔡萬利, 羅世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88 安妮的100道美味料理 安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95 只用烤箱餐餐享用零油煙料理 藍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604 經典台菜95味 黃景龍, 黃洪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611 山形。台灣百岳 李大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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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9859 杏林碎金錄: 30年皮外科秘典真傳 徐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434 超簡單整理收納術，讓家煥然一新！ 于之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441 擴散：失控的DNA 邱挺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458 報告老闆，我要辭職: 上班族超想說「我也是! 大頭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465 不只是風景,跟著大叔玩。京都攝影: 一本兼顧攝徐慎隆, 徐悅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472 真食瞬間 徐博宇, 趙敏夙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日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水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9002 祂的狗 麥克.薩可斯基(Michael P. Sakowski)作; 曾筱筑初版 平裝 2

9789869639019 祂的狗(簡體字版) 麥克.薩可斯基(Michael P. Sakowski)作; 曾筱筑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750 童遊彰化: 玩出大能力 唐祖湘主編 平裝 2

9789868793767 一投去郊遊: 親子第一本自然冒險書 曹憶雯, 戴卓玫文字撰述; 陳佳蕙繪 精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4144 三餘堂散記 商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51 光陰簡史: 我的影像回憶錄現代詩集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68 蔣家媳婦. 上集 蔣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99 文獻足徵: 以<>滿文本為中心的比較研究 莊吉發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05 心靈的明燈 沈遠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12 鄭雅文現代詩之佛法衍譯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29 林錫嘉現代詩賞析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36 現代田園詩人許其正作品研析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43 陳寧貴現代詩研究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50 莫渝現代詩賞析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67 曾美霞現代詩研析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74 劉正偉現代詩賞析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81 陳福成著作述評: 他的寫作與人生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298 舉起文化使命的火把: 彭正雄出版及交流一甲子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04 明清詞學中的體性論: 以詞派的遞嬗為論 黃雅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11 國文教學與數位學習: 以科大通識類課程為例 錢昭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28 光陰考古學: 失落圖像考古現代詩集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35 捨了半生捨不了你 度姆洛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42 戴震道德情理倫理新詮 羅雅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310 佛教徒與基督徒: 並肩同行,走非暴力之路: 佛教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762 十二緣起禪觀體系 惠空法師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578 安慰我的畫: 透過41篇名畫故事,理解牽絆、鬱結禹智賢著; 王品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2634 為什麼你的好意害了貓?: Amzon史上 暢銷貓咪潘.強森班奈特(Pam Johnson-Bennett)著; 方淑惠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2641 當自己的按摩師: 深層肌筋膜自我放鬆術 鄭旭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2658 你做的檢查、治療都是必要的嗎?: 小心!過度的江守山著; 黃麗煌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今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平慈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暨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

公民力社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天立



9789868679962 詩階述唐選講吟誦 雪盧老人原著; 謝何美雪編選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6068 錦囊妙句 釋普獻摘選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676 陳伯伯的童年記趣 陳明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97531 專業藝術概論(影視)總複習奪分寶典 秋承舜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97579 新基本電學奪分寶典. I 王金松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071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西點蛋糕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620 烘焙食品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115 數位電子乙級學術科大全 桃園市念慈文教技藝推廣協會師資群, 張載享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791 中醫舌診臨床圖解 許家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4415 中醫臍療大全 高樹中主編 平裝 1

9789869684422 中醫入門 秦伯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5819 使徒行傳人物素描 余子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85826 使徒行傳中聖靈所帶領的: 教會復興之道 余子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484 「微表情」情緒心理學: 人際關係 強溝通術: 清水建二作; 黃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81 深層核心肌群科學鍛鍊運動: 對症舒緩、關節修尹濟弼作; 陳思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183 願步硯藝: 黃同慶硯雕作品. 二 黃同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496 莫里斯密令之神奇班克羅玩具店 倪雪作; Liea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243 阿嬤,我愛你 黃正勇作; 劉彤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250 X探險特攻隊: 勇闖吳哥窟 陳葆元原作; 氧氣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267 一學就會!超簡單漫畫技法. 美少女變裝篇 夏宜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02274 色鉛筆畫超萌小動物. 2 管育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281 不喜歡下雨天 喵伊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298 天使般的女孩 張雅義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沛美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水西樓文學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少年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光寺



9789578602304 荒島求生大作戰: 我要活下去: 漫畫圖解野外生 湯芝萱, 傲米伽原作; 亦兒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311 現代鐵道大發現: 給小學生的第一本火車科普書賴怡君腳本; 米奇奇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328 戰機風雲 楊國龍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342 我不要刷牙! 張倩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359 遇見圖書館男神 夏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366 一封沒有字的信 鄭宗弦文; 李憶婷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373 媽咪我愛您!寶貝我愛你! 維他命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380 一學就會!超簡單漫畫技法. 萌女孩造型篇 詩詩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02397 海馬小花逛超市 古文文; 張筱琦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03 沙漠魔鬼城歷險 李國靖原著; 熊人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10 神祕溼地大探險: 從蚵田到河豚-漫畫圖解保育海蔡明原原作; 樊千睿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848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初階: 都市更新諮商師認證 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953 破謊力 森透匡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02 犯罪側寫師親授識破人心的終極說服術 鄧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95 進擊的大學: 日本近畿大學親授大逆轉的戰略廣世耕石弘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95 進擊的大學: 日本近畿大學親授大逆轉的戰略廣世耕石弘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364 中國武術論叢. 一集 徐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6371 手熟餘談: 中國武術論叢. 二 徐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6388 千里不留行: 大陸武術探訪紀行 徐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314 歐陽鯤七十回顧 歐陽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068 創造力與發明 蔡寬呈作 平裝 1

9789869615075 設計的直覺 蔡寬呈作 平裝 1

9789869615082 祁連山、絲綢之路到海空發展的21世紀中德、 虞和芳著 平裝 1

9789869615099 美濃現代作家的家鄉書寫研究 傅含章著 平裝 1

9789869671606 輕鬆,財較好 鄭湯尼著 平裝 1

9789869671613 Technology exploration for voice over long-term evoYu-Hui Wang作 平裝 1

9789869671620 行動影音與故事人文模組 陳玉鈴著 平裝 1

9789869671637 行動影音與故事人文模組(簡體字版) 陳玉鈴著 平裝 1

9789869671644 即時新聞與在地社群模組 陳玉鈴著 平裝 1

9789869671651 即時新聞與在地社群模組(簡體字版) 陳玉鈴著 平裝 1

9789869671668 主題關注與行動應用模組 陳玉鈴著 平裝 1

9789869671675 主題關注與行動應用模組(簡體字版) 陳玉鈴著 平裝 1

9789869671682 An integrated study on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fo陳玉鈴著 平裝 1

9789869671699 喪屍.球棒.水手服 王家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703 命理預測的科學驗證 薄喬萍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太和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木林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9789869688710 時空之旅一瞥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727 定居寶島 鄭湯尼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640 莊子文學及思想研究 王景琳, 徐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9285 社會中的法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李君韜譯 二版 平裝 2

9789571184319 昆蟲軍團與植物王國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593 頑皮動物的奇妙世界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415 救命啊!巨無霸龍來了! 強尼.達德爾圖.文; 謝雅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422 海盜與食人怪 強尼.達德爾圖.文; 謝雅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439 海盜就在隔壁 強尼.達德爾圖.文; 謝雅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7532 哈囉!地球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904 天天為自己加油 拉納.迪奧瑞歐(Rana Diorio)文; 伊莉莎.惠勒(E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0709 召喚!成長的魔法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119 哇!科技無所不在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987 我的嘴巴是一座火山! 茱莉亞.庫克文; 嘉莉.哈德曼圖; 呂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3151 苦瓜臉不見了 茱莉亞.庫克(Julia Cook)作; 阿妮塔.杜法拉(An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4165 速讀日本文學史 陳惠文, 戴振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196 一大袋擔心鬼 維吉妮亞.伊倫塞(Virginia Ironside)作; 法蘭克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4486 芝麻開門: 進入視覺藝術的世界 張美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738 生氣的紅魔怪 蜜黑耶.達隆瑟(Mireille d'Allancé)著.繪; 林琬淳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4868 法國寓言故事. 1: 森林裡的嘉年華 雍宜欽編著; 雍惟婷, 黎省思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179 法國寓言故事. 2: 頑皮動物的異想世界 雍宜欽編著; 雍惟婷, 黎省思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186 在遊戲中創造寫作法寶 謝鴻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209 學校特色發展與創新 秦夢群, 莊清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520 聰明看棒球: 一本讓你變成棒球達人的書 Zack Hample著; 陳子軒, 高堂堯, 陳麒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704 實用華語單字書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919 圖解:節慶觀光與民俗: SOP標準流程與案例分析方偉達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5971 口述歷史採訪的理論與實踐: 新舊臺灣人的滄桑林德政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96015 當代法國哲學導論 高宣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6077 固液過濾技術 童國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6145 圖解韓國文化 王永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152 圖解基本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206 臺灣高中音樂課程發展 陳曉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213 沉思錄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著; 周春塘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6237 朱嘉雯青春經典講堂: 西遊記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251 人事行政學: 論現行考銓制度 蔡良文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6305 資本主義與自由 密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著; 謝宗林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6312 色彩新論 魏碩廷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6329 基礎線性代數 黃學亮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6404 茶之書 岡倉天心著; 谷意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6428 整合行銷傳播: 企劃行銷人完全營養補給 葉鳳強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6435 基礎稅務會計 吳嘉勳, 吳習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6442 實用商事法精義 賴源河, 王志誠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6466 有限混合模型(FMM): STaTa分析(以EM algorithm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6480 行銷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6497 實用航空英語 陳淑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510 哲學與教育: 基督教觀點 George R. Knight著; 簡成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527 邏輯斯迴歸及離散選擇模型: 應用STaTa統計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9789571196534 關愛孩子的情緒行為繪本套書: 愛鬧脾氣、愛搶蜜黑耶.達隆瑟等著; 林琬淳, 呂行,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196541 創意思考與文創應用 賀瑞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558 恐龍海盜歷險記 強尼.達德爾(Jonny Duddle)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96596 環境規劃與管理 陳鶴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602 不動產訴訟實戰 江松鶴, 傅寶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619 問卷設計: 如何規劃、建構與編寫有效市場研究伊恩.布萊斯(Ian Brace)著; 王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633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中級篇(越南語版) 楊琇惠作; 陳瑞祥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640 新聞華語 楊琇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664 心理腫瘤照護的實務與解析 鄭逸如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688 電化學工程原理 吳永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01 馬克宏論馬克宏 埃瑪紐耶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著; 邱瑞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32 勞動法案例研究. 一 林更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49 比較政府 張世賢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6787 國際關係理論入門 唐欣偉等著; 包宗和, 張登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817 眼鏡光學 黃泰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855 人的本質與教育 賈馥茗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879 民意調查資料分析的R實戰手冊 劉正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893 越南語教材教法 蔣為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930 有趣的兩棲、水族與植物王國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947 歐洲經濟法 陳麗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6961 公平交易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6985 魚類耳石: 探索神祕的魚類生活史 曾萬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12 超圖解個體經濟學入門 石川秀樹著; 徐先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43 為女權辯護: 關於政治及道德問題的批判 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50 饒平客家調查與語言論輯 徐貴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67 周姚萍講新成語故事. 2, 彩色雨和分數雨 周姚萍著; 王宇世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74 超圖解金融用語 石原敬子著; 張瑜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81 漫畫+圖解財經數學: 學習經濟和商用數學 容石川秀樹著; 徐先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98 法國寓言故事 雍宜欽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97104 趣看,法蘭西 雍宜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111 性侵害犯罪防治學: 理論與臨床實務應用 周煌智, 文榮光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135 警察勤務新論. 下: 實務工作者與法律的對話 陳良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7142 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7159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 Andrew Heywood著; 蘇子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166 烏托邦 托瑪斯.摩爾(Thomas More)著; 劉麟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203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1級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210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227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7234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4級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7241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5級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7258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272 人文社科研究方法 方偉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289 商事法實例解析 林洲富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1197296 攝影師筆記: 攝影創作上的66堂課 Jay Holben著; 廖澺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302 核心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理論、方法、實作技巧黃瑞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319 社區整合長期照護與人才培育 黃雅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326 超人兄弟 馬特.羅伯森(Matt Robertson)作.繪; 黃懷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7333 蔬菜學 Gregory E. Welbaum著; 曹幸之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357 學習樹系列. 三、四年級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97364 學習樹系列. 五、六年級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97371 手繪中國歷史地圖 李繼勇主編; 星蔚時代繪 一版 精裝 1

9789571197388 遊程規劃實務 鍾任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401 俄國人入門 蕭曦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432 客家生趣話1000則 傅新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456 教學實務研究與教研論文寫作 劉世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463 禪與生活 鈴木大拙著; 劉大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470 西方美學史 朱光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97487 西方美學史 朱光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97494 禪學隨筆 鈴木大拙著; 孟祥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500 公民投票直接民主政治學 李昌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517 教師專案發展新取徑: 學習共同體與翻轉教學策吳俊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524 八二三砲戰: 兩岸人民的生命故事 李福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548 走著橋: 古橋閱讀與散步 王派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555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盧守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562 以建築改變日本 伊東豊雄著; 謝宗哲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7586 手繪世界歷史地圖 李繼勇主編; 星蔚時代繪 一版 精裝 1

9789571197593 郵票上的數學 鄭英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609 數學完勝王: 國小四年級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616 陳淑玲十二思路翻轉作文. 2, 學搬代 陳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623 認識聯合國 琳達.法蘇羅(Linda Fasulo)著; 龐元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630 大數據逆轉力: 數據狂人、棒球老教練和他不起特拉維斯.索奇克(Travis Sawchik)著; 史丹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647 比例格子協奏曲: 藝術建築家柯比意的心靈之旅王至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654 白話微積分 卓永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661 給水工程原理與設計 陳國宏, 陳怡靜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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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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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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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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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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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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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571197708 謙謙君子: 憶簡茂發名譽教授 賴清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715 里斯本條約後歐洲聯盟新面貌 陳麗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7722 體檢臺灣技職教育 楊朝祥等著; 胡茹萍, 李懿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739 營建法規 蔡志揚主編 17版 平裝 1

9789571197746 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9版 平裝 1

9789571197753 超圖解世界史 馬養雅子, 堀洋子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791 圖解民法 楊智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807 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林洲富著 13版 平裝 1

9789571197814 臺灣與非傳統安全 林碧炤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821 玩出創意. 5, 50個魔法科學實作 許良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838 中華民國憲法精義 呂炳寬, 項程華, 楊智傑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97845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7版 平裝 1

9789571197852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2版 平裝 1

9789571197869 幼兒園及托嬰中心教保活動 謝明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876 RStudio的操作與基礎統計應用 吳明隆, 張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890 社群媒體與口語傳播 游梓翔, 溫偉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906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7913 經理人員的職能 切斯特.巴納德(Chester I. Barnard)著; 杜建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937 一看就懂管理學: 全方位精華理論與實務知識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944 中國近當代哲學史 曾春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7968 傻瓜也會寫論文(量化+質化增訂版): 社會科學學顏志龍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7975 玉器研究中文論著索引 王怡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7982 一點就通的褲裙版型筆記 夏士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7999 地方制度法釋義 劉文仕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002 別再剪貼論文: 教你擠出八萬字法學論文 楊智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019 港口物流入門 張雅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026 走向新建築 勒.柯比意著; 楊至德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033 畫說中外古典建築 李金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040 多變量統計之線性代數基礎: 應用STaTa分析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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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泓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98064 大數據決策分析盲點大突破10講: 我分類故我在何宗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088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導論 黃德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095 補救教學: 關懷弱勢者教育 王淑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101 理想國 柏拉圖原著; 吳獻書原譯; 葉海煙等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118 垃圾小童 YU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8149 不用出門補習,寫好國寫作文不難 汪彤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156 耕讀: 150種閱讀的小美好 陳淑滿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163 超圖解日本史 西東社編輯部編著;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187 當代極短篇選讀 陳謙, 古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194 《史記》概說及名篇賞析 魏聰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200 遊程規劃實務. I 鍾任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217 英語自然發音法規則 李輝華, 楊明倫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224 災難救援、安置與重建 林萬億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248 行為評估和干預 葛樹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255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五版 精裝 1

9789571198262 點描德布西 吳毓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279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8286 圖解國際關係 陳牧民, 陳宛郁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8309 進擊吧!現代詩: 詩、歌、人聲的傳媒實踐 　 顧蕙倩, 小實, 張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16 左腦+右腦的寫作課 陳嘉英, 楊孟珠, 謝佩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23 形而上學 亞里士多徳著; 吳壽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30 兒童文學: 批評導論 廖卓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347 回憶蘇格拉底 色諾芬作; 吳永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54 感官檢查統計分析: EXCEL & XLSTAT應用 楊士慶, 陳耀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61 50則非知不可的生物學概念 J. V.查莫里著; 李明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78 50則非知不可的科學概念 保羅.帕森斯, 蓋爾.迪克森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85 超喜歡!我的第一本趣味數學書. 第1級 邢書田, 刑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392 圖解現代色彩學 陳鴻興, 蕭琇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408 趣味物理學. 續篇 雅科夫.伊西達洛維奇.別萊利曼著; 劉玉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415 名人鈔票故事館 莊銘國, 許啟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422 精彩漢語(法語版): 初級漢語教材. 二 信世昌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439 多變量統計之線性代數基礎: 應用SPSS分析 張紹勳, 林秀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453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89版 精裝 1

9789571198460 電影與政治 陳牧民, 陳鳳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477 警察與秩序法研究. 三: 任務與作用法制發展之 陳正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484 初級經貿印尼語 魏愛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491 臺灣民眾的媒體選擇與統獨立場 劉嘉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507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18版 平裝 1

9789571198514 偵訊技巧、筆錄製作與移送實務 何招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521 信託法 王志誠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8538 素養導向的教師共備觀議課 劉世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545 教育哲學導論 喬治.奈特著; 簡成熙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8552 朱嘉雯青春經典講堂: 紅樓夢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569 經濟學的終極基礎: 經濟學方法論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 謝宗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576 周姚萍講新魔王故事. 1: 磨人王的比ㄔㄡˇ賽 周姚萍文; 王宇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583 屏東學概論 李錦旭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590 性別與小說 林秀蓉, 唐毓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606 大學國文 蔡忠道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8613 圖解文字學常識與漢字演變 陳姞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637 文化觀光 黃躍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644 應用中文 翁敏修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651 數學這樣教: 國小數學感教育 李順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668 懺悔錄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李平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675 我為何寫作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張弘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682 舞蹈管理和製作的理論與實踐 陳蒨蒨, 李艾倩文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699 論文Easy寫: 告訴你撰寫論文的眉眉角角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705 勸學 福澤諭吉著; 徐雪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712 數學好好玩. I: 174道提昇空間智力與數學能力的許建銘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729 非知不可的創意西式點心 朱秋樺, 陳璿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736 圖解兒童及青少年輔導與諮商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743 圖解食品工廠管理與實務 張哲朗, 李明清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750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版 平裝 1

9789571198767 一般醫學模擬訓練之評量與回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774 JCI長期照護標準解讀與臺灣實務應用. 住民照護林桂連等作; 張勝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781 簡易工程數學 黃中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798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應用 張麗卿著 14版 精裝 1

9789571198804 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7版 精裝 1

9789571198811 民法概要 詹森林等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842 柏拉圖文藝對話集 柏拉圖原著; 朱光潛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859 早期中國: 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 韓建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866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實務: SPSS與SmartPLS的運用陳寬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873 結構方程模型: 運用AMOS分析 陳寬裕, 王正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880 高等統計: 應用SPSS分析 張紹勳, 林秀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8897 多層次模型(HLM)及重複測量: 使用SPSS分析 張紹勳, 林秀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8903 美國專利法與重要判決 楊智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910 統計學的思路: 論理與應用 黃旻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927 觀光資源 鍾任榮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98934 基礎磁性物理 任盛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941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98958 Pre-design的思想: 實踐建築計畫的11個條件 小野田泰明著; 林與欣, 蔣美喬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965 環境微生物及生物處理 陳宏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8989 親屬: 案例式 郭欽銘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8996 文化研究: 理論與實踐 Chris Barker, Emma A. Jane著; 羅世宏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009 大學國文二重奏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016 廢棄資源管理重點整理 陳映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047 華語文閱讀測驗. 高級篇 楊琇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054 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 李錦楓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061 毒家報導: 揭露新聞中與生活有關的化學常識 高憲明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078 商標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085 中文閱讀與表達: 多元文化的交響. 2018 王淳美等編著; 王淳美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9092 犯罪心理學 楊士隆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9108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 陳銘福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9122 質性研究的五種取徑 John W. Creswell, Cheryl N. Poth合著; 李政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139 英語教學法 廖曉青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160 中國教育史 王鳳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177 南瓜變馬車: 應用文故事指導書 徐秀菁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184 霸權興衰史: 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著; 張春柏, 陸乃聖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191 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專論 高鳳仙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207 教育社會學 周新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221 有機化學的反應機構論 蘇明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238 德勒茲與藝術理論 陳瑞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9245 改造傳統農業 希歐多爾.威廉.舒爾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252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好學 鄭安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269 圖解中國文學史. 上: 詩歌.倚聲.戲曲大觀園 簡彥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276 共舞雷射 王興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283 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 景躍進, 陳明明, 肖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306 禮記道統觀與政教思想 陳章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313 刑法總則 林書楷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320 存活分析及ROC: 應用SPSS 張紹勳, 林秀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9337 社會工作督導 林勝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9344 引導反思的第一本書 吳兆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351 圖解流行病學 顧祐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368 圖解溫病學 李家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375 圖解現行考銓制度 梅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382 心學風雲記: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陳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399 圖解行銷學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405 風險心理學: 人本風險管理 宋明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412 專案管理: 一般專案管理知識體系 魏秋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429 輸血醫學 余榮熾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436 結構主義 尚.皮亞傑(Jean Piaget)著; 王紹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450 新訓詁學 蘇建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474 觀光餐旅美學: 旅行,是為了發現美 許軒, 徐端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481 物聯網智慧應用與實務 廖文華等著; 王正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498 光機電系統設計與製作 黃君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504 航空客運與票務: 空運學的理論與實務 謝淑芬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9528 解說式刑事程序法典 林朝雲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571199542 不當得利 劉昭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559 哲學應用與應用哲學 中國哲學會作 平裝 1

9789571199580 發展研究之風雲再起: 中國一帶一路對西方及其謝宏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603 流通管理概論: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9610 實用公司法 賴源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658 超喜歡!我的第一本趣味數學書. 第2級 邢書田, 馬慧, 刑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702 圖解兩岸關係 蔡東杰, 洪銘德, 李玫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9726 圖解行政法 王保鍵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99788 自律與法權 Rainer Zaczyk著; 廖宜寧, 林倍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9801 變態心理學 Jill M. Hooley等著; 游恆山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9931 明史講義 孟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993 個人理財與投資規劃 張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0995 分科教材教法: 問題與展望 黃政傑, 吳俊憲, 鄭章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1534 掌牛刻仔 吳餘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648 LSHI 2018聯結x共生: 文化傳承與設計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4895 全方位育兒教養聖經 班傑明.斯波克, 羅伯特.尼德爾曼著; 哈澍, 武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014 魚的法國旅行手記: 一起出國露營去 趙于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021 我們都是脆弱的人 克里斯多夫.翁推(Christophe André)著; 黃奕菱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236 孩子的我 張郅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441 春雪 三島由紀夫著; 唐月梅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595458 奔馬 三島由紀夫著; 許金龍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595489 豐饒之海 三島由紀夫著; 唐月梅等譯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595571 假面的告白 三島由紀夫著;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588 當下的釋放: 解身體的痛，療心裡的傷 劉素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724 帕迪多街車站 柴納.米耶維(China Mieville)著; 劉曉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847 漫符圖譜: 日本 古老漫畫教你這樣看漫畫 河野史代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854 為我取個名字 谷川俊太郎詩; 岩崎弘之繪; 陳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878 但願心如大海 許悔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908 工程師的養成和成長: 高科技競爭時代各領域工匠習作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915 從說一個繪本故事開始 廖珮岐, 柯佩岑, 林婉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922 作文七巧 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0

送存冊數共計：295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9789863595939 作文十九問 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946 貓奴製造 凱倫.奧利佛著; 謝凱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953 我要再次享用生命 大肢病體(Grand Corps Malade)著; 黃琪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984 陰陽師. 第十一部, 三腳鐵環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991 聆聽疼痛 大衛.畢羅(David Biro)著; 彭榮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028 青春期免驚!拆解10-16歲關鍵期,霸凌、人際、 陳品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035 完美的瑞士之旅 文少輝, 傅美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073 鄰人：面對集體憎恨、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 楊.格羅斯著; 張祝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103 自宅職人: 20種完美平衡工作與理想的生活提案寫寫字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110 潮騷 三島由紀夫著; 唐月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134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陳佩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189 勸服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葉佳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226 文學種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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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19202 心易塔羅工具書 心易居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319219 塔羅愛情自救手冊 熊小菁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3838 洪允和: 拳理萃真 洪允和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369 易筋洗髓功 莊豐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492 不可思議的18套健康之道 林國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003 省視養神則目不病: 中醫眼科在眼瞼、眼球、眼李政育, 羅瑞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010 保健新寵. 2, 褐藻醣膠 呂鋒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027 The amazing anion fibers author Yuen-Chih-Jai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696 皖台食品科學技術研討會輯要. 第二屆 施明智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689 陶然-學者.教育家張鏡湖 劉廣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410 舊王孫溥儒書畫 劉梅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神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心神祕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允軒陳氏太極拳研究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565 另一種語言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著; 李之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572 醫生的翻譯員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著; 吳美真譯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583589 This is 林布蘭 喬蕊拉.安德魯斯(Jorella Andrews)作; 尼克.希金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740 120種動物大集合觸摸書 鄧立平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288 交會的風雷 楊宗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95 哈伯馬斯的民主理論 黃瑞祺, 陳閔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07 地方自治與地方再生 蘇煥智, 葉紘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14 一次搞懂標點符號 康文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21 校園恐怖事件: 被霸凌的教師 蕭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38 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45 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966 普通生物學題庫 沈浩, 沈芃萱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575973 健康與護理重點考題精闢 朱群蒂, 朱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5980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劉文博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75997 學士後中西醫解析歷屆試題 張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8068 多元智能量表. 丙式: 指導手冊 C. Branton Shearer編製; 吳武典修訂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105 幼兒園遊戲課程 黃瑞琴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8143 華語學齡兒童溝通及語言能力測驗: 指導手冊 黃瑞珍等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181 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 指導與計分手冊(成人版Thomas M. Achenbach, Leslie A. Rescorla編製; 陳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204 學習障礙: 理念與實務 王瓊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211 語調聽覺法: 聽語及口語教學的應用 卡爾.埃斯伯(Carl W. Asp)著; 李昭幸, 陳小娟,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235 具STEM精神之幼兒探究課程紀實: 「一起創建 周淑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917 寶貝 陳昭伶文; 郭智慧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8242 我和我那來自異世界的朋友 孟瑛如, 黃姿慎文; 閻寧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 初版一刷精裝 1

9789861918259 遊戲的療癒力量: 20個核心的改變機制 Charles E. Schaefer, Athena A. Drewes主編; 羅訓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266 幼兒語文教材教法: 尋找文學森林裡跳舞的光 蔡敏玲, 戴芳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273 社會科學的理路 黃光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18280 悠哉樂活: 壓力管理的八把金鑰 Elizabeth Anne Scott著; 潘正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297 華語兒童構音與音韻測驗: 指導手冊 鄭靜宜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303 教出讀寫素養 劉佩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310 班有過動兒: 正向行為支持 李宏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327 幼兒教育課程: 以圖像文本強化語文素養 Eva Teubal, Ainat Guberman著; 蔡宜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334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 胡永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365 有生命的漢字: 部件意義化識字教材(教師版) 李雪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372 有生命的漢字: 部件意義化識字教材(學生版) 李雪娥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758 CPC領導與變革: 寧靜變革卓越經營體系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772 CPC leading and changing-silent reform and excellenauthor China Productivity Center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427 智慧商業應用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8年 曾巨威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1132 當代名家詩書畫集: 談畫.論畫.評畫 齊艷梅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71703 儷人行 杜丹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026 吳曉玲藏乾隆鈔本金瓶梅 (明)蘭陵笑笑生原著; (清)佚名抄寫 修訂一版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107 結繩技士 洪維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572 中國郵票研究會年刊. 2018 孫國光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577 CHAZOWN: 神的異象 我的夢想 克雷格.葛洛契爾(Craig Groeschel)著; 賴建岱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1669 為情緒找個新門號: 改變帶來醫治40天導讀 劉曉亭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676 改變帶來醫治 亨利.克勞德作; 顧美芬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683 心靈解毒 克雷格.葛洛契爾作; 顧美芬, 林韡勻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690 Fight!贏得生命中的重要戰役 克雷格.葛洛契爾(Craig Groeschel)作; 黃欣蓉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706 CHAZOWN: 神的異象 我的夢想 克雷格.葛洛契爾(Craig Groeschel)著; 賴建岱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713 CHAZOWN: 神的異象 我的夢想 克雷格.葛洛契爾(Craig Groeschel)著; 賴建岱譯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917 成形印記：徐嘉霠個展 孫玉霞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6759 中華九九書畫會戊戌年創作獎暨會員作品集: 中謝麗媛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心動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九九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郵票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火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美術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科大商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0315 「兩岸漢字文化藝術節」: 漢字記憶, 金石碑拓 蔡介騰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60360 溫馨感人的鬼故事 司馬怕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377 中國古代歷史冷知識 劉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384 中耳炎 呂景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391 如何健康下降體重？ 張莉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407 如何健康有效的預防脫髮? 葉城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414 66堂幸福課: 500招 愛決勝訣竅 方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438 腦筋急轉彎2170題 司馬怕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445 社交禮儀知識 林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452 不孕不育 俞文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469 痛風 陳文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476 糖尿病飲食 藤木直人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9771 <>研究: 以編纂與天文曆法詮釋體系為對象 戴榮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795 文返樸而厚質: 王船山「道德的形上學」系統之陳祺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801 文返樸而厚質: 王船山「道德的形上學」系統之陳祺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825 情理以內,爭訟以外 : 臺灣生產事故救濟制度發 楊子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832 智慧學校 蔡金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849 南北朝樂府詩闡論 周誠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856 宋詩特色之發想與建構 張高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863 文獻蒙拾: 清代圖書目錄集部提要管窺 鮑廣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917 二二八事件真相辯證 黃種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924 求古與考據: 江聲與王鳴盛<>學研究 洪博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931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三 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948 愛國作家林語堂: 林語堂政治態度轉變之研究(1蔡元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955 傳統中國的法與秩序: 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 小川快之著; 趙晶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176 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 姜克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183 學校行政的理念與分析 蔡金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299 探索精品館藏: 國家圖書館特色館藏的歷史發展鍾雪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350 魏晉南北朝文學跨域研究 王力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202 筆墨抒懷 情聚兩岸: 海峽兩岸著名書畫家作品展李轂摩等作 平裝 1

9789869664202 筆墨抒懷 情聚兩岸: 海峽兩岸著名書畫家作品展李轂摩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3924 中華文耀戊戌之美國際藝術聯展 呂玉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文耀文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生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中華文經交流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丹陽文化



9789869484015 「生死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劉易齋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2579 ㆁㅈ!韓國年輕人這樣說: 超實用生活會話&經典韓語幫幫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647 開始在上海自助旅行: 附蘇州.杭州.迪士尼 葉志輝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654 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陳銘凱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661 開始在澳洲自助旅行 張念萱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2685 開始在希臘自助旅行 林少凡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692 都市屋頂上的農夫: 在澀谷造田 小倉崇作; 陳怡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708 臺灣紅藜: 城市農夫的紅藜故事、栽種技法與料鄭世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722 吉澤久子的100歲人生廚房史 吉澤久子作; 李毓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739 開始在法國自助旅行 陳翠霏, 謝珮琪作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136 關於「愛.情」,愛著愛著就永遠 北川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8143 關於「愛.情」,愛著愛著就永遠 北川舞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956 手掌反射區神奇按壓療法 日經健康編輯部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52 為什麼幫助別人的你,卻幫不了自己? : 用正念與伊藤繪美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4

9789861755069 我是GaryVee : 網路大神的極致社群操作聖經 蓋瑞.范納洽(Gary Vaynerchuk)作;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76 世界標準教養法: 教出有自信、會溝通、善思考船津徹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83 6分鐘日記: 簡擔的書寫，改變你的一生 Dominik Spenst作; 吳宜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083 6分鐘日記: 簡擔的書寫，改變你的一生 Dominik Spenst作; 吳宜蓁譯 初版 平裝 12

9789861755083 6分鐘日記: 簡擔的書寫，改變你的一生 Dominik Spenst作; 吳宜蓁譯 初版 平裝 -9

9789861755090 阿乙莎靈訊: 活出靈魂的 高版本和未來世界的譚瑞琪著; 尤俠繪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106 回歸自然療癒力: 德國自然醫學博士證實有效的安德列.米夏爾森著; 洪清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113 跌倒沒關係.沒人看見就好 郝慧川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120 有錢人家看不到衛生紙, 沒錢人在冰箱貼紙 占卜師飯田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1482 沒有壞食物,只有壞飲食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499 誤會大了!想像不到的香港生活 陸家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05 廚房裡的用「藥」手冊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12 國語演說國賽潛規則 胡蕙文, 洪傳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29 閩南語演說實戰寶典 洪傳宗, 胡蕙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43 藥物在左食物在右 劉鋒, 懷淑君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50 偷畫記 黃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67 行走坐臥皆養生 王城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74 延壽10年的健康習慣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81 松筋治療常見病 李鐵, 段曉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98 中老年長壽保健1000問 于關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04 疼痛一本通 樊碧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11 骨關節疼痛家庭療法 王金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28 高血壓家庭自療法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35 孔子長壽養生經 洪佳婧, 楊忠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42 高血脂家庭自療法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0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心晴



9789864711659 食物營養保健1000問 劉雅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66 糖尿病家庭自療法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73 常見病家庭療法1000 問 林柏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680 你有堅持的勇氣嗎?: 作自己,人生 好的版本! 李時雨, 吳培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697 日子: 小埔社過往 吳元祺, 林宣妤, 游惟晴編著; 李羚卉, 蔡旻君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413 哥兒們 張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727 讓法律專家說給你聽: 勞動工作權益案例大剖析黃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734 客家語演說教戰準則 洪傳宗, 陳秋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02659 軟式氣功修練 李承忠撰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410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輯. 2018第十九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707 工業通風: 原理與實務 黃榮芳, 林楷玲, 許清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0243 台灣繁養殖魚介貝類 于乃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0554 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 傳統醫學在急重症的應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8813 中華民國汽車保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年 柯育沅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050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獎章專輯. 第19屆 林興訓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209 憨那法語: 鏡照生命 鄭錦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4216 憨那法語: 行者之道 鄭錦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5461 轉型中的阿拉伯國家: 經濟與文化面面觀論文集林聖忠, 馬穆德等八位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阿文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光明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汽車保養商業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產種苗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生物能醫學氣功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專登山聯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248 物流運籌管理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6973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九屆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等編輯 再版 平裝 2

9789868866973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九屆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等編輯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058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二屆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68047 舞蹈空間與科索劇場製作實錄: 從<>思考劇場共舞蹈空間舞團, 王永宏, 盧家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896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集摘要. 2018: 人工智慧劉黎宗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6015 實構築. 2014 王俊雄, 王增榮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366022 宜蘭大評圖. 2016 林聖峰等撰搞; 王俊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8366039 宜蘭大評圖. 2017 林聖峰等撰搞; 王俊雄, 林靜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7440 當代台灣文學藝術系列. 二: 美術卷 中華民國筆會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204 智能挑戰者自立生活學習指南. 3, 我的錢到哪裡林惠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315 中華民國畫學會會員作品集. 107年 唐健風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7753 全國資訊安全會議暨資安產業技術研討會會議 中華民國資訊安全學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資訊安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障者家長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都市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民國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表演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油畫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物流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276 夢想的音符 屈穎文; 劉思妤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706 運動教練學會秋季學術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8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998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越南、印度綠色產業 李欣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001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泰國、馬來西亞食品通路柯至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025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汽車零配件商機. 泰國、 游立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540 Proceedings of technical papers: e-manufacturing & design collaboration symposium. 2018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0294 霧峰履歷. 十二, 藝文廊道 李佳懷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689 中華色彩學會「本質與跨域」學術研討會論文 呂佳育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2139 東萊理學在臺灣的開展 呂學裕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532 這是一本Artlantis5的書 陳力欣著 其他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247 金門公共事務專題座談會: 金門智慧島發展現況金門公共事務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9477 中華服飾學會2018學術研討會暨第28屆國際服飾申屠光, 牟隽月編輯 其他 1

9789868269484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stume congress art-to-wear edited by Chun-Yueh Mou 平裝 1

9789868269491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stume congress edited by Chun-Yueh Mo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服飾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物聯網與AI開發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陽系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金門公共事務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色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呂祖謙學術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教練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外貿協會



9789869725200 中華物聯網與AI開發研究學會成立大會紀念特刊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252 詩學視域: 孫翼華繪畫個展 孫玉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4633 翰墨遄飛: 中華書畫名家聯展作品集 王松林執行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936 河洛之美 詹茂焜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277 領隊操作實務. 土耳其篇 吳偉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869 <>評注與陳元光研究 何池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482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雅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報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026 太極武藝文化學術研討會暨高峰論壇論文集. 2 陳建宏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5648 應用英文(大學用書） 蔡嬌燕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5725655 服務業管理(大學用書) 顏昌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662 理財規劃(專科用書） 張真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679 資料處理(專科用書) 黃嘉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686 生產與作業管理(專科用書) 江梓安, 車振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693 商業套裝軟體(大學用書) 夏德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709 證券經營與實務(大學用書) 許峰睿, 吳清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716 電腦影像處理(專科用書) 唐日新, 徐敏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723 系統分析與設計(專科用書) 林文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730 投資學(專科用書) 簡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747 稅務(租稅)法規與實務研討(大學用書) 黃士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754 歲月: 華視47週年台慶專刊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喬郵藝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商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晴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法家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351 兩岸經濟前瞻與關鍵議題 劉孟俊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368 個人退休理財行為調查分析 蔡鳳凰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1066 <>-傳統與創新書法展: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成立三林倩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943 八二三臺海戰役勝利六十週年紀念集 鄭禮國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279 禮物x十年GIFT.DECADE: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康台生等作; 鄧博仁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306 足跡.事蹟.軌跡. 一 張超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313 足跡.事蹟.軌跡. 二 心想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629 胃食道逆流關鍵50問 陳健麟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576637636 電學之父: 法拉第的故事 張文亮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576637643 你的微血管健康嗎?: 14堂微血管回春保健課,告根來秀行作; 婁美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650 簡易八式健康功: 通氣血、防三高、提升自癒力潘明聰, 施文儀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667 植物的逆襲 史提芬.岡德里(Steven R. Gundry)著; 洪瑞璘翻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674 京盛宇的台茶革命: 20堂拆解台茶創業的經營體林昱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681 大腸直腸癌關鍵50問 魏柏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698 台灣妖見錄: 20處日治妖怪踏查現場 周鼎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704 你活得很累,都是自我厭惡害的: 46個教你逃脫世安富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711 生死傷痕: 你我還沒說再見 呂芯秦, 李佩怡, 方俊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3905 比較深的灰: 陳松志個展 陳松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918 戰爭來的那天 妮可拉.戴維斯(Nicola Davies)文; 蕾貝卡.寇柏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970 給親愛的聖誕老公公 瑪莎.布洛肯布羅(Martha Brockenbrough)文; 李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987 法式鹹派,優雅上桌 金一鳴作; 廖家威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0994 誰來吃午餐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圖文; 艾可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634038 柴可夫斯基睡美人音樂故事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090 往上跌了一跤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丁凡翻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4706 每一種料都加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丁凡翻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弔詭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心想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2

戰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901 全台灣高爾夫球場介紹 林涼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4425 天遠樓書會第七次聯展. 2018: 書法ing專輯 程代勒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250 文字震央: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得獎作品彙編. 第 王沛清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327 臺灣小兵造飛機 周姚萍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4341 超時空友情 蔡宜容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4358 日落臺北城 周姚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4426 中國歷史地圖大圖鑑: 原始時代-唐代 學管撰寫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433 中國歷史地圖大圖鑑: 五代十國-清代 學管撰寫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440 中國歷史地圖大圖鑑: 民國時期 學管撰寫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457 中國古今地名對照編冊 陳雨嵐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471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4: 古書裡的寶藏 林滿秋撰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4904488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3: 古書裡的祕密 林滿秋撰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4904495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5: 紙.書.印刷術 哲也撰文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328 Bone, Biomaterials & Beyond(中文版) Antonio Barone, Ulf Nannmark編著; 林本信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409 生花妙筆: 武陵十友近作展書畫作品集. 2018 張正心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7936 佇夢境的門喙 吳正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7943 走揣惡地山河 吳正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7950 楊正雄小說集 楊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7950 楊正雄小說集 楊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100 無歧行. 首部曲, 無歧地 林秀兒作 平裝 1

9789869706117 無歧行. 二部曲, 忽巄島 林秀兒作 平裝 1

9789869706124 無歧行. 三部曲, 異星棧 林秀兒作 平裝 1

9789869706131 無歧行三部曲 林秀兒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天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之餘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籌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7

日僑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遠樓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1709 關係博物館: 涂維政創作 涂維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524 多元升等教學實踐暨技術應用報告研討會論文 陳靜宜整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94 Southeast Asia: beyond borders and boundaries edited by Samuel C. Y. Ku, Herlin Chien 1st ed. 平裝 1

9789866585494 Southeast Asia: beyond borders and boundaries edited by Samuel C. Y. Ku, Herlin Chie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813 登陸閱世界寫作趣: 106新莊小文青作品集 林曉培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1278 神話心理學: 來自眾神的處方箋 河合隼雄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292 公主變成貓: 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315 夢,沉睡的療癒力: 從解夢到自我追尋 李香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1166 大師眼中的金錢: 財富的倫理 葉仁昌著 平裝 1

9789863601173 宗教哲學十四講 傅佩榮著 平裝 1

9789863601180 與老共舞 朱迺欣等著; 駱紳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197 浪漫主義地理學: 探尋崇高卓越的景觀 段義孚(Yi-Fu Tuan)著; 趙世玲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3933 新編兒童三國演義 王金芬編著; 張昭濟, 吳自文, 黃山農繪圖 修訂二版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3957 新編兒童讀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史瓊文, 黃雪姣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4060 新編兒童讀水滸傳 施耐庵原著; 熊仙如編著 修訂二版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4107 ACME簡明英漢字典 呂惠雁, 魯漢傑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169 5步驟搞懂易混淆英文名詞 蕭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176 ACME學生英漢字典 呂惠雁, 魯漢傑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183 5步驟搞懂易混淆英文動詞 蕭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206 開運住家風水學 法主堂山人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4294213 一分鐘卜運 姜威國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4294244 新實用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六十精裝 1

9789864294251 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268 英文拼字遊戲SCRABBLE與學習英文單字的關係胡文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275 世界鬼怪全知道 齊世芳編著; 李文斌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145 極地生態小百科 曹毓倫, 陳俊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4282 沙漠生態小百科 曹毓倫, 陳俊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4336 就是要好命: 開運姓名學 小孔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蘭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

云藝創研文化推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



9789864294442 攻頂人生 陳進順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644 應用統計學1000題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十八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29651 應用統計學1000題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十八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29668 應用統計學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二十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29675 應用統計學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二十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329 枯山水三部曲. I: 雨男孩 雪女孩 鄭宗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494 柳林風聲 肯尼斯.葛拉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105 叢林奇譚 魯德亞德.吉卜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112 彼得.潘 詹姆斯.馬修.巴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129 杜立德醫生歷險記 休.洛夫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136 一千零一夜 佚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973 台灣民俗學的建構 林承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062 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 凌宗魁撰文; 楊啟正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079 乞丐之父: 施乾 陳泳惠文字; 邱琇惠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086 爸爸成為爸爸的一天 長野英子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093 五感浪遊。台東的樣子 蕭裕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109 白貓與修道士 喬艾倫波嘉文; 席尼史密斯圖; 許書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116 台灣走過烽火邊緣. 1941-1945 王景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116 台灣走過烽火邊緣. 1941-1945 王景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123 21通電話: 阿兵哥的深夜求救 陳碧娥, 李儒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130 三胞胎教我學會愛 溫小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147 石錫勳與王燈岸的二十世紀 磺溪壹老人 王燈岸著; 王鏡玲編註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154 石錫勳與王燈岸的二十世紀 磺溪少年兄 王燈岸著; 王鏡玲編註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178 台灣之「國」 李筱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208 蝸牛小ㄕㄢ是男生或女生? 瑪莉亞.鮑沃芙斯卡(Maria Pawlowska), 雅各.沙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0493 心甘情圓 莫理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516 心甘情圓 莫理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509 心甘情圓 莫理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40530 SCI謎案集. 第四季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0547 SCI謎案集. 第四季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0554 SCI謎案集. 第四季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0561 SCI謎案集. 第四季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0585 老師變魅魔以後 黑糖煮酸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0608 今志異之寧安社區管理室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0615 影帝和他的傅先生 弄清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北一補習班



9789864940622 影帝和他的傅先生 弄清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064 心的喧嘩 鄧韻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546 台灣社會議題英語辯論 魯子青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553 以文解像陳偉欽論文集 陳偉欽編著 平裝 1

9789869348560 四像化鏡: 藝術創作論述 陳偉欽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120 給孩子的喜訊. 第三冊. 下, 課本 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137 給孩子的喜訊. 第六冊. 下, 教師手冊 梁熾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144 給孩子的喜訊. 第六冊. 下, 課本 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151 給孩子的喜訊. 第三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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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7926 舒食一身輕: 好體質這樣吃,56道減壓排毒輕食料青山有紀著;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933 祛寒治百病: 33位日本專家傳授73個暖身對策,讓ORANGE PAGE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415 Frying Pan Recipe-平底鍋輕食料理: 72道少油、健ORANGE PAGE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626 家事女王系統化整理術 三條凜花著; 彭春美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661 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鬧鐘,而是心中的夢想 慕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78 超單身社會 荒川和久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85 人類木馬程式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92 心誠事享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09 我只是假裝不在乎: 脫下「自我保護」的社交面伊麗絲.桑德(Ilse Sand)作;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16 微軟商學院: 微軟總經理蔡恩全的工作哲學,打造蔡恩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23 我以為都是我的錯: 那些在親密關係中無所不在羅蘋.史騰(Robin Stern)作; 馬新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30 無壓力.零痛感 第一次哺乳就上手: 權威哺乳諮 陳思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47 我們終將告別那些揮之不去的痛苦 大將軍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54 這才是戰國: 一本書讀懂人性,學習以小搏大、以谷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61 關節回正: 搞定3大關節,擊退腰痛、膝蓋痛、肩中村格子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78 別讓你的善良為愚蠢買單 謝可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85 見字如晤: 那些古人書信中 美麗的想念與遇見宋怡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292 可以把他塞回肚子裡嗎?: 寫給全天下崩潰父母 卡提雅.塞德(Katja Seide), 丹妮耶拉.葛拉夫(D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601 這個世界到處都是討厭鬼: 一本教你洞悉人性、克勞狄亞.霍賀布倫(Claudia Hochbrun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625 反芻思考 李介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649 愛情覺醒地圖: 讓你受苦的,是你對愛情的錯誤信李欣頻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235 捏造: 張羽 存在藝術 張羽[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弘光科大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1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田人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618 失物招領所 涉谷純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9147 角落小夥伴FanBook: 滿滿都是貓 前原香織特集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78 智慧升級 萬用鍋,零失敗料理2 : 82道美味提案 JJ5色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044 角落小夥伴FanBook: 滿滿都是白熊 前原香織特集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12 角落小夥伴FanBook: 企鵝?&角落小小夥伴滿滿前原香織特集設計;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35 角落小夥伴FANBOOK: 滿滿都是蜥蝪 前原香織特集設計;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42 角落小夥伴FanBook: 滿滿都是炸豬排&炸蝦尾 前原香織特集設計;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66 逆轉勝！28歲入千萬！:跨境電商裂變全球, 法拉朱佳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73 怎樣全方位創造你的富裕人生: 趨勢創業大師曾曾靖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334 根本: 元然理天王教你從後天修回先天,讓身心靈陳致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699341 親子一起來!玩遍宜蘭34個特色休閒農場: 跟著樂林正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365 拉拉熊粉絲15周年特集 黑田朝子特集設計;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372 即使從天堂墜落,也不能癱瘓我的人生。 薛寶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389 均富革命: 財富管理達人李紹鋒教你用FinTech小李紹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396 肥宅變歐巴 李明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402 跟理財談一場 愛吧!: 國際認證財務規畫師維妮維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457 生命起飛前與你相伴: 高醫安寧.心圓病房故事集高醫安寧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471 呂昇達老師幸福的美味甜點 呂昇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488 從零元到億元的品牌淬鍊之路: 迎向新零售時代唐源駿, 陳薪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495 投資大趨勢: 世界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預言世界吉姆羅傑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501 大漢溪紀行: 大漢溪桃園流域的人文生態與地景陳銘磻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014 希望森林 王醒之作 ; 謝欽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5021 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王醒之文; 王傑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170 動手做.好好玩: 四季藝術方案教學中的創客精神唐富美, 詹文娟, 四季文化編輯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796 重力波的幽靈: 關於實驗室、觀測，以及統計數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著; 劉怡維, 秦先玉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802 沒有安全感的強國: 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施道安(Andrew Sco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819 照護的邏輯: 比賦予病患選擇更重要的事 安瑪莉.摩爾(Annamarie Mol)著; 吳嘉苓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826 精神分析引論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 彭舜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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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宜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224 大腦升級2.0，鍛鍊更強大的自己: 重新連結，你約翰.B.雅頓(John B. Arden)著; 黃延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293 美國海豹特種部隊教你災難求生密技100招: 如何克林.艾默森(Clint Emerson)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309 被誤解的印度大歷史: 被忽視與不容忽視的文明弗朗索瓦.高堤耶(François Gautier)作; 林琬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316 人類圖: 區分的科學 鈴達.布乃爾(Lynda Bunell), 拉.烏廬.胡(Ra Uru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323 身體語言,懂這些就夠了 裘凱宇, 楊嘉玲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四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立言圖書



9789579121347 被誤解的印度大歷史: 你有所不知的真實印度 弗朗索瓦.高堤耶(François Gautier)作; 林琬淳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361 人類圖: 區分的科學 鈴達.布乃爾(Lynda Bunell), 拉.烏廬.胡(Ra Uru二版 其他 1

9789579121378 調香手記: 55種天然香料萃取實錄 蔡錦文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9121392 零恐慌: 神奇十句法訓練大腦永久擺脫焦慮恐慌克勞斯.伯恩哈特(Klaus Bernhardt)著; 王榮輝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439 成癮的大腦: 為什麼我們會濫用藥物、酒精及尼邁克爾.庫赫(Michael Kuhar)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408 時間獵人 梁叔爰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2528 PCB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工程師級(Essentia邱顯皇, 林智龍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3228 丙級視聽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有為工作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3266 丙級中餐烹調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2018年 羅明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3341 丙級中餐烹調(葷食)含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同羅明庚, Lisa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402 丙級中式麵食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蕭淯恩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419 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419 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433 丙級女子美髮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457 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吳陳淑美, 吳鳳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464 乙級美容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向翊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532 丙級視聽電子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甘志強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3709 丙級烘焙食品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蕭淯恩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792 乙級工程測量學術科必勝寶典 郭耀傑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3891 蔬果切雕基礎技法 周振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232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專業一、二(家政林佳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4256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專業一、二(家政概論林佳蓉, 郭宜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4850 升科大四技國文模擬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孫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499 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必勝秘笈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604 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毛駿騰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5628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奪照寶典含術科作答本 陳富民, 陳耀輝, 黃俊宇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5635 丙級會計事務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杜宜樺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55666 技能檢定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 TKD技能檢定企劃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666 技能檢定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 TKD技能檢定企劃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666 技能檢定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 TKD技能檢定企劃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901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通關寶典 郭小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918 丙級門市服務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郭小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994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奪照寶典(Windows 7+W 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556007 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謙育, 楊瑋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014 Arduino智慧生活基礎應用: 使用圖控化motoBloc慧手科技, 徐瑞茂, 林聖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045 Word 2010實例演練含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學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556052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繪圖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 翁美秋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6069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圖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 盧昭伶, 楊舜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6311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汪深安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7301 資訊科技 李權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18 PVQC商業與管理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25 PVQC餐飲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63 PVQC美容彩妝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70 PVQC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87 iPOE科技誌01: 用桌遊教運算思維 王麗君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94 運算思維與Scratch2.0程式設計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400 PVQC觀光旅運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白金廣告設計



9789864557417 PVQC電機與電子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424 Office 2016三合一實用技能整理包 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431 PVQC汽車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448 學運算思維從Scratch到C語言程式設計: 插電學 楊靜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455 BAP 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Using Microsoft Exce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7547 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術科實作秘笈 吳秀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7554 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學術科必勝秘笈 陳炫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7615 技能檢定共用項: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TKD技能檢定中心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13914 小小星球的圍棋之旅: 適合親子共學的圍棋故事夏小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408 世界太極武藝論壇暨名家展演論文集 張榮達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99035 跑步訓練的科學: 日本全馬破3!<>作者高木直子金哲彥等編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42 日本肥胖醫學專科醫師獨創: 生理時鐘睡眠瘦身左藤桂子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66 健康殺手: 末梢血液循環不良 林恆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59 你的溫柔要有底線: 丟開愧疚感,愛自己的練習 加藤諦三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73 迷你雪納瑞教養小百科 愛の犬友編集部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80 吃對椰子油 : 跟著醫學教授養成健康好體質 井上浩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97 褪黑激素奇蹟療法 華特.皮爾鮑利(Walter Pierpaoli), 威廉.瑞傑森(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03 機器人實體圖解 神崎洋治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10 健康整脊自己喬: 不吃藥、免開刀也能改善脊椎日野秀彥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27 無痛離世: 2000人臨終照護醫師,獻給所有害怕疼長尾和宏著; 邱顯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34 女神的餐桌是一天2000kcal: 日本環球小姐御用 細川桃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41 赤腳接地氣: 日本醫師教你天天排靜電,連接大地堀泰典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58 好想消失 : 父母會傷人,但你值得被愛 高橋和巳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65 摺紙幾何學 前川淳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72 養生粥療: 97歲中醫大師教你一日一粥,保健防病路志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89 邊境牧羊犬教養小百科 愛犬の友編輯部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196 醫學鍊金術 : 謊言與異端的醫學講座 久坂部羊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02 富養小孩: 有錢人培養國際觀的20個親子體驗 佐藤悅子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19 數學摺紙計畫: 30個課程活動探索 湯馬斯.赫爾(Thomas Hull)著; 鹿憶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26 法國鬥牛犬教養小百科 愛犬の友編集部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33 你受的傷,大腦都知道 友田明美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40 肌力訓練 強日本社長: 人生99%問題都能靠肌泰史特龍(Testosterone)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57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積分篇 結城浩著; 衛宮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71 養生茶療: 中醫大師教你喝出平衡體質,防病袪病路志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88 養生湯療: 中醫大師教你喝湯能解決的問題就別路志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127 臺灣民間信仰論文集 黃俊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在我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太極拳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9

世界文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832 我們看見,奧地利!. 首部曲1, 小作家出任務玩轉 邱翊崴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686 定本墨子閒詁 (清)孫詒讓撰 十三版二平裝 1

9789570605716 字彙 (明)梅膺祚撰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5747 芥子園画傳 王概, 王蓍, 王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648 小說跨界應用 蔡玫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79 臺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 關鍵的人與事 呂一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86 跨世代心靈悸動: 大同福樂學堂老少共學記述 吳文正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93 寫論文,其實不難: 學術新鮮人必讀本 林淑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325709 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 2000-2018年 蕭新煌, 官有垣, 王舒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716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李聲吼, 邱奕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723 欲望性公民: 同性親密公民權讀本 陳美華, 王秀雲, 黃于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496 轉行當首輔妻 艾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502 大叔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519 急急如夢令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526 妳的暖男我的冰山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533 一步一步勾引妳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540 在有你的時空相 姬吹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557 等待是件小事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5564 等待是件小事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5571 獨寵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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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4904 觀音大士白衣神咒 平裝 1

9789865924911 高王觀世音真經誦修簡軌; 摩利支天菩薩誦修簡軌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636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主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575 有、無、存在: 黃郁生版畫展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689629 The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science and tec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編著 其他 2

9789865689650 樂哈哈數學魔法學校: 國小倍數概念教學手冊 曾建勳等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9667 樂哈哈數學魔法學校: 國小倍數概念學習手冊 曾建勳等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9674 來吧!和數學握握手 黃玉幸文; 郭玟彤, 蘇怡君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9681 樂哈哈數學魔法學校: 國小倍數概念學習手冊 曾建勳等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89698 樂哈哈數學魔法學校: 國小倍數概念教學手冊 曾建勳等文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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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巨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612 心手集: 學生作品集精選. 壹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2

9789865689643 大一國文選: 生命與閱讀的對話 林秀珍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689643 大一國文選: 生命與閱讀的對話 林秀珍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639 繼承權益與繼承司法實務: 兼談台灣人民在大陸李永然, 李廷鈞, 劉芝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646 別讓共有綁死不動產: 活用共有不動產法律看招李永然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4653 智慧財產權法隨觀. 著作權法篇 蔡信章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0155 老媽的日記 劉洪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6050 生活之道: 靈魂與身體共舞 許雅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94 讓故事動起來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500 談笑有鴻儒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517 百善笑為先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61 臺灣有形文化資產: 聚落與產業遺產概論 李謁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739 爵士吉他生存手冊. vol.2 劉展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746 笑能感動天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760 禪機破迷障: 叩問釋疑 天音播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86791 天安門殺戮 <>編輯組, 齊氏文化基金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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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86821 正心拙筆: 書法與人格精神 方世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68 麵包與巧克力倉庫: 愛的傳承 Sucharita, Micha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75 清末中南半島之研究: 清史研究 王文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033 神遊時空 Arthu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064 小溜溜 黃沛瀅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071 二0一二: 與魔鬼的契約 關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095 劍膽柔情 古行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87118 我是森林島 安燼灰著; 黃皓倫, 黃皓元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125 死亡的沙漏 鳥飼否宇著; 倪志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132 找到寂寞的解藥. 一 夏沐清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156 跑吧!耕兒朗 楊貴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163 比特幣精粹 魯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170 周代四書 周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187 橄欖園裡的悄悄話 汪小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194 絕境守護者 L.Davi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200 慢飛天使X迷航之旅 郭家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217 乘著記憶的翅膀尋找幸福的滋味 凌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224 我的想法 黃能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231 顧曉軍談小說 顧曉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248 邊境 陳熙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87262 邊境 陳熙文作 初版一刷其他 1

9789863587293 稅務機關組織通則通論 張蔚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生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永然文化



9789863587309 當代唐詩五百首 一頁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316 Eyeland by Sunny Huang 精裝 1

9789863587323 女孩和女孩的 愛詩 沈表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330 王朝大逃亡 Nobu Su著; Jackie Lu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347 誠樸精勤書院: 喜願塾天集 吳振榮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354 滿堂紅 洛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361 數字傳說: 解讀數字中的奧秘,親證數字中的能量許義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378 總有天光日照來: 蔡文傑散文集 蔡文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408 神性合一的綺夢傳奇(簡體字版) 沙曼虹著; 吉秀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446 神性合一的綺夢傳奇(簡體字版) 沙曼虹著; 吉秀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415 曉聰二版 曉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422 觀音聖籤易解 方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453 王嘉文選 王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514 生命的荒原 大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538 我們都在旅途中 趙令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552 犯罪偵防之利器: 刑事DNA資料庫 戴惠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569 TOEIC多益高頻字群排名及記憶連結 邱家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576 浮生小記 徐滄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651 向善向上 玳瑚師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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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6456 醫病平台: 醫病可以平起平坐的溝通平台 賴其萬, 劉惠敏, 楊書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060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七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077 法華經講義. 第十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084 次法: 實證佛法前應有的條件 張善思著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9654821 法華經講義. 第十九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54838 山法: 西藏關於他空與佛藏之根本論 篤補巴.喜饒堅贊(Döl-b̄o-b̄a S̄hay-rap-gyel-tsen)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4845 涅槃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54852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869 我的菩提路: 第四輯 陳晏平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54876 涅槃. 上冊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54883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23305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3305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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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8505 財神祖廟百年大醮 李豐楙等作; 林安樂, 李豐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801 正法眼藏 蘭州石佛溝靈岩兜率禪市恢復重建史實編纂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3818 菩提心要 欽則.阿旺索巴嘉措仁波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3825 依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師上師瑜伽法. 一切悉地源欽則.阿旺索巴嘉措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643832 依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師上師瑜伽法. 一切悉地源欽則.阿旺索巴嘉措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北港武德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華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2

民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1018 國防科技 幼獅編輯小組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1056 國防政策 沈明室, 林秋霞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1087 見賢思齊: 孔子家語啟示錄續集 孔慶棣摘記; 劉淑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17 青春的記憶: 救國團的故事 中國青年救國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23 坐看一彎采采流水 陳幸蕙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1247 創意寫作的構思原理與方法論 林黛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54 喵星人森林: 動物保護.生態關懷文選 陳幸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61 草山之鷹 陳偉民作; 手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78 拉斐爾 韓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85 陽光 空氣 花和水 林世仁文; 唐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92 神奇記憶瓶: 世界文學名作選 張子樟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308 寂靜山徑的呼喚 范欽慧文; 陳維霖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315 哈啾!打噴嚏的大鯨魚 宣樂軒(Xuan Loc Xuan)文.圖; 林芳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339 鷹的飛翔: 世界文學名作選 張子樟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346 鯨魚芭芭離家記 宣樂軒(Xuan Loc Xuan)文.圖; 林芳萍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7397 太太先生. 2, 謝謝你愛我 馬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03 你,其實很好: 學會重新愛自己 吳宜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10 台東的100件小事: 逛市集、學衝浪、當農夫,一台東製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27 野鳥攝影: 從器材選購、拍攝技巧到辦一場屬於范國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34 淘寶購物操作攻略手冊(手機版) Cecilia, 黃兆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41 和日本文豪一起做料理 北山路魯山人等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65 田野裡的生活家 史法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72 超擬真夢幻黏土甜點: 餅乾、蛋糕、塔派、馬卡Pocket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489 太太先生. 3, 全世界我 愛你 馬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667 願你的深情,能被溫柔以待 樂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674 日本一周 尤文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681 末等魂師. 5, 不夠嚇人不出名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698 滿是空虛之物 アボガド6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300 想要拍出好照片,就要記住這50招 秦達夫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959 小屋食堂 黃琬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966 台北步登公寓: 台北 普遍的住宅類型從何而來林君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973 走出,憂鬱 黃楚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06627 建築新紀元: 加州當代建築師作品選輯 里昂.懷特森(Leon Whiteson)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06627 建築新紀元: 加州當代建築師作品選輯 里昂.懷特森(Leon Whiteson)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6622 快樂唱讀趣: 成語故事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639 中元節 艾德娜作; 高淑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646 趣趣神明故事: 三太子哪吒 梅洛琳文字編寫; 張睿, 田野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3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田園城市文化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四塊玉文創



9789862436653 悅讀名著看世界: 實現未來的夢想希望故事 ささきあり作; 花珠等繪; 陳殿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660 教師節 艾德娜作; 吳嘉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677 愛因斯坦: 不是與眾不同,只是愛想像 安善模作; 文球善繪; 李欣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684 悅讀名著看世界: 激勵自我的成功勇敢故事 ささきあり作; 花珠等繪; 陳殿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707 趣趣神明故事: 天上聖母媽祖 梅洛琳文字編寫; 張睿, 田野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714 安徒生: 化平凡為精采,我的童話人生 金歲實文; 朴秀至圖; 李欣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769 海倫.凱勒: 用心中的光,感受世界的耀眼 金美惠作; 趙美子繪; 李欣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776 趣趣神明故事: 玄壇真君財神 梅洛琳文字編寫; 張睿, 田野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783 十二星座 艾德娜作; Kampanart Sangsor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790 kid's童話屋: 安徒生童話 幼福編輯部編; 劉曉娣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806 趣趣神明故事: 福德正神土地公 梅洛琳文字編寫; 張睿, 田野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020 吉祥開運命書 黃鐸允作 其他 1

9789869123037 2019己亥年風水運勢寶典 黃鐸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522 任性與優雅: 解密法國女人令全世界憧憬的法式朵拉.托賽(Dora Tauzin)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539 製本仕事人 稻泉連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546 詐騙心理學: 破解邪教團體、詐騙犯慣用的心理Bridie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086 就是愛Tinkercad 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093 就是愛Dreamweaver 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928 人力資源與職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台灣人力資源與職業發展學會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8617 台灣三E美術會三十周年紀念畫冊 鄭坤池總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104 韶華四季: 蘇憲法油彩的東方詩境(簡體字版) 蘇憲法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003 指甲保養師入門 歐玟利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94541 台灣包裝風華50: 50年來影響台灣包裝產業發展高弘儒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包裝工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世界美甲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人力資源與職業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三E美術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澎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四熙策略公關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2201 苦兒流浪記 耶克特.馬洛(Hector Malot)原著; 文心改寫; 蔡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218 魔法屋師 梅兒.安朵莉思(Mel Andoryss)著; 陳怡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232 是大熊吃了你的三明治 茱莉亞.薩爾康-羅奇作.繪;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249 頑童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原著; 管家琪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256 109隻動物超級馬拉松 野花遙作.繪;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263 救護車,緊急出動! 竹下文子作; 鈴木守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270 鯨魚,為了你,我們什麼都做得到! 內田麟太郎作; 山村浩二繪;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804 呼吸治療技術指引 龍芳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505 職業健康服務 傅還然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803 <>玄妙解 沈保和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222 建築照明研究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三屆台灣建築照明學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716 高科技建築功能驗證(Cx)作業程序指針. 2018 王獻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723 缺電的解方: 高性價比儲冷空調設計 陳良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719 「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會議論文集. 2018年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060 台灣綠水畫會會員聯展. 第二十八屆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9509 考現學入門 今和次郎, 藤森照信作; 詹慕如,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516 精實新創之道: 現代企業如何利用新創管理達成艾瑞克.萊斯(Eric Ries)作; 周群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523 失落在膚色底下的歷史: 追尋美軍混血兒的生命陳中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547 不順從的美德: 直擊異議分子如何追求社會革新傑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作;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綠水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調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集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南華太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照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台灣呼吸治療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132 AI醫療大未來: 台灣第一本智慧醫療關鍵報告 李友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5993 Yes,我一定要成功 林一刀著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464 躡手躡腳的馬來貘 金韓敏著/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81471 聰明豬的指南書 權廷珉作.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81488 哐! 曹原希作.繪; 李若蘭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411 發現醫學台南 王秀雲等著; 楊倍昌審訂; 吳儀君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885 奇夢商店街. 參, 期間限定 闇夜星河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509 像海風一樣,吹過母親的故鄉 潘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304 積.秀.織.錦: 鄭百重 鄭百重著 平裝 3

9789869577311 此岸彼岸: 李君毅創作集 李君毅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9577328 熾焰虛實: 雙人陶塑展 潘安儀, 林振龍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802 你的強大,就是你的自由: 5個領悟讓你進退職場洪雪珍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342 賺錢Follow Me 林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810 勇於超越的聲音: 15位扶輪好講師的生命智言輯吳佰鴻, 扶輪好講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827 東方逆齡女王的敏感肌全對策 陳玟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841 笨蛋!問題都出在三餐 劉乂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865 5000公斤的希望 張為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872 不華麗也可以轉身: 雙聲同步,口譯之路 陳安頎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889 獲利的金鑰: 品牌再造與創新 王福闓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有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大芳海牛號角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大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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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力顧問



9789869692700 全自癒五行養生寶典: 五行在「手 」、健康我有劉吉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748 笨蛋!問題都出在營養 劉乂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090 印加帝國的末日 金.麥考瑞(Kim MacQuarrie)著; 馮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95800 傷心咖啡館之歌 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著; 盧肖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817 心是孤獨的獵手 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著; 陳笑黎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95824 卡比爾之歌: 100首靈性詩選(中英對照) 卡比爾(Kabir);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831 黃色電影: 格雷安.葛林短篇小說全集. I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著; 王娟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958 梁湘潤八字講堂(2009-2010年版) 梁湘潤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59425 不死背: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之觀念整合李承峻, 劉靜慧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432 絕對制霸教育法規大意 陳賢舜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8859449 社會工作實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8859456 領隊導遊日語速戰攻略 林士鈞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8859463 社會工作管理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920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1840-1925中國的挫敗、自強蔣廷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453 我在I AM: 簡潔有效的開悟指引 室利.尼薩伽達塔.馬哈拉吉(Sri Nisargadatta M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460 教孩子跟情緒做朋友: 不是孩子不乖,而是他的左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蒂娜.布萊森(Tin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477 覺醒父母: 找回你和孩子的內在連結,成為孩子 喜法莉.薩貝瑞(Shefali Tsabary)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484 與萬物一起禪修: 破除二元對立,讓慈悲真實生起舒亞.達斯喇嘛(Lama Surya Das)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4626 拒絕生病: 無病生活從65件日常小事開始 大衛.阿格斯(Dr.David B.Agus)作; 王念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4633 拒絕生病: 無病生活從65件日常小事開始 大衛.阿格斯(Dr.David B.Agus)作; 王念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4671 一個瑜伽士的內在喜悅工程 薩古魯(Sadhguru)著; 項慧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7303 樹的祕密語言: 學會傾聽樹語,潛入樹的神秘世界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著; 陳怡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7310 覺醒家庭: 讓孩子成為父母的喚醒者,以覺知走出喜法莉.薩貝瑞(Shefali Tsabary)著; 謝宜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7327 HYGGE!丹麥一年 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603 Dictionary of Discipleship Tan Kim Sai, James CM Yu[作]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871 專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之教學實踐: 以志願服務何慧卿作 平裝 2

9789869592888 夢鬥: 葉衽榤兒少文學集 葉衽榤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合同文藝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西北國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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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自由之丘文創



9789869592895 心理學落實學用合一: 教學設計暨成效 高旭繁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004 靈能者占星學 秦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13937 食物正義: 小農,菜市,餐廳與餐桌的未來樣貌 羅伯.高特里布(Robert Gottlieb), 阿努帕瑪.喬旭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944 橡皮擦計畫: 兩位天才心理學家,一段改變世界的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吳凱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968 不大好笑的人生: 伊莉莎白.華倫卯上華爾街的真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著; 卓妙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975 零與無限大: 許文龍360度人生哲學 許文龍口述; 林佳龍編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6613982 二つの餌で魚一匹だけ釣る: 釣りなしながら許林佳龍編著; 甘利裕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13999 散戶流浪記: 一個門外漢的理財學習之旅 John Rothchild著; 黃佳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319615 我的職業是股東: 平凡的投資，豐富的收成 林茂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319622 迎變世代: 臥底經濟學家,教你用失敗向成功對齊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630 當精油遇見科學: 科學與大地的禮物,一場 美好大衛.希爾,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科學顧問團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776 鑑古知民法 李洙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370776 鑑古知民法 李洙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370783 鑑古知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370790 新編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 李洙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790 新編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 李洙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5145 蔡康永的情商課: 為你自己活一次 蔡康永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190 無痛退休: 戰勝年改、對抗通膨,活到90歲也不怕廖義榮, 高震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206 日語 強相關用語 : 王可樂教室嚴選!表達力.語王可樂, 原田千春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213 情緒界限：孩子人生必備競爭力 賴宇凡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237 週末熱炒店的編劇課: 零經驗也學得會! 前所未東默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244 美女的習慣vs.歐巴桑的習慣: 日本超模名校校長豊川月乃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318 純粹悲傷的故事 癸通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51325 身、生、聲 癸通華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716 妳,為什麼不允許自己成功?: 華爾街教會我,別當游鈞雅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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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同你綻放的花鬼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早安健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先行者皇家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早安財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60134 關於文學的100個故事 歐陽文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141 關於三國志的100個故事 江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172 關於漢書的100個故事 江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196 世說異事: 講給現代人聽的拍案驚奇故事 方時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02 關於後漢書的100個故事 江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26 關於化學的100個故事 林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974 天幕: 一個宇宙資訊記錄員的日記 靈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688 關於物理學的100個故事 林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695 關於世界經典建築的100個故事 金憲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855 關於西方典故的100個故事 劉思湘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862 關於發明的100個故事 夏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85 治病尋根 宣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05 關於宗教畫創作的100個故事 李予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12 關於瘋狂科學實驗的100個故事 夏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29 一天搞懂簡體字 康照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36 我為自己代言 王嘉義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6956 活著,就是要勇敢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963 與菩薩對話. 5, 菩提心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970 智在生活禪: 安定心靈.禪中修行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76987 智在生活禪: 安定心靈.禪中修行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76994 念轉運就轉. 20, 放手,才能緊握幸福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773 繪本小宇宙. 7: 再見夏天,哈囉秋天 肯納.帕克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780 在人生旅途中追逐星星 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797 小狐狸回家 茱莉.湯普森(Jolene Thompson)文; 賈斯汀.湯普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803 我等待 大衛.卡利(Davide Cali)作; 沙基.布勒奇(Serge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680 閩南海上帝國 湯錦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08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湯錦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15 怪物考: 西方中世紀的怪物世界 王慧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22 一山走過又一山: 李安.色戒.斷背山 李達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39 破曉集: 翁鬧作品全集 翁鬧著; 黃毓婷譯.導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46 疫苗: 兩種恐懼的拔河 尤拉.畢斯(Eula Biss)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53 宋詞背後的秘密: 唱情歌,論時政,宋代文青的面 林玉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77 地緣政治與中美博弈 邵維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384 人類存在的意義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 蕭寶森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7504 救命療法.生酮飲食: 德國 新的癌症研究與實證徐拉特樂(Christina Schlatterer), 柯諾(Gerd Kno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7511 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技術: 我的120道出版經營練蘇拾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8132 北方帝國的崛起與衰弱: 俄羅斯千年史 段培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3892 免疫系統全方位復原計畫: 從飲食、壓力、腸道蘇珊.布魯(Susan S. Blum), 蜜雪兒.班德(Miche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618 小男孩長大後: 爺爺和我. 續集 魯瓦克(Robert Chester Ruark)著; 冷彬, 林芳儀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89625 爺爺和我 魯瓦克(Robert Chester Ruark)著; 謝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89632 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些人、那些工作教我的事 梅里特.瓦茨(Merritt Watts)著; 許可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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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米奇巴克

宇河文化



9789869689649 創造價值的技術 藤村正宏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670 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臨終關懷師的2 凱芮.伊根(Kerry Egan)著; 葛窈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687 爸媽老了該怎麼吃?: 世界 新醫學研究告訴你 滿尾正著; 吳怡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694 新世界情勢地圖 帕斯卡.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 于貝爾.凡德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038 精英必備的素養: 全唐詩 鞠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045 精英必備的素養: 全唐詩. 中唐到晚唐精選 鞠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052 你一定愛讀的極簡國學 陳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069 人類的故事(史上第一中譯本):讓你讀到天明的九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著; 沈性仁譯 平裝 1

9789869650076 不讀宋詞,日子怎過得淋漓盡致. 北宋篇 鞠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083 不讀宋詞,日子怎過得淋漓盡致. 南宋篇 鞠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611 飛揚吧!火鳥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阿桶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628 公主救騎士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許凱倫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98 地球人生: 了解我們是誰, 怎麼會來到地球,可能麥克.杜利(Mike Dooley)作; 駱香潔, 張志華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511 穀胱甘肽點滴治療帕金森氏症 柳澤厚生著; Mira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643 Fancy family on holiday editor-in-chief Alien Chi, Patrick We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8622 樂普頭: 小地精與妖精的故事 雅各.史拓艾(Jakob Streit)文; Georges A. Feldma初版 精裝 2

9789869198639 根芽兒 雅各.史拓艾(Jakob Streit)文; 李貞儀圖; 莊金卿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828 瑪莉娜.克魯斯: 母系物語 瑪莉娜.克魯斯(Marina Cruz), 派崔克.弗洛雷斯, 彭佳慧 精裝 1

9789869486835 大卷伸嗣 重力與恩寵/構築之詩 朱倢瑢主編 精裝 1

9789869486842 史金淞台北個展: 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 史金淞, 廖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407 中國領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管成學, 趙驥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9414 醫學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9421 走進科學.醫學密碼 科普小組主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織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拉雲先進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汎奇創意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如果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任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116 走玩故事館 靜宜大學中文系, 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515 竹風青田: 美好年代 徐榮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317 觀物取象: 黃光男畫集 黃光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0429 慶祝2016創社100週年紀念特刊 門諾公共事務處, 慈濟大愛電視台, 鮑定言採訪撰述; 陳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129 柯茗耀詩集 柯茗耀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600 無無相: 江碧蘭水墨創作展. 2018 江碧蘭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9591 古今文學作品詞匯統計及初析 李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9811 旅程: 在尋找家的路上 法蘭西絲卡.桑娜(Francesca Sanna)著; 黃筱茵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9828 我們都是奇蹟男孩 R.J.帕拉秋(R.J. Palacio)文.圖; 馮季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4454 我和怕怕 法蘭切絲卡.桑娜(Francesca Sanna)著;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4461 夢中的舅舅 湯本香樹實作; 植田真繪; 玉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478 露西實驗室. 3, 神祕化石事件 蜜雪兒.胡慈(Michelle Houts)作; 伊莉莎白.澤寇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492 大考國文特蒐題庫與解析: 學測+指考 新閱讀鄭慧敏等合著; 馮季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633 布魯卡的日記: 波蘭兒童人權之父 柯札克的孤兒齊米雷絲卡(Iwona Chmielewska)著; 林蔚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423640 世界第一位樹醫師: 約翰.戴維(John Davey) 張文亮著; 蔡兆倫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657 我的小小島 史黛芬妮.德瑪斯.波蒂(Stephanie Demasse-Pott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622 青玉合輯: 江凌青作品集.高碧玉油畫創作集. 五江凌青, 高碧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江凌青博士紀念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風蒼飛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蓮二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風彩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風建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泉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有故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2073 圖解外科手術入門: 教你基本操作技巧及應用 徐國成, 韓秋生, 羅英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10 常見的口腔黏膜疾病鑑別診斷 黃裕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2127 物理治療學口袋書: 臨床隨身手冊 Ellen Z. Hillegass原著; 游依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34 實證溝通評估與介入: 促進性溝通法 Jeff Sigafoos等原著; 蔡孟儒, 李宏鎰, 李琇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41 保健食品與天然藥草臨床應用手冊 黃鶴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58 癌症治療之路: 醫者該做的事 Stewart B. Fleishman原著; 黃家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65 探索大腦的會談地圖: 提升精神醫學核心能力 林煜軒, 張立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72 彩色圖解骨科徒手治療: 學習如何操作及感知動Jochen Schomacher原著; 黃瀚儀, 賴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89 PNF本體感覺神經肌肉誘發術: 重建動作模組的Susan S. Adler, Dominiek Beckers, Math Buck原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196 五十肩復健一學就會(中英對照) 藍德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02 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牙科材料學 米山隆之等著; 燕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19 心電圖快速解讀 Dale Dubin原著; 蔚百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33 大腦的療癒解密: 從神經科學探索心理治療 Louis Cozolino原著; 何克倫, 游勝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40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6年 劉育銓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57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年: 基礎醫學 陳碩甫, 黃致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64 臨床使用抗生素手冊 張進祿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82271 DSM-5®精神疾病鑑別診斷手冊 Michael B. First原著; 孔繁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88 應用藥理學: 從病理生理探討用藥機制與治療策越前宏俊原著; 周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295 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固定義齒技術學 松村英雄等著; 林富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01 關節活動度測量: 角度測量學習指引 Cynthia C. Norkin, D. Joyce White原著; 黃博靖等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18 肥胖治療手冊: 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臨床處置祝年豐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25 姿勢矯正: 治療師操作指引 Jane Johnson原著; 劉鼎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32 外傷病患的初步評估與處置 D. Demetriades原著; 簡立建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49 檢驗醫學概論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63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年: 臨床醫學 郭鈞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87 燒傷復健期的處理: 理論與實務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394 醫師國考Winner: 醫學倫理 陳佑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400 冠心症心電圖判讀 駱惠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424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年 李家誠, 林祺碩, 林可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431 驗光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年 楊文卿, 張育碩, 廖英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3960 林師姊說故事 無極直轄全真唐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8813977 林師姊說故事 無極直轄全真唐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第3輯 1

9789868813984 忠道訪遊記 無極直轄全真唐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3991 無極玅音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第4輯 1

9789869690805 無極玅音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第5輯 1

9789869690812 無極玅音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第6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899 找到薇薇安.邁爾 約翰.馬魯夫(John Maloof)著; 陳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84 時光走向女孩 黃庭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91 論語不一樣: 需要正能量的時代,正好讀孔子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608 義大利小城小日子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615 雲淡風輕: 談東方美學 蔣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622 暖食餐桌,在我家: 110道中西日式料理簡單上桌徐銘志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639 開房間 王天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全真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239 美國金權: 億萬富翁如何買下美國引以為傲的 珍.梅爾(Jane May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39 美國金權: 億萬富翁如何買下美國引以為傲的 珍.梅爾(Jane May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7408 流罪的日本史: 罪人、惡女、謀反者,如何影響日渡邊大門作; 蕭家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7415 雨月物語 上田秋成作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697446 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 老師叫我不要說,這都是為池谷孝司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7453 10小時學會東大4年管理學 高橋伸夫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023 易學抉微 趙璞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104 伊卡洛斯之翼-凌空而生 Jessica Pawle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111 我是蛙人 劉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128 營長的除靈方法 陸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70135 凰權 天下歸元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670142 凰權 天下歸元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670159 凰權 天下歸元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670166 凰權 天下歸元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670173 凰權 天下歸元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670180 凰權 天下歸元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9670197 營長的除靈方法 陸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459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8） 陳高偉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466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8)大會莊紹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473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8)工作董艷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480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8)教師張新華等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2616 台中自遊散策 黃曼寧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630 漫遊鹿港老街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 賴品慈, 簡孟圓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647 1路玩臺中: 超簡單!不需要轉車便能暢遊臺中16葉羿妮, 張皓筑, 孫鳳伶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654 哩后,一騎去豐吧!: 后豐自行車一日遊 簡孟圓, 賴品慈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661 漫步臺中123 大台灣旅遊網新聞部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707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第5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720 他是憂鬱,不是失智了: 老年憂鬱症,難以察覺的 和田秀樹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737 在畫裡,與幸福相遇: 與名畫同行的心靈旅程 李沼泳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全國藥品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全球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全國印前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國度

光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609 江湖: 首部曲 乙寸筆主筆; 江湖全體玩家共同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9755 低製程變異的低功率正反器設計之研究報告 林進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9823 智能化精密衝壓裁切工具機 蘇嘉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823 勝算: 賭的科學與投資智慧 亞當.庫查司基(Adam Kucharski)作; 甘錫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830 特斯拉: 點亮現代世界的傳奇 約翰.瓦希克(John F. Wasik)著; 林東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847 21世紀生死課 海德.沃瑞棋(Haider Warraich)作;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854 漫畫哲學之河 麥可.派頓(Michael F. Patton), 凱文.坎農(Kevin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861 漫畫心理學: 心智如何探索複雜環境，又怎麼愚格萊迪.克萊恩(Grady Klein), 丹尼.歐本海默(D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9673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18 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編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272 交通主題學習書 蘇美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272 交通主題學習書 蘇美玲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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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9461 吉祥天母占卜法 吉祥天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676 光明的智慧. 11, 百孝經白話聖訓選輯 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683 光明珠璣集 聖賢仙佛作; 光慧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68690 末世的諾亞方舟: 開設佛堂的殊勝(越文版) 吳進雄原著; 張金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632 改變生命的九堂課 海雲繼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602 中國佛教史 道端良秀作; 釋大品主譯; 酒主淨忍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德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光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行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江湖創作團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7441 跟誰都能聊得來 唐牧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458 你的蜜糖,她的毒藥 葉子涵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465 男人不會告訴女人的那些事 安小萌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578 就是要成交! : 討厭做業務也能變成超級業務員嶋津良智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585 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年度好評增訂版): 走向貧琳達.提拉多(Linda Tirado)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592 夢想成真,只要3天!: 1張圖表+7個實踐=改變自己神田昌典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07 南向,面對東南亞 米爾頓.奧斯伯恩(Milton Osborne)著; 王怡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14 出軌,才是王道: 100個跌破專家眼鏡的商業法則卡斯比恩.伍茲(Caspian Woods)著; 周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21 15秒決勝電梯簡報術 美月秋子著;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45 文化地圖: 掌握文化量表讓自己成為國際化人才李康莉, 唐岱蘭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52 能源大騙局: 綠能神話引燃的世紀豪賭 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 凱瑟林.哈內特.懷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69 記憶密碼 琳恩.凱利(Lynne Kelly)著; 張馨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83 中國的未來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 侯英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690 新電商時代: 新零售與粉絲經濟決勝攻略 易觀互聯網+研究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807 用對圖,簡報更有力: IBM簡報教主傳授打動人心清水久三子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814 智能革命新商機: 掌握AR、VR、AI、IW正在顛趙亞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821 捉住客戶的心 : 讓顧客覺得「這就是我要的!\」松野惠介著; 鄭景文, 謝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838 客戶的信任來自專業自信 : 不低頭快速成交法 五丈凛華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37777 火車快飛繞家園 許雅芬等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6837784 上天下地看家園 徐美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837791 看!我們的國家公園 唐炘炘等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6837807 穿越時空看家園 許雅芬等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6837814 潛浮海洋探家園 方力行等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0459 圖說成語576 陳啓淦編; 黃麗繪圖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2046 聚奮：壬辰-戊戌印課集 李螢儒, 柯詩安, 杜三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297 你想活出怎麼的人生? 吉野源三郎著; 陳昭蓉譯 二版 平裝 2

9789861343303 在AI時代勝出: 行銷自己的祕密 永井孝尚著; 李韻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310 五星級溝通術,你的成功巨浪 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327 善待他人,也不委屈自己: 贏得人心的白宮社交之莉婭.博曼(Lea Berman), 傑瑞米.伯納(Jeremy B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334 可複製的領導力: 300萬付費會員推崇,樊登的9堂樊登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企鵝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藏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有聯書報企業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720 醫護英文 施惠娟, 黃怡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4441 基督教的故事 大衛.班特利.哈特著; 王聖棻譯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1784458 一首詩的故事 王盈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465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黃晨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489 聊齋志異. 四: 夢覺黃粱 (清)蒲松齡著; 曾珮琦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496 漫漫古典情 樸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502 哭完了就要笑啊: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集 歐亨利(O. Henry)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519 心靈塔羅: 內在探索.靜心指引 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526 印度神話故事 黃晨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533 愛倫坡驚悚小說全集 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著; 簡伊捷, 林捷逸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1784540 環繞月球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著; 吳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557 中國神話故事 黃晨淳, 廖彥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564 環島浪漫 : 曾文誠800公里的人生完賽 曾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571 絕望的刀刺進了我的青春: 王爾德詩選. I 王爾德(Oscar Wilde)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588 埃及神話故事 黃晨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595 聊齋志異. 五: 神靈有難 (清)蒲松齡著; 曾珮琦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601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著; 劉珮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625 莎士比亞故事集 莎士比亞原著; 蘭姆姊弟改寫; 劉紅燕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618 基礎理論+精選吐司配方 鄭旭夆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557 章草書法研究: 漢字進化的精靈 林榮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564 臺灣寺廟文資保存與社會貢獻 陳益源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522 爺爺的筆記本. 第十九集: 你真的暸解希臘神話 李華陽, 李元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1463 類遺囑: 古能豪手抄台語紀念詩集 古能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44116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4123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4130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4147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4154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4161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文館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代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元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夆工作室

百譯企管顧問



9789863044178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44185 后宮.如懿傳 流瀲紫作 再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13751 行己無愧 昂揚向上-黃金麟教授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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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08972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十五屆陳玉瓏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85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七屆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第七屆畢業設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629 八大人覺經十講: 法華經大意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704 中英人間佛教詞彙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編輯; 妙光編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574574759 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574766 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574773 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574797 星雲大師與法門寺 韓生, 韓金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803 華嚴經普賢十大願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73569 郵局考試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08版 林世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804 國文(測驗&閱讀測驗): 郵局考試專業職(二)外勤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085 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點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92 高普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108 高普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 完全命題焦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115 行政法主題式申論&選擇混合題庫Q&A. 108版 顏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122 高普民法(概要)題庫3Point: 選擇&申論完全攻略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320 高普高分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10劉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474 高普財政學. 108版 周群倫編著 第十七版平裝 1

9789864974498 審計學. 108版 金永勝編著 第十八版平裝 1

9789864974504 審計學. 108版 金永勝編著 第十八版平裝 1

9789864974573 一般行政警察考前速成. 107版 江河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719 會計學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二十一平裝 1

9789864974887 鐵路法(大意) 劉奇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974924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高普. 108 李齊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975020 高普縱橫英文. 108版 郭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136 高普互動式．行政法. 108版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143 教育哲學: 教師檢定.甄試. 108年 羅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150 教育哲學: 高考. 108 羅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204 就是行政學(測驗題庫) 程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280 高普考-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5297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5341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顏台大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東海社會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財金系



9789864975426 司法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433 警察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440 教育行政學: 高考. 108 劉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457 教師甄試檢定教育行政學. 108年 劉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518 高普行政法總論(含概要). 108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532 警專自然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549 警專社會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556 監獄學表解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594 監獄學綜覽: 司法特考. 108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600 警察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617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5648 台電新進僱員(機械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題庫李楓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655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輸、配電線路/變電設備維護李楓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679 流行病學. 108版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686 迴歸分析: 高考. 108 王瑋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693 警專國文: 警專入學. 108 朱武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709 教育綜合測驗(含歷屆試題) 戴帥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716 警察行政法(含行政程序法). 108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723 行政學百分百(命題焦點暨題庫解析) 陳真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975730 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編著 第二十版平裝 1

9789864975747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 韋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754 監獄行刑法綜覽(含羈押法). 108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761 刑事訴訟法. 108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785 高考電路學讀.解. 108年 陳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808 工程數學: 高考. 108 吳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839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5846 高考租稅各論. 108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877 國文: 測驗(高普考) 卓村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5884 國文: 測驗(鐵路特考．升資考．各類相關考試)卓村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5891 國文: 測驗 卓村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5907 國文: 測驗(警察特考) 卓村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5914 司法民法(概要)題庫3Point: 選擇&申論完全攻略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921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電機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李楓等編著; 鄭景翔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4975938 勞資關係讀本 陸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952 拆解政治學歷史年表 韋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969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5976 行政學申論實戰出擊 郭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990 財政學主題式歷屆申論題庫精準解題. 108版 鄭漢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6003 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試題解析 黃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010 行政法概要: 精選考題與命題重點整理 林清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976027 政治學申論題庫: 20組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034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高普考專用) 古正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041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鐵路特考專用) 古正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065 鐵路法 陳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6089 民事訴訟法 林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096 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 林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119 架構式刑法(概要)申論攻略題庫. 108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126 監獄行刑法測驗題庫. 108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164 民法物權編概要. 108版 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171 教育與心理測驗(含教學評量) 戴帥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188 社會學 強破題書. 108版 韋樂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195 高等會計學. 108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225 教師甄試.檢定專用: 新常用字形字音彙編. 10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232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混合題型百分林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249 政治學測驗+申論題型實戰出擊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256 司法特考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 完全命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263 統計學精典歷屆申論題型解題. 108版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270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08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287 私藏讀本: 公共管理 張本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294 公共管理精論 陳真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976317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高普考版)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324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司法版)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331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測驗試題(警察版)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348 警察化學好樣的. 108版 張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362 社會工作讀.解 戴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386 21DAYS秒速解決!國文 田丹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409 21DATS秒速解決!公民試題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423 21DAYS秒速解決!行政學(大意)試題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447 超完整公共管理 叔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6461 私藏題庫: 行政學深論題庫精準解題. 108版 張本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478 生理學主題式營養補給測驗題庫 傑西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485 比較教育 羅正, 玉棠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6492 互動式憲法 呂晟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6539 互動式憲法(警察特考專用讀本) 呂晟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6546 電力系統(高普考專用) 程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560 電力系統(國民營考試專用) 程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6621 國中專業國文通論 李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817 步步蛙很愛跳 林小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06 鐵三哪 mirocomachikoo文.圖; 李瑾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37 我自己的博物館 艾瑪.路易斯(Emma Lewis)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44 果子紅了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51 老伯伯的雨傘 佐野洋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68 我是聖誕樹 佐野洋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75 麗莎與卡斯柏的甜點食譜書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82 鬱金香 荒井真紀文.圖;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9715 風動: 南台灣新風格展覽檔案記錄 鄭雯仙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595 真傳法師指訣總集 永靖大法宗師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625 四、五言獨步論命 劉錦漢著 平裝 2

9789866677632 一週學會易經卜卦 雷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656 白話理象探解 高修雄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6302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二, 哺乳、 夏良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6319 新知研討會養羊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7年度 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6326 新知研討會水產研討會. 107年度 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6333 新知研討會蛋雞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7年度 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100

送存冊數共計：100

步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991 藝術家與他們的貓 艾莉森.娜斯塔西(Alison Nastas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09 入圍的有-王牌配音員賈培德 賈培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16 極限領導學 羅蘋.班妮卡莎(Robyn Benincasa)作; 黃書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23 開往龍目島的慢船 吳文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30 100歲的幸福論: 開心生活的五大秘訣 笹本恒子著; 楊雅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458 初學者OK!: 綠意花園水泥雜貨設計書 原嶋早苗作;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65 馬卡瑞比.自在風格: 會呼吸的戚風蛋糕 馬卡瑞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72 Bake Shop!: 10家東京烘焙名店高人氣食譜X獨門柴田書店編著; 亞緋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89 一張紙完成!3D立體摺紙設計 三谷純著; 林睿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96 DIY+GREEN: 自宅改造綠色家居 TSURUJO+MIDORI雜貨屋作; 徐淑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7705 CAKES: 烘焙日常の甜食味 坂田阿希子著; 范思敏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754 區塊鏈: 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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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2908 教我如何不信祂 史普羅(R. C. Sproul)著; 趙中輝譯; 吳湘芸編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9692915 信仰的基石: 上帝為什麼賜下誡命?(第一部分:我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 湯姆.瓦爾德克(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2922 以撒和雅各: 永不離棄的恩典 伊恩.杜古德(Iain M. Duguid)著;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656 拉丁文文法大全 康華倫(Valentino Castellazzi)著 修訂一版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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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618687 色彩.符號.圖象的詩重奏 李桂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301 時間的擾動 夏婉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5665 跨越想像的邊界: 族群.禮法.社會: 中國史國際學陳惠芬主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3265863 時光隧道: 朱學淵散文集(簡體字版) 朱學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00 從張資平到關永吉: 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百談 陳思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17 許水富截句 許水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24 幻所幻截句 葉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31 紫色習作: 秀實截句 秀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48 大自在截句 蕭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55 孟樊截句 孟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62 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 羅桂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79 生涯一片青山: 林豐賓公職生涯回憶錄 林豐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86 老人社會工作 葉志誠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993 失肘港 伍季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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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沐風文化



9789863266006 陽光如賒: 寫意舊金山 爾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013 毀滅 蘇平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037 紫微斗數: 筆記本. 主星篇 賀春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66044 紫微斗數: 筆記本. 副星篇 賀春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66051 倒退的時代: 從梁啟超的憲政到<>的民主 邵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075 紫微斗數筆記本: 機月同梁巨日. 格局篇 賀春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66082 紫微斗數筆記本: 紫廉武府相殺破狼. 格局篇 賀春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66099 海上張園: 近代中國的第一座公共空間 張偉、嚴潔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05 今典釋詞新訂本 王爾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12 林廣截句 林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29 暫時安全: 潛默雙語詩集 潛默著.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36 紫微斗數筆記本.紫微系.論命觀念篇 賀春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43 紫微斗數筆記本.天府系.論命觀念篇 賀春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50 一個上海女人的美國法庭征途 瀟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67 請留下彩虹: 一位精神貴族的人生啟示 聶崇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74 世變下的經道合一: 清初遺民<>學中的「內聖外張曉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81 胡淑娟截句 胡淑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198 緬華截句選 王崇喜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11 詹澈截句 詹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28 林煥彰截句: 截句111，不純為截句 林煥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35 劉曉頤截句 劉曉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42 日頭雨截句 王羅蜜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59 劉梅玉截句: 奔霧記 劉梅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73 忙紅忙綠 宇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73 忙紅忙綠 宇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297 窗: 曾湘綾驚悚小說選 曾湘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327 AICA international congress Taiwan: art criticism in AICA TAIWAN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334 時間的迷霧 莫云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3266334 時間的迷霧 莫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365 野生截句 白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426 魚跳: 2018臉書截句選300首 白靈編選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457 截竹為筒作笛吹: 截句詩「誤讀」 余境熹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769 公司賺錢有這麼難嗎?: 賣得掉的才是好公司,17約翰.瓦瑞勞(John Warrillow)著; 戴至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776 新多益3冠王腦力全開記單字: 字根、諧音、心 連育德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9659505 學得快才會想學!: 黃金20小時學習法 喬許.考夫曼(Josh Kaufman)作; 謝佳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505 學得快才會想學!: 黃金20小時學習法 喬許.考夫曼(Josh Kaufman)作; 謝佳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512 重新開始第二人生: 14天逆轉人生的心靈解放課庫特.布萊克森(Kute Black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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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47348 I am Sharol photographs Sharol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776 與聖靈的神聖相遇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楊淑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伽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6

李茲文化



9789861372600 為愛徬徨的勇氣: 阿德勒的幸福方法論 岸見一郎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617 深井效應: 治療童年逆境傷害的長期影響 娜汀.柏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著; 朱崇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624 言語之碗:改變不當說話習慣，真正解決溝通困金允那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631 令人神往的靜坐開悟: 普林斯頓大受歡迎的佛學羅伯.賴特(Robert Wright)著; 宋宜真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648 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 即時療癒人際關係的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923 文法規則秘笈: 用解析圖表學英文 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930 會話應用大全: 看情境對話學英文 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947 我是貓,喵喵喵: 色鉛筆完全自學27堂基礎筆法示陳曉傑, 李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954 色鉛筆的繪旅行: 完全自學20堂基礎筆法示範,2陳曉傑, 陳冑, 夏在希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961 花花世界: 色鉛筆完全自學25堂基礎筆法示範,3陳曉傑, 趙龍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978 新多益聽力全真試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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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5530 證道歌略譯 平實導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547 從一佛所在世界談宇宙大覺者 高正齡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722 弱勢的禮物 盧冠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228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2018畢業設計作品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2018畢業班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618 曠野的聲音: 一位美國醫生在澳洲沙漠的心靈之瑪洛.摩根(Marlo Morgan)著; 李永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21 我在慈禧身邊的日子 金易, 沈義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38 我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雅馬達.伯納(Amand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45 玄奘絲路行 莎莉.哈維.芮根斯著; 杜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52 小腳與西服: 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 張邦梅(Pang-Mei Natasha Chang)著; 譚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69 選戰必勝方程式: 美式選戰揭密 詹姆士.梭柏, 坎迪斯.納爾遜著; 郭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76 大外交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著; 顧淑馨,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83883 大外交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著; 顧淑馨,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83890 回顧: 越戰的悲劇和教訓 羅伯.麥納瑪拉, 布萊恩.范德瑪著; 汪仲, 李芬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907 瘋狂球賽: 小飛俠布萊恩在NBA奮鬥的心路歷程羅倫.拉森比著; 齊柏林, 李成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914 巨星的崛起: 雷霸龍詹姆斯 大衛.摩根著; 李成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921 盡情使壞: NBA籃板王羅德曼自傳 丹尼斯.羅德曼著; 周學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938 邁可.喬丹傳: 為萬世英名而戰 大衛.胡柏斯坦著; 褚耐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204 桌球體能訓練 陳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李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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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國德霖科大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彤鳥社會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含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4010 BiG行動夢想家年刊. 2017: 夢想現在就出發 財團法人BiG行動夢想家文化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662 新多益全真測驗: 速戰速決400題 入江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7679 新多益全真測驗: 穩紮穩打600題 Michael A. Putlack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7686 醫病溝通英文句典 Lily Yang, Quentin Bran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693 新多益大師指引: 閱讀滿分關鍵 文喬, David Katz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78508 Beyond the sky Student Book writer Gerry du Plessls 1st ed. 其他 1

9789574778515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應試技巧 項光裕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78522 何嘉仁全民英檢初級字彙應試必備 Elliot Essey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778539 eSTAR student book 張曉莉,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78546 eSTAR student book 張曉莉,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78553 eSTAR 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78560 eSTAR 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778577 何嘉仁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模擬試題 項光裕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912 自主玩學天書: 探索旅程(黃)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8929 自主玩學天書: 探索旅程(紅)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8936 自主玩學天書: 探索旅程(藍)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8943 Daddy跟妳說秘密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8950 布朗克咕嚕嚕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292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31308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8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931315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8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254 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 1 楊開煌等著; 周世雄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551 上帝的故鄉: 司馬庫斯部落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68 中部 美的楓葉櫻花民宿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75 陽明山的祕密花園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82 北部海岸線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99 墾丁新鮮點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356605 墾丁新鮮點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56612 阿里山的私房景點 林拓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克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妙蒜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吳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塔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何嘉仁

宏智國際文創



9789866356629 北部橫貫公路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36 大臺北的山城小鎮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43 中臺灣的三個浪漫莊園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50 獨一無二的高雄美麗風光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67 南投好山好水另類玩法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04 花蓮美麗的山線與海岸線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98 美麗花東縱谷風景區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81 臺南古城趴趴走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74 高雄市的海岸風光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11 高雄市藝文宗教之旅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28 嘉義平地休閒好景點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35 享受台東海岸線美景之旅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42 台南廟宇海岸線與藝術村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59 大台北的夜市文化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66 宜蘭溫泉鄉與海岸線之旅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73 大台北捷運旅遊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80 台灣美麗私房景點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834 台灣深度之旅. 第一輯, 北台灣篇 林拓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356841 台灣深度之旅. 第二輯, 中台灣篇 林拓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6356858 台灣深度之旅. 第三輯, 南台灣篇 林拓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6356865 台灣深度之旅. 第四輯, 東台灣篇 林拓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6356889 台南美麗風光 林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535 卡達露骨 羅智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905 第1本素西餐料理書: 風尚．精緻．健康．美味 李耀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912 上班族對症湯療: 用電鍋燉補70道湯粥茶養生藥陳富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929 手釀水果102 顏金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631 酵素食代 江晃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648 救救過敏 李吉英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767 沙郡年紀: 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2929 貧窮、金錢、愛: 用 少的資源達到 大成就,把潔西卡.賈克莉(Jessica Jackley)著; 莊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2943 我願成為山的侍者 劉崇鳳著; 古國萱剪紙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2950 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 亞歷山大.馮.洪堡德用 安德列雅.沃爾芙(Andrea Wulf)著; 陳義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133 種子的信仰 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布萊德利.迪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157 自然農(第1次栽培全圖解): 向大自然學種菜!活化鏡山悅子作; 川口由一監修; 岩切澪, 蔣汝國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171 毒木聖經 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作; 張竝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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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金三裕印刷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奇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我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9789573020448 旅遊日語100句搞定! 陳秀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20455 中日漢字對照集 陳秀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470 近代哲學趣談 鄔昆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593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著 修訂十二平裝 1

9789571931609 似是閒雲 逯耀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616 中國史學發微 錢穆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4829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836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4843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1, 那時我們在各 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850 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白都くろの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867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4874 夏日回憶錄 海津豊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881 華志摩同學 天宮伊佐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898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外傳, 邪氣眼龍政宗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904 獅子王強大電視劇改編小說 東森創作原創; 蕭沁恩改編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911 我們是 愛特警隊❤Q比特!! 淚爽創太作; Nanase Tsa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928 童話魔法使 松智洋, StoryWorks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935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4942 月神與兔女的緋色記事St.1, 在無月之夜有時會 徒埜けんしん作; Hwriter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959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4966 昴宿七星 田尾典丈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973 非宅女友對我的H遊戲感到興致勃勃...... 滝沢慧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980 怎麼可能在一起!不行!不行!我愛你! 內堀優一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997 童話魔法使 松智洋, StoryWorks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000 溝通障礙的我將交涉技能點滿轉生後的結果 朱月十話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017 雛菊心的休憩時光 ひなた華月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024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048 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 貓又ぬこ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055 我的驍勇威震天地. 1: 亞歷克希斯帝國昌隆記 あおむら赤光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062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079 昴宿七星 田尾典丈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086 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5093 織田信奈的野望 安土日記. 1, 本能寺茶會騷動錄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999 自由在落日中 袁紅冰作 增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5761 Freshman english 洪麗洋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822 空中美語國中全方位講義 James Ming[作] 其他 第5冊 1

9789865965907 TOEIC Breakthrough David Vickers等作 其他 1

9789865965921 Phonics(tag reading) Ryan Campbell[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965938 Phonics(tag reading) Ryan Campbell[作]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大



9789865965945 Phonics(tag reading) Ryan Campbell[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965969 Step up vocabulary & reading 柯源源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34211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9334228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9334235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9334242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3冊 1

9789869334259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4冊 1

9789869334266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5冊 1

9789865965976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5965983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596599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9334204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9334280 空中美語國中全方位講義 James Ming[作]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422987 English for college students Level 1. B Tiana Vazquez, Tanya Lin作 其他 1

9789869593175 New Vocabulary & Reading authors Michael vergara et al.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593182 New Vocabulary & Reading authors Michael vergara et al.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593199 New Vocabulary & Reading authors Michael vergara et al.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605205 NEW Workplace English Book authors Ryan Cambell et al.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605212 NEW Workplace English Book authors Ryan Cambell et al.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605236 Howdy student book authors Sarah Gowen et al. 1st ed. 其他 第7冊 1

9789869605250 Writing basic authors Tanya Lin, Whitney Zahar 1st ed. 其他 1

9789869605267 Howdy student book authors Sarah Gowen et al. 1st ed. 其他 第8冊 1

9789869605274 字彙Level3&4高效合一 王祈堯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5281 Speaking Basic authors Tanya Lin, Curtis Starkey 1st ed. 其他 1

9789869605298 Basic English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A editor-in-chief Tanya Lin 平裝 1

9789869655408 English in global context 柯源源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415 CSEPT全真模擬試題. Level 1 authors Whitney Zahar, Curtis Starkey 其他 1

9789869655422 Chin up Dept. of AMC EFL magazines作 平裝 1

9789869655439 大考英文高分突破 詳解本 王祈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55446 大考英文高分突破試題本 王祈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453 Listening basic authors Ryan Campbell et al.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655460 Listening basic authors Ryan Campbell et al.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655484 English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author David Vickers et al. 其他 1

9789869655491 Howdy student book authors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其他 第9冊 1

9789579639712 世界觀與未來趨勢之交響樂章 黃宣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280 破碎帝國. 首部曲: 荊棘王子 馬克.洛倫斯(Mark Lawrence)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822 克蘇魯神話事典: 暗黑神話大系、邪祟諸神、異森瀨繚著; 王書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3302 龍鱗焰火 喬.希爾(Joe Hill)作; 周翰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83319 龍鱗焰火 喬.希爾(Joe Hill)作; 周翰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012 陳在汮: 刻畫璀璨 陳在汮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623 品牌的力量 亞洲的設計 : 國際品牌設計展作品 何孟穎專輯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東之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方設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41

奇幻基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8128 佛學問答(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第1輯 1

9789866048135 佛學問答(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6048142 佛學問答(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第3輯 1

9789866048159 佛學問答(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第4輯 1

9789866048166 佛學問答(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第5輯 1

9789866048173 佛學問答(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第6輯 1

9789866048180 佛學問答(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第7輯 1

9789866048197 歸依三寶(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54387 <>研究 冷紀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394 唐詩安西書寫研究 陳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400 唐詩安西書寫研究 陳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417 蘇、黃戲題詩研究 謝光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424 書寫之後: 反叛回憶的夢窗詞 林晏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431 史達祖詠物詞研究 呂怡倫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448 史達祖詠物詞研究 呂怡倫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455 董士錫生平及其詞學研究 陳米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462 黃景仁詞的注譯賞析 朱元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479 陳夢家甲骨學綜合研究 曾俐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493 <>分部綜合研究 謝念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509 古漢語「說話類」動詞語義場研究 楊鳳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516 東漢經師音讀系統研究 邱克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523 東漢經師音讀系統研究 邱克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530 <>音注研究 王鐵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547 方以智音學研究 洪明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554 方以智音學研究 洪明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561 論近代零聲母的形成與演化: 以官化區的明清語劉曉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578 <>注音研究 李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585 「止攝」字音讀在閩南語中的演變 張茂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08 規訓與認同: 當代華語青春電影研究 楊林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15 城市視覺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學 曾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22 共識.分化.多元: 五十年雷鋒報導話語變遷研究 胡襯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39 張煒「半島」世界空間解碼 路翠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46 1976年前後文學的異同與演進 李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53 地域視角與王安憶的小說創作 程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60 鐵凝小說敘事研究 周雪花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91 基督、聖靈、人: 加爾文神學中的思辨與修辭(簡陳衛真, 高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684 孔、孟、荀王道思想研究 鄧夢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707 <與<>的生命觀研究 許詠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714 當代西方天主教相稱主義倫理學研究(簡體字版林慶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721 透過冥契主義重構<>體道工夫的研究向度 林修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738 同為異國傳教人: 近代在華新教傳教士與天主教田燕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745 兩漢祀權思想研究: 以<>與<>中郊廟二祭之經典陳惠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752 兩漢祀權思想研究: 以<>與<>中郊廟二祭之經典陳惠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769 嵇康與郭象自然與名教思想之比較研究 李建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776 唐代音樂賦之思想研究 曾愛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783 唐代音樂賦之思想研究 曾愛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790 基督教與華北社會研究(1927-1937)(簡體字版) 張德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806 基督教與華北社會研究(1927-1937)(簡體字版) 張德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813 宋代湖湘學派理學研究 劉榮賢著 初版 精裝 1

法王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花木蘭文化



9789864854837 天音北韻: 華北地區天主教音樂研究(簡體字版)孫晨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844 天音北韻: 華北地區天主教音樂研究(簡體字版)孫晨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820 周海門哲學思想研究 代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851 耿定向與李贄論爭研究 周素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875 西洋圖像的中式轉譯: 十六十七世紀中國基督教董麗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868 壇經十八講 錢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882 耶穌作爲明鏡: 20世紀歐美耶穌小說 張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912 中國「社會發展史」話語生成考論(1924-1950) 胡一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929 北洋政府時期的外籍顧問寶道(Georges Padoux) 林政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936 中日戰爭期間的葡澳政府(1931-1945) 黃瑛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943 民國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 郭勝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950 民國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 郭勝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967 近代中國電化教育學發展研究 李斌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974 近代中國電化教育學發展研究 李斌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981 民國小學母語教育研究 朱季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998 西南聯大文人群生活文化之研究 劉順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001 民國全運會研究 孫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025 莊子與骷髏: 敘事文學中的多重對話 洪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032 蘇門詞人「主體意識」與詞作「文人化」現象 林玉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049 青樓青山青史: 河東君與<>新論 李栩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056 青樓青山青史: 河東君與<>新論 李栩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063 由志士到文士: 辛棄疾在宋孝宗朝(1162-1189)的黃全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070 古典小說品論 張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087 宋代「說話」伎藝的商業化運作模式研究 李啟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094 <>與<>研究 邱靖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100 <>與<>研究 邱靖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117 元雜劇娛樂功能研究 康相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124 天理與人欲的流動: 理學在南戲中的呈現 周麗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131 清代組劇研究 金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148 京劇開蒙戲研究 黃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155 六朝志怪筆記中動物故事研究 陳曉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162 六朝志怪筆記中動物故事研究 陳曉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186 由蘇曼殊看晚清民初文學轉型 黃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193 「左聯」時期的左翼雜誌與左翼文藝運動 李淑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09 三十年代論爭語境中的魯迅 宋歡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216 三十年代論爭語境中的魯迅 宋歡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223 1933年的文學遊戲研究 管冠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30 戰國策派的美學思想初探 高阿蕊, 張武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47 民國時期上海的文學與法律(1927~1937) 苟強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54 陪都文化論 郝明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61 知識分子與「大眾化」革命(1937-1949): 以丁玲吳舒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78 徐訏新論 閆海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85 在文士與鬥士之間: 王平陵研究(1917-1949) 張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292 複調與對位: <>集外文研究 張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308 從危機詩學到地域小說: 中國現代文學中英論文鄭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315 「語言統一」與現代中國文學運動 朱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339 狄宛第二期闕爟與營窟考見星曆進益: 狄宛聖賢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5346 狄宛第二期闕爟與營窟考見星曆進益: 狄宛聖賢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5353 狄宛第二期闕爟與營窟考見星曆進益: 狄宛聖賢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5360 狄宛第二期闕爟與營窟考見星曆進益: 狄宛聖賢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5377 先秦文獻中的「古帝」傳說研究: 「託古」範式孔祥來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384 先秦文獻中的「古帝」傳說研究: 「託古」範式孔祥來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391 家族遷徙與地域社會: 魏晉南北朝關中郡姓研究宋豔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407 元代官營工商業法律制度研究 綦保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414 清季知識女性「女性觀」之研究 馮慧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421 樊增祥傳論 薛超睿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438 樊增祥傳論 薛超睿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445 美德關係在中國,1894-1901 袁正邦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452 美德關係在中國,1894-1901 袁正邦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469 膏腴之壤,江南好尚: 江蘇區域史散論 朱季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476 中國傳統雷電自然知識變遷研究 雷中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483 雲南古代佛教中的婆羅門教因素研究 羅玉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490 南宋寺院經濟與社會 劉軍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506 制器尚象: 中國古代器物中的觀念與信仰 練春海主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513 制器尚象: 中國古代器物中的觀念與信仰 練春海主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520 竹帛書<>書法比較研究 江柏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537 西漢未央宮出土骨簽書法研究 張嘉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544 西漢未央宮出土骨簽書法研究 張嘉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551 宋代書籍刊刻與書法研究 周勁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568 明中期江南文人畫家與民間職業畫家比較研究 熊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575 徐三庚篆刻書法藝術研究 顏瑛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599 唐代類書編纂研究 劉全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605 明代書目研究 孫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629 明代書目研究 孫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612 明代書目研究 孫蘊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5636 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 黃武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643 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 黃武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650 如切如磋: 經學文獻探研錄 陳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667 如切如磋: 經學文獻探研錄 陳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674 20世紀中國<>學論要 劉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681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 白星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698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 白星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704 <>選文研究暨篇目分體索引 韓建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711 明清文章總集分體與分類研究 蔣旅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728 明末清初女性作品總集編刊研究 傅湘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735 明末清初女性作品總集編刊研究 傅湘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742 四古本<>異文研究 朱懷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766 四古本<>異文研究 朱懷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759 四古本<>異文研究 朱懷清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5773 陶詩彙評箋釋 (清)溫汝能纂訂; 高建新箋釋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780 <>補正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5797 <>補正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5803 <>補正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5810 <>補正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5827 杭世駿年譜 趙永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841 戰後臺灣婦女參政之比較研究(1945-2010): 以許盧文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55858 交通、人流、物流: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劉芷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865 從台灣基層金融到商業銀行: 「板信」之研究(1魏占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872 從台灣基層金融到商業銀行: 「板信」之研究(1魏占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889 六堆客家婚姻禮俗變遷研究 陳晏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896 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臺灣客家移民社群之建構 呂萍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902 遷移、嬗變與認同: 1960年代後加州蒙特利公園洪玉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919 道文化與臺灣民間宗教研究: 以<>、<>、<>之 蘇何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926 閩南入冥救親戲曲研究: 以泉腔、莆仙戲<>為例李育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933 當代臺灣布袋戲「主演」之研究 劉信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940 當代臺灣布袋戲「主演」之研究 劉信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957 志賦、試賦與媒體賦: 臺灣賦之三階段論述 王淑蕙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964 志賦、試賦與媒體賦: 臺灣賦之三階段論述 王淑蕙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5971 世界.民俗.帝國: <>小說研究 王琬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5988 八、九0年代臺北城市「生活空間」文學書寫研張志帆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5995 八、九0年代臺北城市「生活空間」文學書寫研張志帆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084558 出包王女畫集LOVECOLOR 矢吹健太朗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1098326 無禁忌校醫 円真知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6237 君之刃 小手川瑜亞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41317 藍血戰記 果向浩平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2318 爆麗音 佐木飛朗斗原作; 山田秋太郎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2325 爆麗音 佐木飛朗斗原作; 山田秋太郎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0648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3380 Judgement Overman放學後的結社 東出祐一郎原作; 佐二枝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0430 和平捍衛隊: 鐵 黑乃奈タ繪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5046 我老婆是學生會長! 中田ゆみ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3544 幸運男孩 ∞Jacobian原作; 紗和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5944 羽球戰爭! 濱田浩輔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951 羽球戰爭! 濱田浩輔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5968 羽球戰爭! 濱田浩輔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9843 RACK 第13科的殘酷器械 荊木吠人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2641 火之丸相撲 川田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4799 羽球戰爭! 濱田浩輔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6168 家有女友 流石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6953 我的童年玩伴變成女孩吧 森下真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8087 迷你無頭騎士異聞錄 成田良悟原作; 梅津葉子作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926 機器飯友 岩岡壽枝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091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9251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23686 波奇酷洛 松本直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4034 BIRDMEN鳥男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5277 我想被高中女生殺死 古屋兎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338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7035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29169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97350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1919 無人知曉的有塔小鎮 あかほりさとる(赤堀悟)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933 地獄的閰羅 島田千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220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703517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03968 無法言喻 絵津鼓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4521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ALIVE 新田祐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4897 腐男子高校生活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4910 立花館 愛三角關係 merryhachi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4934 捏造陷阱: NTR コダマナオ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559 10 count 宝井理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6839 花牌情緣 末次由紀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707737 偵探少女有紗事件簿 來自溝口的愛 東川篤哉原作; ゆきなつ作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966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柚木N'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8031 義呆利原作導讀: WW1的義呆利 日丸屋秀和監修.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8154 東港3寶(仮) 希萌創意圖.文 平裝 1

9789864708642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709359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9366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9373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9687 外之國的少女 なが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5

送存冊數共計：152

東立



9789864709786 千早同學這樣就好 くずし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054 小咩的管家DX 宮城理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0085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0559 村祀 山口讓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0856 春的詛咒 小西明日翔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099 碧藍的荷魯斯之眼: 男裝女王物語 犬童千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228 春&夏推理事件簿 ぶーた, 初野晴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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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821648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2409 JACKASS! ス力ーしツト・ベり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3024 女騎士、變成會計了。 Rootport原作; 三ツ矢彰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3062 第3的基甸 乃木坂太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3383 妳死亡的夏天 大柴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3680 鬼畜、遭遇 おわる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23680 鬼畜、遭遇 おわる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23727 腐男子高校生活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Shin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4441 手掌心的熱度 北野詠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5561 雙角關係 タチ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162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6490 愛喜劇的笨蛋 櫻井しゆしゆしゆ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957 架刑的愛麗絲 由貴香織里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7176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7367 晚安.開膛手.傑克 二宮愛原作; 名尾生博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466 閉上眼睛吧、星野。 永椎晃平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534 王室教師海涅 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7756 罪X10 山內泰延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923 流浪漢上班族 今市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8692 件的詛咒 渡边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9057 獄都事變公式同人合集-空 リンネ堂, SUNPLANT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29163 助太刀09 岸本聖史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460 魔女的心臟 matoba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552 思春期的鋼鐵少女 渡辺靜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9798 逃避愛情的膽小鬼 千葉たゆ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9972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暁なつめ原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0531 VECTOR BALL向量球 雷句誠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0548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0975 神秘巨人阿瓦斯 光永康則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1415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61644 少年女僕 乙橘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1842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 遠藤ミド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2016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番外篇: 信樂大叔 遠藤ミドリ原作; 宗一郎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2443 能劇美少年 成田美名子作; 楊雅玲譯 平裝 16 1

9789864862542 件的詛咒 渡边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2580 絡新婦之理 志水アキ, 京極夏彥作; Akamiko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2603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2801 誰殺了賢者? 奈々本篠介原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3099 男孩們的 愛 松本ミーコハウス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3136 獵魔師養成班 ねこねこ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4393 男男分手專家 柏木真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423 獄都事變公式同人合集: 夕 リンネ堂, SUNPLANT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64638 無可挑剔的 愛喜劇 鈴木大輔原作; 肋兵器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928 再見了,我的克拉默 新川直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942 鑽石王牌B!青道高中管樂社 寺嶋裕二原作;馬籠ヤヒロ漫畫;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5161 隱瞞之事 久米田康治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5406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6014 憂國的莫里亞蒂 コナン.ドイル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6243 空挺Dragons 桑原太矩漫畫; 林家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6281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6434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6564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6588 即使化成了灰 鬼八頭かかし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6601 妖怪學校的菜鳥老師 田中まい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6649 王樣老師 椿泉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66694 春風的異邦人 紀伊カンナ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6984 女神異聞錄Q迷宮闇影Side:P4 アトラス原作; みずのもと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6991 女神異聞錄Q迷宮闇影Side:P4 アトラス原作; みずのもと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7226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亞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7806 URATAROU溫羅太郎 中山敦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844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851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7936 黑夜遊行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950 魔王遭難中: 旁邊還有愉快的伙伴們唷 遠田Marimo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974 新約Marchen 鳥飼やすゆき原著; Sound Horizony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8001 少根筋又傲嬌的童年玩伴 海月れおな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8308 輝夜姬想要人告白: 天才們的 愛頭腦戰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8629 Clockwork Planet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原作; クロ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8742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8759 Back Street Girls 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8780 寄養犬、輾轉夜 のばらあいこ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8827 只要妳說妳愛我 葉月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68858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8865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8964 我開始在GAYBAR打工了。 結城ア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8971 聽我的電波吧 沙村廣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8995 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9329 Jealousy スカーレット, 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350 萌男友是柑橘色 玉島Non作; 黃詩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459 零里 岩明均原作; 室井大資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9596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9534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9541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9558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9565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9572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9589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69978 ROBOTxLASERBEAM 機器人的雷射高爾夫 藤卷忠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52339 妖怪籃球社 霜月かい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605 DKB男校弓道社 佑羽栞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9652612 英雄教室: 炎之女帝 新木伸原作; 水口鷹志漫畫; 陳彥穎譯 平裝 1

9789579652667 CYLCIA=CODE虛空世界 大森葵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704 開悟爸爸 澤江PUMP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810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9652827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カ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9652834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9652841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9652889 藍色慾望 ひなこ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52919 再見了,我的克拉默 新川直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52926 琴逢對手88 川崎宙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52933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1389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1556 憂國的莫里亞蒂 コナン.ドイル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1631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01754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01822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01860 無畏之星☆羅曼史 極楽院櫻子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1907 腐男子漫畫之道: BL可以靠身體力行來學習!? 夢唄よつば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1945 基隆少女 吐維作 平裝 1

9789572602270 有隱情的侍者的調教 桜庭ちど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2478 BUSTER DRESS人機大戰 貞松龍壱作; 陳彥穎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546 D.Gray-man驅魔少年公式漫迷手冊 灰色記錄 星野桂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2607 銃夢 木城幸人漫畫; 合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669 軟金屬吸血鬼 遠藤浩輝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676 軟金屬吸血鬼 遠藤浩輝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881 寒武紀 生死存亡之戰 渡嘉敷拓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935 獵奇犯罪特搜室 Richard WOO原作; 芳崎世夢漫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997 命運輪迴 福地翼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697 魔法使的新娘 公式副讀本 Supplement ヤマザキコレ, マッグガーデ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871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3888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03901 ROBOTxLASERBEAM 機器人的雷射高爾夫 藤卷忠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3925 GRANBLUE FANTASY碧藍幻想 cocho, 楓月誠, Cygames原著;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932 GRANBLUE FANTASY碧藍幻想 cocho, 楓月誠, Cygames原著;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3956 偶像盛宴! TNSK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963 偶像盛宴! TNSK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3987 成群結伴!西頓學園 山下文吾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007 亞梨沙決鬥詩章 Cygames, 邪武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021 兩人的獨白 ツナミノ ユウ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052 猛獸性少年少女 中田ゆみ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151 只有星星知曉 古矢渚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4168 鍾愛的回憶 崎谷はるひ, 天王寺ミオ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4229 沃特尼亞戰記 保利亮太原作; 八木ゆかり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267 向紅色綠寶石說再見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274 向紅色綠寶石說再見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281 5個國王 絵歩作; 恵庭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328 漂鳥 草間さかえ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4359 武士冰淇淋★ 海行リリ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0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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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260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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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2604465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九校戰篇 佐島勤原作; きたうみつな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519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橫濱騷亂篇 佐島勤原作; 天羽銀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625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04700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04755 只要別西卜大小姐喜歡就好 matoba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4793 進房前別忘記敲門 黒木えぬこ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809 我的飼養方法和叱責方法 かさいちあ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816 極彩之家 びつけ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4823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4847 BUTTER!!!熱舞青春 山下朋子作; 李妮瑄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4861 gift白獸、聽不見的聲音、看不見的溫度 一ノ瀬 ゆま作; 郭名珊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04878 gift白獸、聽不見的聲音、看不見的溫度 一ノ瀬 ゆま作; 郭名珊譯 平裝 中冊 1

9789572604915 烏鴉和熊還有魚 黒岩チハヤ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572604922 朝與米契 ビリー.バリバリー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004 頑固也該有個限度啊 ここのつヒロ作; 澤野綾譯 平裝 1

9789572605011 鬆開綁住你的繩索 緋汰しっぷ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05035 學園K 鈴木次郎, 鈴木鈴作; Niva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5042 學園K 鈴木次郎, 鈴木鈴作; Niva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5059 學園K 鈴木次郎, 鈴木鈴作; Niva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5127 違反校規的 愛! 宮本リンダ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05158 惡魔偶像 惡魔少女的偶像企畫 櫻井マコ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196 初 男子的飼養方法 星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5202 人的條件 大槻ミゥ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572605226 不思議之國的有住同學 瀬戸うみこ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05257 即使如此還是喜歡、喜歡你 森嶋ペ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5271 STAYGOLD 秀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288 STAYGOLD 秀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5615 紅眼機甲兵 神堂潤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05844 藍色三角 毬田ユ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5851 泰迪熊的告別方法 楽田トリノ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2605868 被愛淹沒 本庄りえ作;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5899 無條件降伏論 いさか十五郎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05905 龍與勇者與郵差 Gregorius 山田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950 歌舞伎町男公關俱樂部 渦井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05936 KTHE FIRST GoRA.GoHands原作; 木村りん漫畫; Niva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5943 KTHE FIRST GoRA.GoHands原作; 木村りん漫畫; Niva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5974 我的後輩胸懷寬大到令人害怕 いけがみ小5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5998 按照野田家家訓去做 碗島子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06032 4P! わかちこ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06094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06193 虛構的 人 碧本さり作; 黃詩婷 平裝 1

9789572606209 GELATERIA SUPERNOVA royal vanilla キタハラリイ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6216 劣情love cross 松吉アコ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2606223 劇毒的糖蜜 末広マチ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06247 歪斜的三角、糾纏不清的關係 碗島子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07091 黑莉莉與白百合 鳳まひろ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7114 遠藤靖子藏在夜迷町 FLOWERCHILD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7138 靈魂之液的容器 環望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7282 盜命賊 平和万里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7312 惡魔醫生24小時失速中 紫曜日作 平裝 1

9789572607343 這是個出身魔王關附近的少年,在新手村生活的サトウとシオ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404 異世界藥局 高山理図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7435 聖格里榭爾德學院的試煉 鮎川萩野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572607527 終末的後宮 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7534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7589 動手建造迷宮吧. 4: 別再打了,來過幸福生活吧, 渡良瀬ュウ作; 陳瑮譯 平裝 1

9789572607596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望月麻衣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633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07688 不自覺的 愛情事 S井ミツル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7831 敗犬 愛論 こうじま奈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7862 浪漫和利己主義者 上田にく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7879 野薊花之 きゆひこ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7916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原作; そと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923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原作; そと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7992 青旗 KAITO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029 獸人與少年Ω的命定契約 羽純ハナ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036 獸人與少年Ω的命定契約 羽純ハナ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8067 曖昧的巧合 いさか十五郎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08128 簡易的墮落羅曼史 赤原ねぐ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166 我與醫生的幻獸診療錄 火事屋原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159 與溺愛男友甜蜜同居中 雨宮かよう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08180 龍先生、想要買個家 多貫カヲ原作; 絢薔子作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203 浪漫變身!! 秋葉東子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08210 承認愛的人就輸了 高橋あさみ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08227 Fair Blue 高橋あさみ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8265 CANDY & CIGARETTES糖果與香菸 井上智徳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8234 天音�修洛塔貝茲 古屋兎丸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401 東京卍復仇者 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470 蜜子不能理解的事 Itsu yellow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494 筆下的彩虹 Cuvie作; J.Z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555 地雷男友 縞ほっけ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8593 辣妹飯 太陽まりい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661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08685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08715 逆轉召喚: 全校被召喚到連隱藏設定我都瞭若指三河ごーすと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8821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8838 失格紋的 強賢者: 世界 強的賢者為了變得更進行諸島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876 10DANCE 井上佐藤作; Shio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883 10DANCE 井上佐藤作; Shio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8890 10DANCE 井上佐藤作; Shion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8982 ROBOTxLASERBEAM 機器人的雷射高爾夫 藤卷忠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8999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09125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09217 BLOOMS SCREAMING KISS ME KISS ME KISS ルネッサンス吉田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9286 電影少女 桂正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9293 電影少女 桂正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9309 電影少女 桂正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9354 十二大戰 西尾維新原作; 暁月明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9378 BLACK TIGER黑虎 秋本治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392 時光流逝,向橋前行 日高ショーコ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415 愛麗絲樂園 昼乃月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439 禁忌調查室 星野茂樹原作; オガツカヅオ作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491 妖怪按摩店 押切蓮介原作; 忌木一郎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545 七星偵探事務所: 尋找你的 情 小池マルミ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9552 笨拙的獅子 中田アキラ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09576 總是有你... あずみ京平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09583 請給我藥吧 ゆうき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9668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番外篇 Sw, 七月隆文, 閏月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712 學生會長的近況 大槻ミゥ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9729 透過樹梢的陽光和綠意 みよしあやと作; 楊采儒譯 平裝 1

9789572609736 花日和 宮本リンダ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09743 我不累,我是被附身了! 三島一彦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09750 深夜的吧台公主 早川パオ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781 中華小廚師 小川悅司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781 中華小廚師 小川悅司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798 中華小廚師 小川悅司作; 何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9798 中華小廚師 小川悅司作; 何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9804 中華小廚師 小川悅司作; 何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9804 中華小廚師 小川悅司作; 何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9866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9903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2610084 美麗的 情 吉田ゆうこ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0091 不想工作,只想跟你同眠 いつきまこと作; 王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0169 三次元女友 那波麿於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0176 三次元女友 那波麿於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0275 精靈使的劍舞. 17, 魔王都市的女王 志瑞祐作; 偽善譯 平裝 17 1

9789572610343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建造奴隸後柑橘ゆすら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0398 盜心殘香. 2, 千山相隨 M.貓子作 平裝 1

9789572610404 美味的異世界料理,需要加點龍 值言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0411 筆下會長愛上我 吾名翼作 平裝 1

9789572610503 小魔女學園 TRIGGER, 吉成曜原作; 左藤圭右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527 NIGHT MILK HEADS夜亂情迷 秋吉し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0534 我是離家出走的貓 仁神ユキタカ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0565 我立於百萬生命之上 奈央晃徳, 山川直輝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0626 雙葉家的姊弟 佃煮のりお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0640 連KISS也不會 いさか十五郎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572610671 看輕我吧,泉川先生 村上キャンプ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0688 室友的情色研究 桜井りょう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0695 異世界的新娘 宮下キツネ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10701 終兵器男友 北畠あけ乃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10725 請對我做糟糕的事吧 園千代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0718 愛似甜點 那悟なゆた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10732 邋遢情人 菅辺吾郎原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0794 七龍珠外傳 轉生成為飲茶 ドラゴン画廊.リー,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572610824 人渣的本願7.5: 公式漫迷手冊Ambivalent 横槍メンゴ, スクウェア.エニックス作; 江思翰譯 平裝 1

9789572610855 遵命,命運之神 さちも作; J.Z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10862 遵命,命運之神 さちも作; J.Z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10879 圍裙與加瀬同學 高嶋ひろみ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10909 這裡是溫柔庭園 エンゾウ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0992 葬送姬 阿倍野ちゃこ, 天王寺キツネ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029 神明x本大爺x新娘大人 倉橋蝶子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572611036 靛藍色的心情 丸木戸マキ 平裝 1

9789572611227 官能先生 吉田基已作; 李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319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1388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11432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11463 風夏 瀬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11531 吟詠花 夏目維朔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1579 只要別西卜大小姐喜歡就好 matoba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1630 蜂蜜色的合奏: 企劃合輯 依歡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572611654 幸福的小房間 はくり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685 (我的英雄學院 雄英白書). III, 宿舍生活24小時 堀越耕平, 誉司アンリ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11722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手島史詞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739 BORUTO-慕留人-NARUTO NEXT GENERATION岸本斉史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11746 悖德學園. 3, 八年後的王與小鳥 樋口美沙緒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572611753 貓屋敷作家與簷廊上的編輯 樋口美沙緒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572611760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1784 魔王難為. II vol.04, 恐怖初降萬魔朝聖 紅淵作 平裝 1

9789572611791 龍的誘惑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821 獨占我的英雄. 1, 大人和小孩都不懂得 愛 きのこまっしゅ, ありいめめこ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11876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1883 劍士&魔術師: 霸劍皇帝與七星姬騎士 柑橘ゆすら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906 他的調教方法 千歳ぴよこ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1937 夢的甜蜜寢室 小鳩めばる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11944 他、謊言與弟弟 せんみつ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1951 淫獸的 愛方法 霧壬裕也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11975 復仇遊戲 マヤ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11982 不及格的超級達令 鷹丘モトナリ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1999 Hello to Happiness せいか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2002 草莓.戰鬥 直野儚羅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12019 雛鳥的蜜色之 椿野イメリ作; 李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026 雛鳥的蜜色之 椿野イメリ作; 李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033 八雲小姐想要餵食。 里見U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040 八雲小姐想要餵食。 里見U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057 八雲小姐想要餵食。 里見U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2095 挑錯魔法少女啦 双龍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132 HAPPY END-快樂結局 有田イマリ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163 大谷先生家的天使 鳥乃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248 戰x 朝倉亮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309 蜜桃女孩NEXT 上田美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392 TOP2的 愛進展 葛井美鳥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2545 福禍少年 岳印作 平裝 第8集 1

9789572612552 中華小廚師!極 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569 中華小廚師!極 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576 食戟之靈L'étoile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原作; 伊藤美智子[作]; 昭時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2590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岸本斉史原作;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2606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2637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12675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12682 亞爾斯蘭戰記 荒井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2729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12736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2743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2750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1冊 1

9789572612767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12897 黑街 コースケ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2958 上獸欲 くれの又秋作;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2989 轉世之 早寝電灯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12996 大人的暑假 春巻トキコ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3030 不良正太與宅宅姊 星海ユミ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238 可以觸碰你的深處嗎? 吉尾アキラ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3245 放學後再見 おおやかずみ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3252 放學後再見/ Re. おおやかずみ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3269 變態偶像的群魔亂舞 大月クルミ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13276 我的沙夏 ナナイタカ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3283 愛玩男子LOVE GROW UP イクヤス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3290 魔王難為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572613320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回復要員 くろかた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3337 底層劍士與神獸女兒的日常生活. 2: 全家攜手去番棚葵作; 吳苾芬譯 平裝 1

9789572613344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13375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3399 災厄戰線的至高強者 日暮晶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443 養父 藍揚作 平裝 1

9789572613474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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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572613528 現實主義勇者的王國重建記 どぜう丸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689 萌音同學的交往方式太過認真 梧桐柾木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740 小松原用愛 的眼神看著我! 川西萌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870 遵命、命運之神-Answer さちも作; J.Z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13887 遵命、命運之神-Answer さちも作; J.Z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13894 真命天子不是你 明本由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13900 我回來了、歡迎回家 いちかわ壱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3917 我回來了、歡迎回家: 閃亮的日子 いちかわ壱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3924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回復要員 くろかた原作; 九我山 レキ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948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2613962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10, 遊戲玩家兄妹榎宮祐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572613979 當「妹妹」時薪2000圓 遠山繪麻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020 早安、晚安、我愛你。 河丸慎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044 三兄弟、哥哥的 愛 コウキ。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14051 精靈幻想記 北山結莉原作; Riv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075 不知冬寒的 愛 夏野寛子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14129 火鳳燎原Q我的水鏡學園 陳某原作; 曾豐麟漫畫 第1版 平裝 1

9789572614136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カイウ, 出水ぽ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4143 ONE PIECE PARTY航海王派對 尾田栄一郎原作; 安藤英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4150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2614167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14174 DRAGON BALL超七龍珠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4181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14198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14259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2614266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14273 鋼之鍊金術師4格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572614297 不知 愛的我們 水野美波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402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14419 人間失格 太宰治原作; 伊藤潤二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532 終電車 式夏緒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4587 人再見、朋友歡迎再來 yoha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14600 要保密喔 松吉ア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14617 變身照相機 本名和幸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815 這裡的水很甘甜 芝野結花作; 吳美樺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839 血之轍 押見修造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884 噩夢少年 銀甫[作] 第1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572614969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976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5171 獵殺絕望山 金城宗幸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188 獵殺絕望山 金城宗幸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5218 Basilisk: 櫻花忍法帖 山田正紀原作; シヒラ竜也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225 Basilisk: 櫻花忍法帖 山田正紀原作; シヒラ竜也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5232 Basilisk: 櫻花忍法帖 山田正紀原作; シヒラ竜也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5249 摸摸啾PUB的男♂性時光 イクヤス作; J.Z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454 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 夏にコタツ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5485 精靈使的劍舞. 18, 奪回帝都 志瑞祐作; 偽善譯 平裝 18 1

9789572615508 與精靈新娘攜手展開異世界領主生活. 3: 你以為鷲宮たいじん作; 黃瀞瑤譯 平裝 3 1

9789572615515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2615546 電影小說 銀魂 空知英秋, 田中創, 福田雄一作; 王仁鴻譯 平裝 1

9789572615584 反套路的99種套路 月半殘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5591 冥戰錄外傳-翼動的鳳凰 月亮熊作 平裝 1

9789572615607 東津萌米: 穗姬fight! 值言作 平裝 1

9789572615621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5645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15652 靠著魔法藥水在異世界活下去! FUNA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676 -無盡連鎖-. 5, 牽繫可能性的人們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572615683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5720 萌萌天狗降臨了 久世蘭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744 五等分的新娘 春場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799 我家的英雄 山川直輝, 朝基まさし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836 大上妹妹,暴露了心聲。 吉田丸悠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928 彷彿清新氣息 SIDE:A 永井三郎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5935 彷彿清新氣息 SIDE:B 永井三郎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5942 浪漫上等 森世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5966 老子是魔法少女 毛魂一直線作; 林志昌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15973 老子是魔法少女 毛魂一直線作; 林志昌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15997 莽撞HONEY 鳶田瀬ケビン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6031 捉迷藏HONEY 鳶田瀬ケビン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16048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16147 FEVER熱病 李崇萍[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6208 春原莊的管理人 ねこうめ作; 李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6321 就算這樣,還是喜歡你,笠原先生 おまる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16468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16482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2616529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16567 終末的後宮 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6598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16680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2616611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16765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17052 彩虹的憐惜 青木琴美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137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2617175 élDLIVE宇宙警探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17182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17199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17236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1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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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572617250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17267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17281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2冊 1

9789572617304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7328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2617397 文武雙全 小跳步[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572617434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6: 精靈族公刈野ミカ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572617441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5, 浸淫虛榮的木塚ネロ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572617458 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 1, 與增加的新娘們星崎崑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57261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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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572617472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17502 為所欲為的前勇者再度轉生,開始強大而愉快的新木伸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7519 寄生蟲 夜光花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7540 月光島之淪落的五課 藍揚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564 電波少女的七大不可思議 無胥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571 黑手黨的榮耀 群魔亂舞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588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17649 魅魔小姐的工作初體驗 しの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663 緹歐-THEO あおのなち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7670 石橋防衛隊(個人) ウノハナ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7700 改變世界 南月ゆう作; 李晴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17717 改變世界 南月ゆう作; 李晴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17724 秘密xxx 日ノ原巡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17731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2617748 一開始就從裡面...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17823 變成壞壞的大人了 黒岩チハヤ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8172 請發誓你會守護我 木田さっつ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18196 茶室遊戲: 隱密之花 Dite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8233 不適合談 愛的職業 金井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18264 SINNERS罪魂使 鮭&鯊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8271 勇者(略) Bigun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8295 你仍未知曉愛情 月村奎作; Siron譯 平裝 1

9789572618431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建造奴隸後柑橘ゆすら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8462 可不可以不搞鬼!上床好嗎? 草子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554 再見阿爾法 市梨きみ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8707 CITY あらゐけいい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967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19148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葉偉青主編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19315 吞噬技能的英雄譚. II: 在沙之迷宮和夥伴一起變浅葉ルウイ作; 蕭嘉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9346 努力過頭的世界 強武鬥家,在魔法世界輕鬆過わんこそば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9353 銀魂: 回來的3年Z班銀八老師 再一次RETURNS空知英秋, 大崎知仁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572619384 靠著魔法藥水在異世界活下去! FUNA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9452 翡翠島之私人寵物 冥月鬼姬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9483 黑手黨的榮耀 群魔亂舞作; TaaRO插畫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9490 鄰居上司 目金十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9704 櫻桃小丸子 電影原作特別篇: 大野與杉山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20458 前略。我與貓和天使同居。 緋月薙原作; 洪育府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20489 賈希大人不氣餒! 昆布わかめ作; 李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1486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第1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432 屋裡的月亮 珊卓拉.薇.費德(Sandra V. Feder)文; 艾美.希克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449 不願開屏的孔雀 亞麗.葛拉罕.麥肯(Acree Graham Macam)文; 娜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463 企鵝的故事 安東尼特.波第斯(Antoinette Portis)文.圖; 郭妙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470 跟莫克一起環遊世界 馬克.布塔方(Marc Boutavant)文.圖; 吳愉萱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524 小惡魔和小搗蛋打擊壞人 麗莎.曼徹芙(Lisa Mantchev)文; 薩曼莎.柯特李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1148 史上 完整營養素大圖鑑 張瑜玲著; 邊士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78 100%圖解活用!鑄鐵鍋專書 A&F監修; 林郁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92 史上 完整水果圖鑑: 聰明吃水果,防癌排毒保健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308 料理作法轉個彎, 全營養不流失 好食材研究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315 生活裡的營養學 劉素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322 食品營養博士的烘焙聖經: 解碼烘焙背後的關鍵Naphatraphi Luangkul, Sawaminee Nuankhaekul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339 每日3分半,小顏.逆齡全方位顏體操 間間田佳子作; 賴又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1353 小小指尖彩繪.夢幻甜美組: 打造個性指彩!3種顏FUN彩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360 小小指尖彩繪.搞怪趣味組: 打造個性指彩!3種顏FUN彩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384 史上 完整保存食活用圖鑑: 日晒、鹽漬、糖漬挪亞方舟文化創意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391 格式化你的人生: 97條讓大腦重開機的心理法則文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07 關掉腦內小劇場.戒拖練習: 總是想太多、做太少辰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14 圖解廚房料理刀工刀法5大類 陳秉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38 小小指尖彩繪.歡樂派對組: 打造個性指彩!3種顏FUN彩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45 小小指尖彩繪.繽紛玩樂組: 打造個性指彩!3種顏FUN彩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52 紙牌式數字防衛者 YEO Adrian作; 謝舒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76 我的數學拿高分 清水章弘著; 陳雯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581 應無所住 虛雲老和尚開示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38581 應無所住 虛雲老和尚開示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8598 流光寄語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宜禾學佛園地

送存種數共計：512

送存冊數共計：560

阿布拉教育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365 日日餐桌: 120道常備菜.早午餐.今日特餐.韓式小洪抒佑著; 林芳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849 完美蛋料理全書: 世上 好用食材的廚藝探索&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0856 請進!餐桌上聊教養 宋明琪, 蔡怡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32177 Key to Success Bryan McFeeters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027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第1冊, 生理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28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第2冊, 生化姚俊安, 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774 血液透析: 血管通路健康照護手冊 洪冠予主編 平裝 1

978986564078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2018 曾健華, 江起陸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79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2018 曾健華, 江起陸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80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2018 曾健華, 江起陸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81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三. 2018 曾健華, 江起陸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82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一, 第1冊, 生理學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83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一, 第2冊, 生化學姚俊安, 曾健華編著.校稿 平裝 1

9789865640842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85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86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87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二. 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880 華盛頓皮膚科診療手冊 M. Laurin Council, David M. Sheinbein, Lynn A.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897 急診醫學 侯重光, 施信嶔, 黃獻皞總編輯; 顏鴻章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0903 臨床生命倫理學 Peter A. Singer編著; 蔡甫昌編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0910 復健醫學一本就GO 丁睿宇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756 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20屆 陳麗宇主編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695 追隨呂格爾閱讀 Roger W. H. Savage等著; 廖柏州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196 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集摘要集. 2018第陳心田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008 筋膜伸展治療術 安.佛雷德瑞克(Ann Frederick), 克里斯.佛雷德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5554 真心應物: 鄭月妹新水墨 鄭月妹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旻谷藝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哲學系呂格爾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7

東吳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60576 稻草人 葉聖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583 大林和小林 張天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590 竹公主 鄭振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06 文明國 豐子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13 大鼻子的故事 茅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20 落花生 許地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37 憶 俞平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44 小坡的生日 老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51 橋(手稿本) 廢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68 新木偶奇遇記 蘇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75 菲菲島夢遊記 司馬文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82 朝花夕拾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699 知行詩歌集 陶行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05 小哥兒倆 淩叔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12 中國童話 呂伯攸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0729 中國童話 呂伯攸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0736 寶葫蘆的祕密 張天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43 紅葉童話集 一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50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聖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67 寄小讀者 冰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74 天鵝 鄭振鐸, 高君箴譯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81 南洋旅行記 黎錦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798 蘋果園 關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804 小朋友文藝 謝六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811 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 從敘述學、詩學到諸子學楊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0828 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 從敘述學、詩學到諸子學楊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0835 天命與彝倫: 先秦社會思想探研 晁福林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0842 天命與彝倫: 先秦社會思想探研 晁福林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0873 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 葛兆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0880 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 葛兆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0897 哈巴國 范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0972 近代中國史學述論 羅志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0989 近代中國史學述論 羅志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0996 結緣:文學與宗教: 以中國古代文學為中心 陳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009 結緣:文學與宗教: 以中國古代文學為中心 陳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016 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 桑兵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023 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 桑兵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030 國學概論 劉毓慶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047 國學概論 劉毓慶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054 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 桑兵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061 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 桑兵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092 想像西藏: 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沈衛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108 想像西藏: 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沈衛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153 小紅燈籠的夢 王統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160 故事新編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177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184 南南和鬍子伯伯 嚴文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191 金鴨帝國 張天翼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4961207 金鴨帝國 張天翼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4961214 熊十力評傳 宋志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221 康有為評傳 董士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昌明文化



9789864961238 蔡元培評傳 張曉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245 嚴複評傳 歐陽哲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252 梁漱溟評傳 景海峰, 黎業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269 劉師培評傳 方光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276 章太炎評傳 姜義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283 章太炎評傳 姜義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290 羅振玉評傳 羅琨, 張永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306 錢穆評傳 郭奇勇, 汪學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313 馮友蘭評傳 李中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320 林語堂評傳 劉炎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337 錢玄同評傳 吳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344 辜鴻銘評傳 孔慶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351 顧頡剛評傳 顧潮, 顧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764 江西通史. 1, 先秦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771 江西通史. 1, 先秦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287 江西通史. 1, 先秦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61788 江西通史. 2, 秦漢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795 江西通史. 2, 秦漢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801 江西通史. 3, 魏晉南北朝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818 江西通史. 3, 魏晉南北朝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825 江西通史. 4, 隋唐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832 江西通史. 4, 隋唐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294 江西通史. 4, 隋唐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61849 江西通史. 5, 北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856 江西通史. 5, 北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300 江西通史. 5, 北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61863 江西通史. 6, 南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1870 江西通史. 6, 南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3317 江西通史. 6, 南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63324 江西通史. 6, 南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61887 江西通史. 7, 元代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894 江西通史. 7, 元代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331 江西通史. 7, 元代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61900 江西通史. 8, 明代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1917 江西通史. 8, 明代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3348 江西通史. 8, 明代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63355 江西通史. 8, 明代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61924 江西通史. 9, 清前期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931 江西通史. 9, 清前期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362 江西通史. 9, 清前期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61948 江西通史. 10, 晚清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955 江西通史. 10, 晚清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379 江西通史. 10, 晚清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61962 江西通史. 11, 民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1979 江西通史. 11, 民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3386 江西通史. 11, 民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63393 江西通史. 11, 民國卷 鍾啟煌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61986 神思: 藝術的精靈 張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993 意象範疇的流變 胡雪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006 虛實掩映之間 張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013 清淡美論辨析 韓經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020 雅論與雅俗之辨 曹順慶, 李天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037 藝味說 陶禮天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3638 藝味說 陶禮天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2976 晚清人物與史事 馬忠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2983 晚清人物與史事 馬忠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157 雄渾與沉鬱 曹順慶, 王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164 意境探微 古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3621 意境探微 古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171 美的考索 陳良運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3614 美的考索 陳良運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188 正變.通變.新變 劉文忠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3607 正變.通變.新變 劉文忠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195 心物感應與情景交融 郁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218 志情理: 藝術的基元 胡家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225 興: 藝術生命的激活 袁濟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232 因動成勢 涂光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249 美在自然 蔡鍾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256 文質彬彬 陳良運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3591 文質彬彬 陳良運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263 原創在氣 涂光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270 和: 審美理想之維 袁濟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669 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方立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3676 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方立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3683 歸去來兮陶淵明 高維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690 由「命」而「道」: 先秦諸子十講 黃克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3706 由「命」而「道」: 先秦諸子十講 黃克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229 真假公主. 1, 失竊的王冠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3243 小雪人去避寒 約爾格.希爾伯特(Jörg Hilbert)圖, 文; 李怡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267 海盜愛內褲 克萊兒.弗里德曼(Claire Freedman)作; 班.寇特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274 新家新冒險 瑪塔.艾德絲(Marta Altés)作.繪; 舒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281 左手右手好朋友 瑪莉.尼米耶(Marie Nimier)作; 托馬.巴斯(Thom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298 童話王國: 紅魔法花園 安妮.盧瓦耶(Anne Loyer)等文; 莉莉.拉.芭蓮(L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103 童話王國: 綠魔法樂園 艾曼紐.勒波第(Emmanuelle Lepetit)等文; 安娜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110 童話王國: 黃魔法森林 克萊兒.巴賽萊(Clair Bertholet)等文; 載爾芬.朵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127 童話王國: 藍魔法城堡 奧荷莉.載芙爾(Auélie Desfour)等作; 吳怡璇等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134 真假公主. 2, 絲綢禮服的祕密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141 小毛怪我們 丹妮拉.昆克爾(Daniela Kunkel)作, 繪; 李怡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4189 非常魔法班. 1: 失控的魔法術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 蘿倫.米瑞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0142 心靈Spa. 1 謝禧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810 文法習得とテスト研究 馮寶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834 專為國高中生初學者所編: 入門日本語 歐麗雯, 黃佩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0858 看漫畫學日語會話 辻和子著; 林雪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0865 電腦及網際網路在台灣日語教育的應用 吳明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872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N4聞く: 聽解 JLCI新試験研究会, 松本節子著 其他 1

9789866020889 待遇表現から見た: 日中両言語における敬称の黑瀨惠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896 N5日本語読解55 北嶋千鶴子著; 李美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902 台湾人学習者のための日本語の発音教育: 縮約羅濟立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長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5

送存冊數共計：128

東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411 商務職場英文. 1 莊惠凱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494 圖書與出版之法律問題 廖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6909 健康產業與科技創新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8 管理暨健康學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6916 醫療問題與生命法學 廖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6947 愛讓我們寨一起,柬愛你我寨一塊-成果手冊 郭毓庭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003 飛行傘世界 王鍇宸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1481 橋樑(簡體字版) 張嘉琳作; 孫基榮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498 黏黏(簡體字版) 陳巧官作; 柯廷霖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04 牙齒(簡體字版) 李鍾旻作; 朱家鈺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11 紙(簡體字版) 陳旻芊作; 蔡景文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28 岩石(簡體字版) 張嘉琳作; 莊河源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35 茶飲(簡體字版) 李俊秀作; 江長芳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42 地鐵(簡體字版) 林季融作; 陳正堃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59 空氣(簡體字版) 陳巧官作; 蔡景文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66 竹子(簡體字版) 黎巧巧作; 孫基榮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73 鹽(簡體字版) 張莉莉作; 朱家鈺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80 玻璃(簡體字版) 黃淑慧作; 陳正堃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1597 編織(簡體字版) 顏麗紅作; 蘇偉宇插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3546 噗通!便便出來了 李露美文; 布拉喏圖; 許延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553 洗衣機超人,幫幫忙! 姜承延文; 徐英圖; 許延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000 什麼都不會的鳥 刀根里衣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2744031 不要怕輸!彩虹魚 馬克斯.菲斯特(Marcus Pifister)文.圖; 陳瀅如譯 精裝 1

9789862744055 玻璃之顏 法蘭西絲.哈汀吉文; 趙永芬譯 平裝 1

9789862744079 有恐龍!! 木村裕一文圖; 黃佁儒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086 有怪獸!! 木村裕一文圖; 黃佁儒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093 在馬桶上便便! 金禧男作; 金高銀繪; 許延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109 栗子郊遊 金志安文圖; 許延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116 我是月亮 青山七惠作; 刀根里衣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123 奇妙的陸地滅絕動物繪本圖鑑 秦好史郎文圖; 陳朕疆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130 熊貓先生,你的心情好嗎? 史蒂夫.安東尼文圖; 謝宗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154 國王與國王 琳達.德.韓, 斯特恩.奈蘭德文圖; 林蔚昀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161 國王與國王與他們的家 琳達.德韓, 斯特恩.奈蘭德文圖; 林蔚昀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178 魔法貓府城時空大探險: 建築學習遊戲書 顏志豪作; 想方子設計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2

9789862744185 魔法貓的考古探險隊,出發!: 考古學習遊戲書 顏志豪, 江福祐作; 想方子設計, 陳一瑩繪 初版 平裝 2

9789862744192 Lets Go!一起踏上魔法貓的成長之旅: 民俗學習遊李公元, 顏志豪作 想方子設計繪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亞杰飛行傘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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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明玥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東技術學院



9789862744208 大箱子 湯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史萊德.莫里森(S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4215 歡樂無比,精彩爆笑的每一天!: 佐賀阿嬤教我的島田洋七文; 秦好史郎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239 小積木夜晚大作戰 新井洋行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738 START學習指南系列: 櫃檯接待員 America Hotel & Lodg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原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8752 輕鬆學賽局 李陳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803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21st annive王雅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9086 博士教你學卜卦,這本 快通 劉謹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413 紫微斗數看一次就學會 李明謙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29 解風水: 風水長眼法 元空居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81 雙正宗算命姓名學 王博仕, 王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28 飛星紫微斗數,這樣學 快懂 周星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1932 看風水: 形家陽宅行家必讀 孫立昇, 林定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216 金門情懷 蔡清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2223 遯菴全集 (明)蔡復一撰著; 陳炳南校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342247 遯菴全集 (明)蔡復一撰著; 陳炳南校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342230 遯菴全集 (明)蔡復一撰著; 陳炳南校注 初版 精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395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王植熙總編輯 五版 平裝 1

9789868536395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王植熙總編輯 五版 平裝 1

9789869699006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集. 107年度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162 低限.冷抽.九人展 蕭瓊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179 吟唱的河流 王淑鈴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831 悠游自在: 虎茅庒書會第四次聯展專集 黃誌峰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970 與菇共舞Easy調理包料理 陳曉鈴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虎茅庒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金縣蔡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和樂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3

奇果創新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932 這座社科院: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的伊東豊雄圖彭錦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949 這座社科院: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的伊東豊雄圖彭錦鵬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056 無極之美: 趙無極回顧展 蔡進發總編輯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987 亞美學院 林怡君等編寫; 黃淑貞, 張少樑, 李梅齡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1589 歲月飄香的記憶 吳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272 新制多益逼真模擬測驗 NE能率英文教育研究所著; 李永悌等翻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50094 趙明強畫集 趙明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50100 常用中藥 李水盛等主編 第二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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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88336 瑾有獨鍾 半卷青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770 我的惡魔老闆 溫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787 我的魔髮老闆 米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794 搞定野蠻大老闆 夏喬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800 使喚小老闆 忻彤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831 一兩農女要逆襲 沐霖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848 一兩農女要逆襲 沐霖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855 陌上嬌醫 言笑晏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862 陌上嬌醫 言笑晏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879 賣酒求夫 何田田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886 賣酒求夫 何田田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893 賣酒求夫 何田田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909 妻好月圓 渥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916 妻好月圓 渥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室設系



9789863288923 妻好月圓 渥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930 妻好月圓 渥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992 女神當我媽 季可薔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005 我是好女人 梅貝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012 愛人別想逃 左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029 美男逼我嫁 路可可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687 刀鋒邊緣 約翰.哈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694 鐮倉湘南咖啡廳散步 川口葉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473 嗜讀者: 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 羅伯.葛特利作; 林少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8603 東京森林咖啡店 棚澤永子著;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8610 我循著火光而來 張悅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946 高僧傳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7328946 高僧傳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379 Tales Around the World. 2 Candy Tang,Clifford Hill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386 Tales Around the World. 8 Candy Tang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393 Tales Around the World. 6 Candy Tang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09 Tales Around the World. 4 Candy Tang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16 Tales Around the World. 7 Candy Tang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23 Tales Around the World. 9 Candy Tang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30 Tales Around the World. 3 Candy Tang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47 Tales Around the World. 5 Candy Tang, Bryan Moore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484454 Collection of Great Short Stories. 1 D. Davies, Joanne Chang, John McEwen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61 Collection of Great Short Stories. 2 D. Davies, Joanne Chang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78 Fables and Fairy Tales for Kids. 2 D. Davies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85 Collection of Great Short Stories. 3 Joanne Chang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492 Fables and Fairy Tales for Kids. 1 D. Davies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508 Fables and Fairy Tales for Kids. 3 D. Davies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017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2016年度報告 鄭致道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68 海峽兩岸融滲式教學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 詹雅能, 詹瑋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104 花若盛開: 張明琴彩墨美學 張明琴[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風軒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年報編輯小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南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0

東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624 Secrets to winning Kelly Poulos, Emily Liu[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783 依孔子易講繫辭 許仁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668 神奇的帝王朱元璋. 卷一: 小兵崛起,四方逐鹿明河在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675 神奇的帝王朱元璋. 卷二: 北定中原.魂歸孝陵明河在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12 明朝沒有你想的那麼好. 壹, 朱元璋之卷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29 明朝沒有你想的那麼好. 貳, 明成祖之卷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36 明朝沒有你想的那麼好. 參, 搞怪皇帝之卷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43 明朝沒你想的那麼好. 肆: 腦殘皇帝之卷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50 明朝沒有你想的那麼好. 伍, 變態皇帝之卷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46 以色為名 王紫芸等[創作]; 張惠蘭策劃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253 夢幻 [王怡然創作.個展] 王怡然策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60 A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possibilities of the new typ editors Chiu-Hao Hsiu et al.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606 常禮舉要講錄 李炳南編述 平裝 1

9789869585613 論語簡說 王明泉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869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惠雪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6428876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人工記帳)筆卓如意編著 41版 平裝 1

9789866428883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人工記帳)筆卓如意編著 41版 平裝 1

9789866428890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李娟菁, 陳妙香編著 16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950 聖詩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禮拜與音樂委員八版 精裝 1

9789869578967 聖詩(軟皮金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禮拜與音樂委員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大學博雅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思國際



978986957898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2018 鄭英兒主編 平裝 1

9789869578998 孫理蓮心中的小喜樂 盧恩鈴文.圖 精裝 1

9789869694704 原音傳唱. 2 Langpaw Tupeleng等編曲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1008 萬華: 越-日常 邱杰森, 莫珊嵐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5092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25023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030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5047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5054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25061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25269 全職高手. 第二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25177 全職高手. 第二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221 全職高手. 第二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25238 全職高手. 第二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25245 全職高手. 第二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25252 全職高手. 第二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25283 萬事如意. 第一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290 萬事如意. 第一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306 萬事如意. 第一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412 凶宅筆記. 第四部 貳十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5559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番外篇 1

9789865625634 毒婦難為 雁行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5634 毒婦難為 雁行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5818 凶宅筆記. 第五部 貳十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5894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74074 簪中錄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92801 莫負寒夏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9485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14160 凶宅筆記. 第五部 貳十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14504 美人戾氣重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14559 不速之客Visitor 黯然銷魂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9614658 花重錦官城 凝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14665 花重錦官城 凝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14672 花重錦官城 凝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14689 花重錦官城 凝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14702 西出玉門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14719 西出玉門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14726 西出玉門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14733 西出玉門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14757 雀仙橋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14764 雀仙橋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14801 摯野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825 摯野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14818 摯野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614849 臘月初八異事錄 一枚銅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856 臘月初八異事錄 一枚銅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14870 大宋小吏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非常人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翎文化



9789579614887 大宋小吏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14894 大宋小吏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14900 大宋小吏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14948 繪天神凰. 第一部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514701 女命專論. 2: 女命八字150種 藍傳盛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763 動漫社會學: 台漫不死 王佩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70 金魅殺人魔術 瀟湘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87 潛意識溝通: 11位催眠師的生命轉變 彭渤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94 假塑膠花 王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917 12招獨門秘技 找出飆股基因 孫慶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962 一眼看穿房仲賣屋手法: 讓房仲為你賣命 陳泰源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0979 不敗教主的300張股票存股術 陳重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0986 源源不絕賺好股 孫慶隆作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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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47935 戰火人生: 越南詩人陳潤明詩選(越、中、台三語陳潤明(Trân Nhuân Minh)作; 蔣為文, 蔡氏清水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0348 林智偉創作集 林智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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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00360 圖解建築結構: 樣式、系統與設計 Francis D. K. Ching, Barry S. Onouye, Douglas Z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00582 高級手工訂製紳士鞋 三澤則行監修; 劉向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00599 POP金曲裹技:超級偶像天團金賞製作人第一手 島崎貴光著; 陳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612 人體素描 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黃文娟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800629 圖解生化學 生田哲作; 洪悅慈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4800636 圖解舊約聖經 生田哲作; 黃碧君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4800643 圖解三國時代 原遙平作; 張嘉苓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174 修所成地講記 玅境長老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法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怡情園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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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48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異果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193 齊物逍遙. 2018 黃效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609 尋味台灣: 吃遍全台45家街口小吃、餐館美饌，中華美食交流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61 意外辦桌: 掌握台菜文化、刀工、烹調技巧,重溫林致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78 囍餅: 手作屬於你的法式餅乾 郭品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85 不會吧,是我腦洞嗎? 城旭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92 甲狀腺的生活練習題 林毅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803 姊才不怕更年期!: 掌握症狀應對x荷爾蒙補充x飲聯新國際醫療壢新醫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827 烤箱,芝麻開門: 零失敗美味烘烤計畫 于有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834 運動食代: 營養師的運動飲食筆記 高敏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66 全國景觀與環境研討會暨創新發明競賽論文集 張源修, 莊財福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622 十五條佛規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335 嗨,樓下的壞醫生 花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255 中醫五臟養生隨身查 胡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262 常用中藥補養速查 蔡向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293 水彩解密. 4, 名家創作的赤裸告白 洪東標, 黃進龍, 謝明錩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502 性愛心流: 伴侶親密溝通手札 林蕙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7916 禪悟之道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923 觀音菩薩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930 律制生活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947 倒吹無孔笛: 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 廖肇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954 聖嚴研究. 第十一輯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961 心的經典: 心經新釋(簡體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985 佛法綱要: 四聖諦、六波羅蜜、四弘誓願講記(大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992 禮物 釋常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005 法鼓山的方向: 理念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012 法鼓山的方向: 創建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法源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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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明道大學景觀設計系



9789869562416 新時代法學理論之建構與開創: 劉鐵錚大法官八劉鐵錚大法官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083 致富的力量: 人氣諮商心理師教你活用大腦賺錢廖偉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438 北宋名臣司馬光 陳國慶編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86 游藝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洪韵婷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48 腦漿特調: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科技學系107級畢業專刊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071 識。茶風味: 拆解風味環節、建構品飲系統,司茶藍大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088 飲食滋味 徐文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095 從素人變女神: 超人氣彩妝師ALICE的質感美妝ALIC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07 低醣餐桌 減脂快瘦雞肉料理: 57道常備菜x便當岩崎啟子著; 賴惠鈴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14 花椰菜飯瘦身料理 石川美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21 媽媽,今天吃什麼? 松丸奨著; 劉沁瑜堅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38 低醣餐桌 常備減脂湯料理: 153道能吃飽X超省時主婦之友社編輯;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45 葉勝雄醫師的育兒發燒經: 從哺育照護到小兒疾葉勝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52 我們推薦韓國飲食的素顏: 從泡菜到蔘雞湯,形塑黃教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69 不塑過日子: 家裡零垃圾的極簡生活練習 涂月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976 瑜伽療癒的身心復健科學: 解讀身體緊繃合疼痛蔡士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197 光明語錄. 中華民國108年版 谷口雅宣原著監修; 宗教法人「生長の家」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677 不同凡想的天國領袖 鮑伯.漢普(Bob Hamp)著; 王建玫,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500 走入命定: ID課程(教師版) 艾倫.凱西(Allan Kelsey), 布萊德.斯道(Brad Stahl)原作; I 其他 1

9789869609531 親子雙贏的教養智慧 賽斯&蘿倫.達爾(Seth & Lauren Dahl)著; 徐秀宜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548 天國頻率 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著; 羅睿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555 不同凡想的自由(教師版) 其他 1

9789869609562 不同凡想的自由(學生版) 平裝 1

9789869609579 命定贏家 克里斯.韋羅頓(Kris Vallotton)著; 王建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586 天生美力的妳 克里斯.韋羅頓(Kris Vallotton)著; 蔡淑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媒體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電腦排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意資產管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2563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8年度報告 林大利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565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陳財榮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182 糖尿病管理七巧板 王惠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483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六版平裝 1

9789869397490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六版平裝 1

9789869720205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六版平裝 1

9789869720212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六版平裝 1

9789869720229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9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3580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林寶貴、林秀錦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1607 永久和平憲章 永久和平夥伴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337 青少年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6344 老人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6351 物質濫用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6368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6375 女性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6382 職場心理衛生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6399 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01 陪你渡過傷慟: 給失去摯愛的朋友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18 珍愛生命守門人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25 心情溫度計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32 失業鬱悶怎麼辦？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49 怎麼辦?我想自殺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63 關懷訪視指引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70 提升人際支持遠離自殺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87 以醫院為基礎之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8894 全國自殺防治策略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12 珍愛生命義工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29 基層醫療人員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36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糖尿病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財政學會

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9789867195043 老人自殺防治: 自殺新聞事件的省思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50 矯正機構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67 殺子後自殺事件之防治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74 孕產期婦女之情緒管理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81 重複自殺個案之關懷管理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098 擁抱生命逆轉勝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04 輔導人員自殺防治工作手冊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11 雨過天晴心希望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28 自殺關懷訪視員教育手冊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35 自殺風險評估與處遇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42 重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指引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59 自殺防治概論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66 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實務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73 政府跨部會自殺防治手冊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80 自殺防範指引: 專業、愛與希望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95197 自殺防治: 專業、愛與希望 李明濱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822 活在宜蘭: 連接山海水土 Editors Chun-Hsiung Wang, Wen-Jui Ch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718 蜜蜂!不怕! 伯大尼.巴頓(Bothany Barton)文圖; 陳怡慧, 張玉蓉翻譯 精裝 1

9789869608725 喵說喵有理: 慢弟談家庭教育 黃迺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8732 貝蒂奶奶的娃娃 劉清彥文; 鄭久寧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749 壞壞!皮氣! 珊吉塔.巴德拉(Sangetta Bhadra)文; 瑪莉安.阿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756 至於我和我家: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黃迺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624 台灣當代一年展專刊. 2018 陳小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5850 台灣種苗業者名錄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806 Proceedings of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社團法人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232 釋手聯談. V, 親子關係維繫手冊 林秋芬等故事.文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213 鹿谷黃錫三秀才詩集 黃錫三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兒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投縣彬彬社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種苗改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台灣現代建築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616 高雄攝影年鑑. 2017 黃登隆編輯 精裝 1

9789869443616 高雄攝影年鑑. 2017 黃登隆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206 愛與關懷-少年家事事件的24堂課 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少年家事專書編輯小組編輯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8047 林口台地動物誌. 2002-2018年 韓學宏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0594 工程、技術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黃悅民, 黃永銘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515 ADHD校園親師手冊 王心怡等作; 王雅甄審定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1219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2018 臺灣生態休閒產業管理學會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550 Kui年kah Jimmy Carter做伙靈修 Jimmy Carter作; 宋麗瓊, 林俊育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128 坡地防災小英雄 黃少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135 臺灣離岸風電工程與風險 林伯豐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456 早課/晚課/護衛經 溫宗堃, 大越法師中譯; MBSC編譯小組編校 精裝 1

9789869175463 巴利經讚 MBSC編譯小組編校 平裝 1

9789869175470 <>新譯內觀基礎 馬哈希大師(Ven. Mahasi Sayadaw)著; 陳永威校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086 妙法蓮華經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臺語聖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生態休閒產業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北市愛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律師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303 水土保持技師考題資料(90至106年) 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601 南美展專輯. 第六十六屆 侯美雲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6243 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 第五輯 江俊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340 臺灣庶民翰墨集 陳頂財總編輯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444 農業科技創新: 科研計畫書撰寫指引 李宜映, 李翎竹, 廖宜慶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4771 第九屆臺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兩 范晏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236 戰勝PM2.5: 越來越多的疾病可能與空污有關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教育協會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399 TOGA AWARDS個體審查紀錄. 2016-2017 蕭元川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704 心鄉之路 見毓法師作 平裝 1

9789869652704 心鄉之路 見毓法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55297 厚守初心,與時前行: 長榮50 航向100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整合傳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121 和爺爺一起去捉鰻 宮脇正雄文.圖; 黃碧珊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聚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環境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濕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庶民美學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美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6978 AI視覺大全: 用 好用的PyTorch實作 唐進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043 上帝的間諜 胡安.高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7067 全球第一個成熟商用區塊鍊框架: HyperLedger F楊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074 精通物聯網及Python 劉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081 區塊鍊比你想的還簡單: 重新定義「錢」的概念董超主編 平裝 1

9789863797128 獨家: 那些大型企業確保IT系統正常運作的奧密陳紹英, 周志龍, 金成姬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959 牙好,永不老: 牙周病是破壞全身健康的殺手 宮田隆著; 李曉雯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2959 牙好,永不老: 牙周病是破壞全身健康的殺手 宮田隆著; 李曉雯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2966 活力更年期， 下半身更健康 相良洋子, 山岡有美著; 李曉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7662 世界農業遺產 世界農業遺產BOOK編輯製作委員作; 徐中芃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679 (圖解)樹木的診斷與治療 堀大才, 岩谷美苗合著; 楊淳正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7686 男性也有更年期?其實,你只是睪固酮不足 堀江重郎著;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7693 上咽喉發炎 堀田修作;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714 親愛的老媽,照顧妳,我們很快樂!: 70多歲姊妹,照米澤富美子作;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93738 完全根治耳鼻喉疾病: 眩暈、耳鳴、鼻過敏、咳劉博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93745 就愛吃水果: 圖解: 挑選、保存、切洗方略,享受童嘉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752 天氣痛?!都是自律神經惹的禍 佐藤純著; 林雅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93769 人生很難!改變自己明知的爛習慣,就可以遠離糟安德莉亞.歐文(Andrea Owen)著; 劉雅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783 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 9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胡哲生等撰稿執筆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224 會痛的不是愛: 真愛啟程 療癒自我與關係的366恰克.史匹桑諾(Chuck Spezzano)著; 孫翼蓁, 陳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231 開悟卡 恰克.史匹桑諾(Chuck Spezzano)著; 愛麗森.傑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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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723 昊德心靈慧談. 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703 佛說阿彌陀經摘注接蒙義蘊合刊 李炳南編述 二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872 課後服務評估的入門課: 如何評估課外學習方案Erin Harris著; 伊甸基金會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896 楊其銑校長紀念集 蔣武雄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臺灣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昊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414 花蓮縣洄瀾詩社一0七年慶祝創社63週年暨兩岸吳秀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0226 休閒農業核心競爭力研究 劉泳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001 地表超強賺錢術 梁碧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018 地表 強小漫舞 梁碧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025 地表有夠強就是要有錢 梁碧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032 地表 夠強.生技股市聖經 梁碧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500 Cari and Her Friends writers Helen Fan, Joyce Wang 平裝 1

9789865889517 George and His Family writers Helen Fan, Joyce Wang 平裝 1

9789865889524 Harry and Chef writers Helen Fan, Joyce W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3414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43421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43438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43704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43711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43728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43322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339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346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3353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3360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3377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3384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3391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3407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柯南仲,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44015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44022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44053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44060 100%的草莓 河下水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46903 王爺,心有魚力不足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972 婚禮狠熾熱 西城綾乃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108 繫上、解開、親吻 後藤美沙紀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177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344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7405 給怪獸一個吻 星川羽知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412 黑kuro 走馬燈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429 秘密的炮友哥. 偶像好累篇 ヤマヲ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家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長頸鹿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洄瀾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欣興



9789864747436 每天吻妳行不行? 初春作; 陳嘉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443 租賃之心 音中さわき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450 好想讓你養我 内田つち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467 真珠美人魚(愛藏版) 花森小桃漫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474 真珠美人魚(愛藏版) 花森小桃漫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481 真珠美人魚(愛藏版) 花森小桃漫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498 真珠美人魚(愛藏版) 花森小桃漫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7504 真珠美人魚(愛藏版) 花森小桃漫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7573 真珠美人魚(愛藏版) 花森小桃漫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7580 真珠美人魚(愛藏版) 花森小桃漫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7511 少女心動欲絕 季亞麻知作; 陳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528 朱月的鳳蝶 桐原小鳥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535 愛來臨時是全彩: 一切和你開始 水瀨藍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7542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7559 我們來談個 愛吧 藤原佳子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566 百年的女武神 三月薰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597 Fate / EXTRA ろび～な, TYPE-MOON, Marvelous作; 魏子珊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603 她還不懂 愛 藤澤志月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610 DNF零級領域 文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627 好色上了癮 接骨木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634 王爺,心有魚力不足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7641 紈絝改造計畫之機智的校園生活 七杯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658 心悅君兮君不知 十年夜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7665 異星配種 炙蒔韰99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7672 少女.新娘.17歲 心步由美作; 陳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689 巧克力吸血鬼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696 Q(異種少女) 四平龍也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702 穴居正妹艾蜜莉 佐藤ZAKUR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719 悲鳴傳 西尾維新原作; 光谷理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726 向煙花許願: 與你談一場瞬間成永恆的 愛 町田紫織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733 一切都怪你 内田つち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740 早安、騙子。 夏多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757 式神男子 七尾美緒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764 菁英同盟!! 岩岡美兔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7771 日南子天天嗡嗡嗡 水澤惠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788 Hunky.Dory-嗯-哼 渡邊加奈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795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47801 理想的男朋友 綾瀨羽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818 新婚溺愛中 真村澪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825 玩具愛 : 長江朋美短篇集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832 被天敵看上了怎麼辦? 錦橙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849 被天敵看上了怎麼辦? 錦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856 有貓咪的寫作本舖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863 DNF零級領域 文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7870 魔法師的乙女冒險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7924 豬排咖哩的日子 西炯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894 你在那個時候變得更X3野獸了! 時山初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900 秘密的炮友哥. 想當你的家人篇 ヤマヲ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917 我喜歡XX 雨宮榮子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931 絕無僅有: NEVER EVER 藤崎真緒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948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7955 修女和吸血鬼 暁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962 神繪師日誌 櫻乃美佳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979 雨中、痴情相愛的貓咪們 七微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986 Love摩鐵! 荒井美保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993 小丑和獅子 加藤朱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006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 愛R 中原亞矢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013 小褲褲陷阱 吹屋賦呂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020 操憶失樂園 堤翔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037 餘音愛蕩漾 加賀八娘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044 伊賀野河馬丸★重返校園 亞月裕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051 用甜蜜的舌尖融化你 市花マツビ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068 腹黑執事與大小姐的官能調教時間 亜瑠摩次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075 三心二意的大小姐與執事的秘密糾葛 亜瑠摩次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143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8167 虛假之吻 兼定雪緒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396 初 一樹らい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402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8419 月曜日的 人 紗織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426 15歲 麻木龍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433 被哥哥溺愛得好困擾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8440 新學生會的一存 葵せきな原作; すえみつぢっか作畫; 豬排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457 IDOLiSH7-偶像星願 山田のこし作; BANDA, NAMCO ONLINE原作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8464 官能小說家的烈情 刑部真芯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8471 想被他擁抱的男孩,養成中 月見琶琵子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488 就是不給我愛 刑部真芯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8495 偶像DTI 冬夏秋春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501 苦味王子 中河友里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518 搶答吧!吃貨女孩! MAKI MINAMI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525 紈絝改造計畫之機智的校園生活 七杯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8693 紈絝改造計畫之機智的校園生活 七杯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8532 DNF零級領域 文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8549 心悅君兮君不知 十年夜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748556 我命中註定的女主角和我唯一的死黨之間似乎 夜夜夜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563 他與謊言為伴 SzeTo雪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570 陛下是個窩囊廢 江中月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587 我要扒了你 小池マルミ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594 超能甜寶 絵夢羅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600 煩惱拼圖 川上千尋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8617 王子大人的婚前憂鬱 渡邊志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624 聽見心聲的情書 島袋裕美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631 強襲魔女 第501統合戰鬥航空團 島田フミカネ, Projekt Kagonish原作; 水崎弘明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648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48655 與你成為大人的那些事 木岐彩香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662 高中女生 若井堅作; 陳思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679 禮音今天也停不下來! 小泉連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686 刃牙道 板垣惠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8709 檸檬薄荷草 語末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716 提臀來見 三兩橫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723 江山易改 劣質情人深入調教 殼中有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730 我的人生和網遊都是杯具!? 風曉櫻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747 陛下是個窩囊廢 江中月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754 影姬的婚禮 京町妃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761 這是故意,但可不是 愛 浅野彩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778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8785 與你的夢幻樂園 渡邊加奈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808 壞心眼老師的愛情證明 飯島凜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815 那女孩就是喜歡我 佐藤幸惠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822 歌劇國愛麗絲 樋口橘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839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8846 也不是不想和青梅竹馬接吻啦。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853 虹野家的白天鵝 介錯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860 貪 的熱帶魚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8877 山岡同學的祕密愛語 三葉優雨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884 魔法少女是偽娘!?: 被魔王大人鎖定的新娘 冬坂ころも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891 約會大派對 DATE A PARTY 橘公司原作; ひなもりゆい作畫;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907 有貓星人就好 高田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914 30禁 畑亜希美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921 雖然簡單,卻又很麻煩 手島淇亞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938 我的嫉妒物語。 加賀八娘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945 愛特訓: 愛體質改善講座 横山真由美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952 可以融化在你的懷裡嗎? 瓜生花子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969 餘音愛蕩漾 加賀八娘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8976 喜歡你的那個她 藤枝十榴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983 貓手帳 生藤由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9058 傷痛過後的甜蜜 久嘉明良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065 談場像大人那樣的 愛! 內原香乃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072 好想讓妳哭 福島春佳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089 近整個世界都變成我的了...... 唯登詩樹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803 救國與殉國 宋緒康編纂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160 奇蹟靜觀(簡體字版) 若水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496 施勇(簡體字版) [施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9736 不沉默的字: 藝評書寫與其生產語境 高千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743 丟掉你的爛劇本!: 故事不NG!一下筆就能寫的4 D.B.吉爾(D. B. GILLES)作; 郭玢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750 安特衛普藍少年 楊允城作.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767 我畫的很多人很多人 楊允城作.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774 禪與現代美術: 現代東西方藝術互動史 海倫.威斯格茲(Helen Westgeest)作; 曾長生, 郭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9781 演員還是別太出色比較好 竹中直人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798 叩叩叩 誰敲門? 鄭淑芬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0003 寫藝人間: 漢寶德談書法藝術 漢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010 管絃樂的故事 羅勃.勒范恩著; 劉佳奇翻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90027 貓.妮妮一起玩 崔麗君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6940 饕客食堂: 品味高雄食記 吳品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401 詩書畫夢 吳瑞麟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401 詩書畫夢 吳瑞麟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金蘋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延齡堂文化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56

松濤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07636 恭讚教主王禪老祖天威 方鵬程彙編 1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7007643 混元禪師開示錄 元合編輯; 元伍恭錄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306 聲音療癒: 喚起人聲內在泛音的療癒力 韋恩.佩瑞(Wayne Perry)作; 林宛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6095 天方夜譚 蕭秝緁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101 小天使海蒂 喬娜.斯匹林原著; 植月崇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118 小公子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原著; 李吳宏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149 島嶼風聲: 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 陳建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89156 記憶流域: 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 陳建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89163 紙飛機生活誌: 海想流放 楊傑銘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263 完全生酮一看就懂圖文指南: 沒有壓力的酮體生黎安妮.福格爾(Leanne Vogel)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9287 啟動失落的能量之源: 你能為自己和世界所做 華萊士.華特斯(Wallace D. Wattles)著; 陳昭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9294 生酮哪有那麼難: 專業的生酮教練Martyn陪你陳世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658 問神達人王崇禮老師新時代生肖運勢農民曆. 2 王崇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412 自我/他者: 舞台外的戲劇實踐力 侯雲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412 自我/他者: 舞台外的戲劇實踐力 侯雲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429 太虛時代: 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 侯坤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30436 邊緣的豐饒: 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張堂錡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30443 領導思想 啟發社會 影響世界: 政治大學邁向世 周行一等著; 許文宜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558 一個人的Camino: 從觀光客到朝聖者的心靈饗宴陳墾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005 紫微天經書 光星, 林淳愛整理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中宏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瑅思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716 初看似新奇的東西 鄧九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723 留聲年代: 電影、文學、老唱片 李志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754 關蒂的按鈕盒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理查.齊斯馬(Richard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710 美景台灣 吳溪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311 中國的虎文化專集 漢聲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885434 陽歌陽圖 郭慶豐, 漢聲雜誌社編著 其他 1

9789575885441 郎庄麵花 全子, 李紅軍, 漢聲雜誌社著 其他 1

9789575885472 虎文化 曹振峰, 漢聲雜誌社編著 其他 1

9789575885489 兩千虎圖 曹振峰, 漢聲雜誌社編著 其他 1

9789575885502 漢聲100 漢聲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885519 梅氏日記 Philippus Daniel Meijvan Meijenstee[作]; 江樹生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427 練習曲 廖震平, 游舒婷, Harald Peter Kraemer作 其他 1

9789869647434 40: 王董碩作品 王董碩, 江偉華, 蔡佳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088 國中國文閱讀素養三部曲 林達, 張敬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219 圖解 新公司法修正事典 巫鑫, 簡榮宗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701 蓮花化心 崔根源著 平裝 1

9789869682725 東非學習之旅 張燕風作; 蔣軍繪 平裝 1

9789869682725 東非學習之旅 張燕風作; 蔣軍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7156 擔露2018 王盈發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108 白貓黑貓 菊地知己作.繪;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拾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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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美可特品牌企劃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生永續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科元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秋水詩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453 一顆紅豆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60 雁兒在林梢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77 我是一片雲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84 在水一方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91 庭院深深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02 一簾幽夢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19 海鷗飛處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26 彩雲飛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33 幾度夕陽紅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40 窗外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57 六個夢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64 煙雨濛濛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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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39435 韶光慢 冬天的柳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9439442 韶光慢 冬天的柳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9439473 占星圖形相位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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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60873 哈利波特終極哲學觀: 麻瓜的霍格華茲 格雷葛里.巴沙姆(Gregory Bassham), 威廉.爾文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344 棄子: 城市黑幫往事 楓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51 黃金黎明 亞斯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68 不會飛的彼得潘.歸花路 眽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75 為你縫補的翅膀 Killer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99 沉默之火 胡仲凱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8673 傲慢與偏見 千十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387 金玉王朝. 第八部, 潛熱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400 金玉王朝. 第八部, 潛熱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394 金玉王朝. 第八部, 潛熱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578431 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9578455 三妻四妾之老爺練功記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462 年花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479 神魔鬼怪系列之反派改造計畫 WingYing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春光



9789579578523 小奴才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530 小奴才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547 星際獵愛指南 絕世貓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554 星際獵愛指南 絕世貓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615 營長的除靈方法 陸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578622 欺你成癮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639 欺你成癮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691 兔子的願望 朔小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707 神木撓不盡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578714 神木撓不盡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578721 神木撓不盡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578738 神木撓不盡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578486 為兄 困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493 為兄 困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806 坐好,我自己動 池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306 禮藝輝揚: 施修禮 施至輝藝師 粧佛保存記錄 施世曈, 張壽財, 陳宗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123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登琨艷著; 時習堂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909 台南樂多多 Family L'Homme企劃; 洪福田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827 愛與榮耀: 認識臺灣,就從認識臺灣原住民開始 廖國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021 台灣現況. 2018: 循環冏圖 劉志堅等作; 謝和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62103 Canon EOS M5/M6/M50完全解析 DIGIPHOTO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7224 數一數找一找眼力大考驗. 3, 交通工具 馬克.克蘭曼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231 數一數找一找眼力大考驗. 4, 街道商店 海倫.康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279 喀擦喀擦理髮師花椰菜先生 福田純子圖.文; 黃惠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7309 小企鵝波波: 明天要上學 Lynol作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316 小企鵝波波: 生日快樂 Lynol作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385 大佛運動會 苅田澄子作; 中川学插畫;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印國際行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看守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持地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行船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3

施自和佛店



9789579077408 小企鵝波波. 3, 我是小幫手 Lynol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415 小企鵝波波. 4, 聖誕禮物 Lynol作 一版 精裝 1

9789579077439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板橋雅弘作; 吉田尚令繪; 林宜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453 咖哩地獄旅行 髭樂商店作; 鄭雅云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74108 滿腦都是00的我沒辦法談 愛 カワハラ恋作; 彭鈺真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788 滿腦都是00的我沒辦法談 愛 カワハラ恋作; 彭鈺真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808 明天請和我談 愛 山本小鐵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324 Capturing Love: 他和他、她和她幸福婚攝記事 Kathryn Hamm, Thea Dodds作; 曾慧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588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8649 沒有情人,就跟情人節一起過啊! 小鹿, SIBYL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9356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 志駕晃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482 前國民偶像要做國軍唯一的男子漢 陽炎作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130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081311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1081328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1081335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1081342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1081359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1081618 續.臺灣沒說你不知道 每日一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939 甜血症候群 咪兔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2011 這不是推理,只是青春 愛喜劇 木几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2066 失物咖啡館 默者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2073 失物咖啡館 默者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2202 束縛下的甜蜜誘惑 山佐木うに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233 five senses感官侵占 桃子すいか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257 人生售後服務部 千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571082394 小確幸: 浅井美紀的水滴微距攝影世界 浅井美紀作; 林克鴻譯 一 版 平裝 1

9789571082417 攝影大師黃天仁教你用手機拍出完美的生活時 黃天仁攝影工作室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455 蔡譯心寫真書 蔡譯心作; 星光奈奈攝影作者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486 罐罐蛋糕 伊蘿娜.巧凡可娃(Christelle Huet-Gomez)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653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82660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82677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82684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2691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82561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2578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2585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2592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2608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2615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2622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2639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2646 灌籃高手(新裝再編版) 井上雄彥著; 何宜叡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2806 咀嚼: 享受吃的快樂也不會發胖的秘密 松尾伊津香作; 張景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851 絕地哲學: 願原力與你同在! Jan-Ku Yahga作;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875 鞋頭必收夢幻逸品. 2017-2018 KING-MASA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905 童謠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912 紅舞鞋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929 人偶村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936 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ㄧ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尖端



9789571082943 業物語 西尾維新作;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950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一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82967 扶搖皇后 天下歸元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2974 扶搖皇后 天下歸元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2981 扶搖皇后 天下歸元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2998 扶搖皇后 天下歸元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3001 扶搖皇后 天下歸元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3049 如果青春滂沱 夢若妍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056 我們的重製人生 木緒那智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3070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1083094 證詞 八千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124 殺人犯,九歲 林明亞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3131 異世界魔法實在太落後! 樋辻臥命作; AKI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3148 林可彤的媽咪完全手冊 林可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155 天王的獨家緋聞 冬彌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155 天王的獨家緋聞 冬彌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162 Hello Kitty讀尼采 SANRIO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209 干你啤事 : 臺灣吧黑啤的一二三事 臺灣吧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216 佐藤健訪熊本 佐藤健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223 美的京都,你都見過了嗎?攝影名家的私房散策水野克比古作;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261 源元不可能這麼可愛: 郭源元寫真書 郭源元作; 星光奈奈攝影作者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278 人際關係事務所: 影視改編小說 徐珮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3285 四月一日同學與我的祕密同居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3292 要你對我xxx!. 情侶篇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308 闇后之歌 莎曼珊.夏儂(Samantha Shannon)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315 亂馬1/2(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作; 陳美幸譯 1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1083322 亂馬1/2(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作; 陳美幸譯 1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571083339 亂馬1/2(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作; 陳美幸譯 1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571083346 亂馬1/2(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作; 陳美幸譯 1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571083353 亂馬1/2(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作; 陳美幸譯 1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571083360 小女花不棄 桩桩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3377 尋找無限的盡頭 約翰.葛林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384 名模的撩慾遊戲_Desire★Star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391 隨機魔 游善鈞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407 一生一世美人骨 墨寶非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438 色色的室友真讓人困擾 遊樂夏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445 魅惑的黑髮 波真田かもめ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452 我們的 情屬於妳 杏堂麻衣作; 楊采儒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469 群青色般眩目的你 酒井真由作;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3476 M : 模犯教授的必修學分 黑井劍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483 寫真 林季鋼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490 潘朵拉的禁忌之吻 陳漢玲著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3506 前進吧!!高捷少年 魏思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513 特九戒備班. 4, 新的里程碑 衛亞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520 花開千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3551 青葉同學請告訴我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3568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83575 貓奴情人不OK? 彭雪芬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582 間諜的致命誘惑_Desire★Star M.貓子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599 小女花不棄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3605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83650 紅石邏輯、新版指令、逼真建築、室內裝潢、 Project KK作; 王育貞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3667 哥布林殺手外傳: Year One 蝸牛くも作; 邱鍾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698 夜遊2019: 晏人物 晏人物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933 Cutting Age どつみつこ原作; 貝貝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940 那年與你在薔薇森林 雲田はるこ作; H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0305 餐桌上的蔬菜百科 潘瑋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70125 性別主流化在文官體制的發展與應用 張瓊玲作 平裝 2

9789864272471 唯手機族與民意調查: 混合行動電話與市話樣本蔡美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9241 日本語能力測驗N3.N4必讀語彙1500 徐興慶, 黃秀英編 初版二刷其他 1

9789577869258 漢日語句法比較初探 黃朝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265 中秋の名月 闕百華, 郭欣怡作; 黃小玲繪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289 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實錄. 第十九屆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辦; 日本拓殖大學,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296 報告教官我想飛: 培訓機師成功考取指南 彼得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302 花城可裕著作集 花城可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69326 学校から職業へのトランジションの変容 : キャ董莊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333 志賀直哉論: 心のをめぐって 高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340 日本的經濟發展: 兼論安倍經濟學 劉慶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357 台日異文化交流能力育成研究. 6 賴錦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79344 痛調 陳哀著 平裝 1

9789578679351 爸媽,我有話要說: 讓孩子更愛父母、父母更懂孩林俊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29 意識心理學 威廉.沃克.阿特金森(William Walker Atkinson)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36 思想創造現實 普林提斯.馬爾福德(Prentice Mulford)著; 王東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43 欣賞式探詢的力量: 正向創變實務指引 黛安娜.惠特尼(Diana Whitney), 阿曼達.賽思頓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50 一枝草一點露: 出外囝仔一甲子的人生故事 王玉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467 當下,之間-內在的凝視與轉化: 曹小容油畫選集曹小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81 旅行世界遺產. 二: 中韓日王京三部曲 Mark Chi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98 中年重生: 以上半生的智慧，得下半生的幸福 林凱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208 妳的餘生,我的餘燼 希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215 遇見 好的妳 丁凌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983 藍空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261 來自何方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52278 神都聽見了嗎? 宋亞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52285 壞的幸福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292 神都聽見了嗎? 宋亞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96807 我在昨天等你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韋伯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109

麥浩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610 Back to 1919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產巡迴展: 台南游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33917 Grace說恆心 Eric Liao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3924 Grace said persistence Eric Liao[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2234310 幼幼認知立體書: 有趣的昆蟲世界 Kim Yonghyeon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327 幼幼認知立體書: 熱鬧的動物園 Kim Yonghyeon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334 幼幼認知立體書: 可愛的寵物寶貝 Kim Yonghyeon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341 幼幼認知立體書: 奇妙的海洋動物 Kim Yonghyeon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365 數學思維遊戲 汪家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40 可愛動物紙偶書: 長頸鹿寶寶 黃郁軒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57 可愛動物紙偶書: 兔子寶寶 黃郁軒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64 可愛動物紙偶書: 大象寶寶 黃郁軒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71 可愛動物紙偶書: 小熊寶寶 黃郁軒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95 給聖誕老公公的一封信 Ned Taylor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501 世界名車圖典 京京工作室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518 輕鬆的學習文化歷史: 世界國旗百科 宋英秀作; 宋在浩繪圖; 陳馨祈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4525 史前霸主.恐龍對決 麗莎.雷根(Lisa Reg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532 海底探險.鯊魚突襲 麗莎.雷根(Lisa Reg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549 first 100數字遊戲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556 first 100有趣動物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563 first 100交通工具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570 first 123.顏色.形狀.相反詞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587 可愛動物指偶書: 老虎寶寶 黃郁軒插畫; 呂念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594 可愛動物指偶書: 無尾熊寶寶 黃郁軒插畫; 呂念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600 可愛動物指偶書: 小鴨寶寶 黃郁軒插畫; 呂念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617 可愛動物指偶書: 松鼠寶寶 黃郁軒插畫; 呂念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624 猶太寓言繪本 Park, Soo Hyun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631 寶貝學習書 Miae KIM作; Hyunju Lee繪;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234648 寶貝學習書 Miae KIM作; Hyunju Lee繪;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234655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三隻小豬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662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狼與七隻小羊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679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小木偶奇遇記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686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小紅母雞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693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小紅帽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09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白雪公主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16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冰雪女王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23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阿拉丁神燈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30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穿長靴的貓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47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睡美人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54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糖果屋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61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醜小鴨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林珊玉翻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78 中華傳統文化啟蒙讀本: 弟子規 蝸牛房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85 中華傳統文化啟蒙讀本: 論語 蝸牛房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792 中華傳統文化啟蒙讀本: 三字經 蝸牛房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808 中華傳統文化啟蒙讀本: 三十六計 蝸牛房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815 中華傳統文化啟蒙讀本: 成語故事 蝸牛房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822 中華傳統文化啟蒙讀本: 唐詩三百首 蝸牛房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839 新版兒童正音ㄅㄆㄇ拼音書 風車編輯部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科技島管理顧問



9789862234846 超級市場互動翻翻書 Sookhyun JEON作; Joonchul CHO繪 精裝 1

9789862234853 快樂農場互動翻翻書 Sookhyun JEON作; Reunbom LEE繪 精裝 1

9789862234860 游泳 : 看漫畫輕鬆學游泳! 岸智志作; 盧錦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884 恐龍大百科 Pauline Kim Agency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914 安徒生童話繪本 Mi-ae Le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921 Food超人小學生標準國語辭典 風車編輯群編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4938 Food超人新編學生國語辭典 風車編輯群編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701 犯罪學選擇題與精選申論題彙編 莫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8636 脾氣沒了,福氣來了. 林慶昭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519 家的櫥櫃好設計: 訂製櫃體現的工藝與精萃 游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526 建築外觀設計關鍵: 看得懂的建築表情 林褀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533 室內設計師的入行指導書 宮恩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557 格局改造全攻略: 讓家更大順暢 一次到位 風和文創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9013 澎湖.童年.我母親 趙守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10847 中國孩子的故事 洪淑英, 歐世皓, 謝桂芳編著 精裝 全套 1

9789864911257 暴風雨(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264 馴悍記(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271 皆大歡喜(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288 理查三世(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295 第十二夜(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01 馬克白(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18 奧賽羅(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25 無事生非(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32 羅密歐與茱麗葉(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49 李爾王(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56 威尼斯商人(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63 哈姆雷特(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70 安東尼與克麗奧佩特拉(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87 亨利五世(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394 尤利烏斯.凱撒(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00 仲夏夜之夢(豪華注音版)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17 馬克白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24 奧賽羅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31 理查三世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48 第十二夜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首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門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3

思法人數位出版



9789864911455 羅密歐與茱麗葉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62 無事生非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79 暴風雨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86 馴悍記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493 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509 尤利烏斯.凱撒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516 李爾王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523 威尼斯商人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530 亨利五世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547 哈姆雷特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554 仲夏夜之夢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561 皆大歡喜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鄭榕玲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1691 漫畫鬼谷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1707 漫畫墨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1714 漫畫韓非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905 樓起樓塌、雪崩之後: 中華民國斷交史 法律白話文運動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907 屏東縣竹田鄉二崙村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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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86272 美和科技大學教學實踐、產學與技術應用研討 陳淑娟等作; 周惠櫻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317 古典醫學占星: 元素的療癒 奧斯卡.霍夫曼(Oscar Hofman)著; 李小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833 顏貽成: 草花引 顏貽成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3890 後的女孩 萊利.塞傑(Riley Sager)作; 劉泗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06 禁忌的魔術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13 鏡之孤城 辻村深月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20 我在時間盡頭等你 鄭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37 外面的世界 劉梓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44 退稿圖書館 大衛.芬基諾斯著; 范兆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51 杏仁 孫元平著; 謝雅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68 月之圓缺 佐藤正午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975 殺人十角館 綾辻行人著; 洪韶英,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3982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尉遲秀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333999 世界第一美味的料理法100道 好餓的灰熊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看到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星空凝視古典占星學院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故事編輯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二崙社區發展協會



9789573334002 白兔 伊坂幸太郎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019 後來時間都與你有關 張皓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026 不存在的任務 李查德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033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香月美夜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040 少年陰陽師. 伍拾, 現代篇: 似遠還近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057 失物守護人 茹思.霍根(Ruth Hogan)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064 身分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邱瑞鑾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071 人山人海裡,你不必記得我 金浩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095 當時只有我和你 昔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101 乾隆韻事 高陽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855 象棋連將殺局欣賞 吳雁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862 董氏奇穴與十四經穴臨證治驗 楊朝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879 圍棋見合戰術與應用 馬自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886 象棋古今傳奇殺局精編 吳雁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893 象棋攻殺訣竅 吳雁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130 130個熱門快炒的秘訣 蔡萬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713 沈老師面相答客問 沈全榮著 其他 1

9789869632720 沈老師看相說故事 沈全榮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084 2018-2020兩岸電路板行業名錄 台灣電路板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184 Mdrumuc與祖靈Bawan的夢中奇緣: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191 Mdrumuc與祖靈Bawan的夢中奇緣: 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20710 春秋美術會: 第43屆80回大展專輯. 2018 [春秋美術會]全體會員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826 金獎精選及空間設計作品. 2018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9833 國際指標設計大獎 空間設計作品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品客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飛柏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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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春秋美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面相好好玩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映威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食為天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662 相愛是一種循環 鄭星慧作者.插畫家; 洪莉琄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209 思想起.恆春鄭萬達傳奇: 200年來台紀念 藍孟德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524 倫敦眼: 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透鏡 白舜羽, 魏君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531 神的遊戲: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的傳奇故事克里虛那.畢克修(Sri Krishna Bhikshu)原著; 平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598 光譜廚房 林乃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9406 窗前佛顏 滿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9413 星雲說喻. 一, 布施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9420 星雲說喻. 二, 持戒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401 合。約茶不夜藏古香盒 杜韻飛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077 開運妙法,天機在握 陳詮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308 旅遊英語隨身讀 林為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315 靈符的妙用: 招財進寶 阮茂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322 學擇日,讓你天天都開運 龍琳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339 濟公傳 王夢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346 唐詩三百首 朱炯遠編著 初版三刷平裝 1

9789869595353 怎樣預防高血壓 周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9749 Parcours stendhalien: vécu, aimé, écrit 鄭安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763 El análisis de necesidades en la enseñanza del españo劉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770 Colloque: etat actuel de la recherche sur la littératureGilles Bonnet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787 iHola!. nivel A1 Beate Luo, Mery Hsieh Justiniano作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6089824 何內.紀哈德之文學理論思想及其相關研究 林崇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2522 色域.攝欲: 英浩之友20週年影集 英浩影像之友學會攝影群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英浩影像之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陽雅集藝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海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約茶不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春鄭萬達衍派祭祀公業四大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桌文化



9789868504141 日出貓貍 大地乾坤: 苗栗縣九陽雅集藝文學會會吳明賢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9476 藝形美學: 苗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會員作品聯李茂宗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101 世界音響史 唐道濟主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00871 臺灣閩南語童謠唸謠唱謠50首 王春風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708 灣麗磚情遊學: 趣遊磚瓦的世界 王襄寧等撰稿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881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18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891 牧會默觀: 誰有153條魚? 翁正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3609 日夜流淌心中的甘泉 林慧瑛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321 C#實務程式設計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338 Web API程式設計與應用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216 致理科技大學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 王志瑋等作; 張清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468 (新譯)中島敦: 命運的開端─ 收錄、等,面對不遇中島敦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475 (新譯)國木田獨步的城市山居: 收錄、等穿林走國木田獨步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3882 績效差,原因真的只有16種! 費迪南.弗尼斯(Ferdinand F. Fournies)作; 林宜萱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905 以小搏大字彙學習術: 活用大數據單字強化英語Chris Jordan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蓬山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磚家藝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文化產業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美學音響發燒協會



9789863413912 以小搏大字彙學習術: 活用大數據單字強化英語Chris Jord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929 投資終極戰: 耶魯操盤手告訴你,投資這樣做才穩查爾斯.艾利斯(Charles D. Ellis)著; 劉道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981 投資學: 理論與實務 Zvi Bodie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4001 國際行銷學 Philip R. Cateora等著; 簡睿哲編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4018 肌戒毒. II: 見證肌膚自我修復的51個案例 宋奉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4025 繁榮的背後: 財富如何形塑世界,跨越千年的富饒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著; 潘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4049 肌戒毒. 2: 見證肌膚自我修復的51個案例 宋奉宜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5932 劉永仁個展: 呼吸深域 項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230 數位媒體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年第王年燦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209 致理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資料庫字典 校務研究中心彙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9796 荀子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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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9560 風起青春飛揚 陳章錫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950 認識臺灣海洋小說 蔣忠益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6588 何必為了小事苦惱 南明離火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18 阿Q正傳 魯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25 你就是人間四月天 徐志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32 狂人日記 魯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49 呼蘭河傳 蕭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56 隨緣自在 連城紀彥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63 用人做事厚黑聖經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70 把陌生人變成自己的貴人 羅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87 用歡喜的心情,面對苦惱的事情 南明離火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700 賤人就是矯情 血腥瑪莉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文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昶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校務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紅野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多媒體設計系



9789869612883 行銷企劃: 邏輯、創意、執行力 曾光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12890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19: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蔡進祥等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9688109 CPS: 新一代工業智慧 李傑(Jay Lee)等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8116 中小企業傳承與創新 鍾喜梅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45263 國中會考增強數學123(二下) 曾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3199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107級畢業製作作品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0108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0115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0122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0139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0146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0153 淘寶達人 浪拍雲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0726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634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0641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0658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0665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0672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0689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0696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702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719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0993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962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979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986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068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075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082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099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105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112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129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136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143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150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167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174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181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198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334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341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358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開科大



9789863521365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372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389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396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402 醫拯天下. 第二輯 趙奪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730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1648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655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662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679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686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69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709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716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72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884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1891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1907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1792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1808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1815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1822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1839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1846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1853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1860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1877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1914 雨花臺石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1921 衛斯理傳奇之願望猴神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1938 魔磁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1976 衛斯理傳奇之尋夢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119 後備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126 異寶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133 搜靈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140 衛斯理傳奇之虛像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416 衛斯理傳奇之邂逅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423 衛斯理傳奇之奇門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466828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466835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073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0740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0757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0764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0771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0788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2454 衛斯理傳奇之第二種人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461 衛斯理傳奇之地圖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478 衛斯理傳奇之不死藥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874 衛斯理傳奇之透明光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3017 衛斯理傳奇之神仙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031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048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3055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3062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079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086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3093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3109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253 衛斯理傳奇之原子空間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260 衛斯理傳奇之木炭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390 衛斯理傳奇之星環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598 衛斯理傳奇之茫點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3635 衛斯理傳奇之犀照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659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666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3673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3680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697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703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3710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3727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734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3789 原振俠傳奇之血咒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342 原振俠傳奇之奇緣 倪匡著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3524359 原振俠傳奇之寶狐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4434 衛斯理傳奇之蜂雲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571 衛斯理傳奇之天書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786 衛斯理傳奇之活俑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212 衛斯理傳奇之天涯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5103 衛斯理傳奇之盜墓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172 衛斯理傳奇之支離人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288 衛斯理傳奇之藍血人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295 衛斯理傳奇之老貓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387 衛斯理傳奇之妖火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615 衛斯理傳奇之追龍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714 中華兒女策馬中原. 2017 郁慕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745 醫拯天下 趙奪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769 楊天石文選 楊天石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783 首席駭客 銀河九天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790 我抓鬼的日子 君子無醉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806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813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844 獵財筆記 月關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851 淘寶達人 浪拍雲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882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905 衛斯理傳奇之頭髮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6025 衛斯理傳奇之玩具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6148 原振俠傳奇之天人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6193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6209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6254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261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278 倪匡科幻精品集 倪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6285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6292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6308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6315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6322 微雪 郁達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26339 軍犬與藏獒: 地上生靈 沈石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6346 法國人只需十件衣: 認清你自己的黃金比例 韋甜甜著 平裝 1



9789863526353 關鍵時刻,劉邦是這麼幹的 歐陽彥之著 平裝 1

9789863526360 遲桂花 郁達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26377 一隻獵雕的遭遇 沈石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6414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6384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6391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6407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6421 關鍵時刻朱元璋如何通吃全贏 歐陽彥之著 平裝 1

9789863526438 拈花走近佛: 貼近佛心,你會更豁達 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445 黿神廟傳奇 司馬中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26452 翡冷翠山居閒話 徐志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469 金絲猴的王冠: 另類生靈 沈石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6483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6490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6582 關鍵時刻，曾國藩如何反敗為勝 歐陽彥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599 比別人多想一步,你就是贏家 楊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332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26605 雪豹的眼淚 沈石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6612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629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636 思路決定財路、出路、活路 張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65890 揭開民國史的真相 楊天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1465906 揭開民國史的真相 楊天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1465913 揭開民國史的真相 楊天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1465920 揭開民國史的真相 楊天石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1465937 揭開民國史的真相 楊天石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1465944 揭開民國史的真相 楊天石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1465951 揭開民國史的真相 楊天石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560 向憂鬱說No!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108 The future 100 Mary Cass, the Innovation Group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846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0七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169 鮮活的覺性: 堪布岡夏的心性教言 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高鈺函中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480 華德福教師教學手冊 Kevin Avison著; 張少芬, 張琴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497 與藥師做朋友: 讓藥師告訴你如何安全用藥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800 優勢觀點與社會工作實務: 邁向復元之路 白倩如等合著; 宋麗玉主編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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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發堂通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81

送存冊數共計：176

天圓文化



9789869653817 古典與現代的對話 劉君[], 彭雅玲, 楊裕貿主編; 國立臺中教育大三版 平裝 1

9789869653824 表達性治療連續系統: 運用藝術於治療中的理論Lisa D. Hinz著; 金傳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437 匠心.獨具: 透視巴爾托克<>、<>、<> 胡聖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62775 陰陽醫學 方幸賓, 凌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33 土地之愛 蔡文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40 台灣現代詩選. 2017年 江自得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57 擒拿與點穴基礎功法暨應用 林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64 點點滴滴 趙彩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71 人生啟示錄 蘇鳴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88 牽影繫情 張英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05 白鳥之歌: 曾貴海情詩選 曾貴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12 落地生根 馮清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12 落地生根 馮清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29 天地瀟灑一書生: 馮清春老師紀念文集 古秀妃等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29 天地瀟灑一書生: 馮清春老師紀念文集 古秀妃等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43 海軍爸爸,謝謝您。 許寶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50 靚靚客家 永續發展: 六堆論壇. 2018 蔡幸娥, 鍾文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67 斑光 莫渝著; 黃玉蘭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74 果子牛Ioh謎猜 烏肉文; 靜思, 恆勤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006 心禪: 心靈致富喜悅秘笈 圓融導師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923 55套逆轉勝的經營戰法: 別再問怎麼辦,這套戰法陳宗賢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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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5167 殭屍企業: 拯救七個步驟，讓公司重新啟動 茱莉.雷利斯, 莉莎.伊格斯頓著; 蔣榮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174 用圖片說歷史: 從古典神廟到科技建築 透視54位許汝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181 因為星星在那裡: 科學殿堂的磚與瓦 盧昌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198 琴弓的藝術 莊仲平, 鄭亞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00 Nala Cat的彩繪世界: 貓界表情帝的喵星哲學 SUNRISE-J文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17 小心別被外星人綁架: 霍金博士說:外星人即將侵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24 古老商學院: 培養有利自己的條件 許汝紘暨編輯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31 古老商學院: 投資職場大未來 許汝紘暨編輯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48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鋼琴曲與器樂曲 許汝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55 顛覆你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想像: Hen鬧的吹牛大本韋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著; 王憲生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2662 酒後的故事: 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吧!讓古人滕征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2679 日本憑什麼: 改變世界的18個櫻花企業 陳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86 美到禍國殃民的名女人: 從「女神」到「女人」喬凡尼.薄伽丘著; 肖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693 凡事徹底: 找到與現代共處的方式,平衡你的機械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409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位電影大咖 許汝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5416 西洋藝術便利貼 許汝紘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45423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協奏曲及其創作故事 許汝紘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45430 悲慘地球 林登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8

品萱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887 不再當個無助的專業助人者: 親愛的好撒馬利亞古倫(Anselm Grün), 吳信如合著; 鄭玉英, 吳信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337 卑南語下賓朗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344 泰雅語瑞岩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351 藥品物流管理 張世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630368 排灣語太麻里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李迎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375 布農語郡群明德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伍阿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605 細讀以西結書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762612 細讀以西結書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47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447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教學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郭俊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393 南臺科技大學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 南臺科技大學鄭高輝董事長紀念專輯編輯委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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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7461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四屆 其他 2

9789865627485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899 好難養的芋頭 何奕佳文; 張哲銘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626 全方位高中化學計算精析 陳紀全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633 資優生科學班甄選數學試題暨詳解 朱正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640 歷屆學測生物試題歸納解析 言日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664 全方位高中指考物理總複習 顧建州編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2243671 高中學測衝刺模擬TEST. 國文科考(選擇題) 嚴月霞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柳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臺科大化材系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遠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627 活版印刷三日月堂. 第二部, 來自大海的信 星緒早苗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634 昭和微醺: 門外不傳的老派編輯術 重金敦之著;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968 科學，從好問題開始 BBC專家為你解答500個為<>國際中文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703 Ultimate realization in Buddhism by Master Ban-Ji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2322 還有更多: 當世界說你不能,上帝說你能! 布萊恩.休斯頓(Brian Houston)著; 程珮然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906 台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慶祝二十週年會員聯展專 翁鴻盛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612913 悟同畫會五週年創作展. 2018 王聿恬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850 易經繫傳別講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729 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736 中醫醫理與道家易經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4975 妳就是改變: 大膽逐夢,改寫妳的人生規則 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著; 林宜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521 手機消費革命: 行動化時代影響消費者決策的九阿尼亞.哥斯(Anindya Ghose)作; 蘇鵬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552 終結肥胖!哈佛醫師的荷爾蒙重整飲食法: 無需少沙拉.加特弗萊德(Sara Gottfried)著; 蔣慶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569 瘋狂亞洲富豪 關凱文(Kevin Kwan)著; 陳思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620 無聲角落 丁.昆士(Dean Koontz)作;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637 卡瓦納X冰島 卡瓦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644 讓不願平凡的你,全力以赴到感動自己 何權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705 被綁架的那一天 露西.克里斯多弗(Lucy Christopher)作; 曾倚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729 心念一轉,讓情緒回到 好的狀態: 諮商師教你三胡春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736 改變越無畏，人生越自由 小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750 不升遷也可以: 重新定義自己的前途,6種職涯延貝芙.凱伊(Beverly Kaye), 琳蒂.威廉斯(Lindy W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774 毒型人格的惡情人: 30個警示,看穿心理變態的完傑克森.麥肯錫(Jackson MacKenzie)著; 高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04 祝你更年期快樂 塔拉.歐曼(Tara Allmen)作; 陳莉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11 整理力就是學習力!讓孩子自動自發管理時間、尹善玄作; 梁如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28 運動不是為了瘦!肌力女神與妳用健身寵愛自己Ann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35 風起隴西 馬伯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42 北京女子圖鑑 張佳編劇; 余珊珊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59 李善東清潔中心 權正熙作; 陳采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66 火病: 不可輕忽火氣，長期累七積將會燒掉健康林亨沢著; 顏崇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873 親愛的女生: 去做每一件妳所喜歡的事情,去成為楊雅晴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藝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禪生命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樹林出版



9789863615880 外星警部入侵注意 冰島小狐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5897 腰酸背痛的人 需要的修復瑜伽: 每天10分鐘舒蓋爾.布爾斯坦.格羅斯曼(Gail Boorstein Grossm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903 唯一生還者 丁.昆士(Dean Koontz)著; 高天霖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5910 未來所需要的孩子: 人工智慧博士爸爸寫給父母文碩炫作; 洪上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927 在 美宋詞裡邂逅 美愛情 宋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934 招搖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5941 于丹: 在 美時候遇見 美古詩詞 于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958 奧格拉斯之槍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5965 狐貍娘 哈皮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5972 失業勇者魔王保鏢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5989 易中天說三國: 還原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易中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09 青春期的腦內風暴: 腦神經科學家教你如何面對法蘭西斯.詹森(Frances E. Jensen), 艾蜜.依莉絲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16 別把這世界讓給你鄙視的人 楊喵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23 幸福到 後的希望飲食: 觸動人心的33道美味,讓保森千枝著; 賴芯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30 強抗癌蔬菜湯: 世界抗癌藥研究權威傳授!一天前田浩作; 夜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47 韓星狂練!打造零贅肉S曲線的芭蕾伸展操: 腰臀韓詠作; 梁如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54 孕期就該知道的產後100天: 產婦身心與新生兒 林思宏, 徐碩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61 人機互動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6078 人機互動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6085 老師請把考試延期,我兒子要過生日 蓮娜.格雷納(Lena Greiner), 卡蘿拉.帕德柏(Ca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092 你缺的不是錢, 是奮力脫貧的決心 貓妖叨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115 招搖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6122 怪談病院PANIC! 小丑魚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6139 做個不完美的父母: 教授媽媽的完全放手教育法許雅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146 人人都有強迫症: 善用你的執著,在日常生活中找王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153 直視死亡的勇氣: 一位安寧療護醫師教你善終的艾拉.碧阿克(Ira Byock)著; 溫璧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160 地獄變 蔡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383 123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好聰明 黃昱之, 黃浩耘著 其他 1

9789574357574 123 easy teaching, Book 1,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authors Huang Yuchih, Huang Haoyun 其他 1

9789574357581 123 easy teaching, Book 2,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Huang Yuchih, Huang Haoyun 其他 1

9789574357598 123 easy teaching Huang Yuchih, Huang Haoyun 其他 1

9789574357703 123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好聰明. 第1冊, 加法和黃昱之, 黃浩耘著 其他 1

9789574357710 123好好算很簡單(簡體字版) 黃昱之, 黃浩耘著 其他 1

9789574357727 123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好聰明. 第2冊, 乘法和黃昱之, 黃浩耘著 其他 1

9789574357826 123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好聰明. 第1冊, 加法和黃昱之, 黃浩耘著 其他 1

9789574357833 123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好聰明. 第2冊, 乘法和黃昱之, 黃浩耘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99 公費疫苗法制解析與重構: 科學不確定性下自主何建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18 生活的故事 鄒錦秋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550 風雅堂藏玉精粹 吳素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素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何建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錦秋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7

黃昱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519 通常,星期日您都做些什麼?我跟荷龍在fringale餐荷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9234 通常,星期日您都做些什麼?我跟荷龍在fringale餐荷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49234 通常,星期日您都做些什麼?我跟荷龍在fringale餐荷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1540 清邁.藝術街頭塗鴉 荷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62 醫院經營之十大危機與解決之道 劉興寬, 劉姵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974 物權法整合研究 張智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0000 憲法學整合研究 張智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217 土地使用規劃與財產權: 理論與實務 邊泰明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641 人類圖擂台 陳添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69 認識織品: 市售布料實物 章以慶著 第六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66 K線與X線 許金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84 北極星說故事: 迷彩啟示錄 于北辰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49 航業經營與管理 林光, 張志清作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08 現代公司法 劉連煜著 增訂十三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連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于北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章以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金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邊泰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添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劉興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智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荷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362 E世代婚 問題論壇. II: 婚 經營 孫毓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372 新詩: 創作批評與賞析 陳朝松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390 潑灑一方天地: 陳能梨新彩墨畫集 陳能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42 動之美攝影集 郭英雄, 郭王寶梅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293 全球執法合作: 機制與實踐 何招凡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28 損失補償法 葉百修作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526 幻獸獵人阿塔伊 呂水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13 彩墨畫理論與創作 陳慶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215 發揚槍道南北行 張博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031 類比式創新設計技術與應用 王鴻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861 黃譯鋒書畫集. 2018(二) 黃譯鋒[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鴻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譯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慶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百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水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招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去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能梨

送存冊數共計：1

孫毓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925 「筆陣忘禪」蔡介騰-書寫創作研究 蔡介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11 土地法利用計畫法導論 陳明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59028 土地徵收導論 陳明燦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21 2017-2019年國際籃球規則違例研究 陳嘉康等作; 僑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體育運動社群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2313 天地一石: 林順雄作品集 [林順雄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208 佛說致富貴吉祥法: 從佛經中揀擇數則致富貴吉陳彥郎輯錄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983 安佐花園. 5, CEO奶爸 王慧如, 張安佐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871 小兒語白話解釋 張清泉講述; 張有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249 空調動態負荷計算與施工實例集 張樂法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36 日本漢字讀法辭典 范穎繁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543 時空轉輪系列: 軸定.轉身. 2018 林偉民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086 漢語大師(日文版1) 戚其璇著 七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范穎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偉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有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樂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彥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安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嘉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順雄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介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燦



9789574361090 漢語大師(英文版1) 戚其璇著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677 五會神咒淺說 釋惟全法師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684 民法債編總論講義. 上: 體系、實例、圖說 姚志明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65 畫魚說魚: 侯伯顯油畫具象展 侯伯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823 迷漾映心境. 2018: 林富源水墨畫創作解析 林富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51 兩個人的冒險旅程 丁樫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885 遊藝情景 寫意人生: 楊美鵝油畫集 楊美鵝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437 跨境電子商務邊境管理 劉陽柳編 平裝 1

9789574360468 關港貿單一窗口延伸與擴展 劉陽柳編 平裝 1

9789574360970 單證合一跨關區報關與報驗協同作業. 2018版 劉陽柳編 平裝 1

9789574361717 單證比對延伸與擴展. 2018年版 劉陽柳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981 切換式電源轉換器: 原理與實用設計技術(實例設吳義利編著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598 大時代小故事 趙如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857 北北基聖誕慶典 陳青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0864 臺灣唯一生肖橋樑景觀: 基隆田寮河 陳青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青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吳義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如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美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陽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富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樫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志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侯伯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釋惟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233 藍姆姆的記事本: 原住民族語創作音樂故事繪本林源祥作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54 六十以後: 秦光武書氵塵專集 秦光武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376 臺灣邁向世界強國與富國之捷徑: 從建構優質之柯雨瑞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90 台灣漢語俳句短歌. 第二集 吳昭新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58472 オーボー真悟短詩集. 第二集 吳昭新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366 營養師試題解析: 公共衛生營養學. 4, 社區營養 鄭裕耀, 張宜平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574358397 營養教育理論如何應用於劇本設計: 以「跨理論鄭裕耀, 張宜平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444 字印象視界: 高月員字印創作集 高月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97 恆空出世: 吳梓寧創作個展. 2016 吳梓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413 荷花个故事 賴文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85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本土例證 郭國興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976 Illusion Of Light Cres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58779 Hidden truth of free fall experiment Cres Huang[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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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文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月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梓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裕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東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雨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源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89 期股權勝箱波均. 二, 箱波均控盤戰法. 期權實戰呂佳霖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533 答問 吳學寶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15 馬英九的15個小故事: 路遙知馬心 羅智強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196 植物山藍的故事: 藍染及青黛的發現 呂志宏文; 賴芷曦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9936 藍植物及相關藥材之本草古今探源 呂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65 禪心: 林鳳詩畫集.一抹初心的聲音 林鳳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451 煎茶錄 蘇志瑋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079 面山面海教育與救難機制論壇. 2018 John Ellerton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35 彩色的夢想: 憶兒時 陳培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79 逐步東行. 2018第5期 劉玫秀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055 財報淺剖 游麗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47 整合學習: 樂器教學的新方法 徐珮菡, 劉佳傑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游麗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佳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淑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志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博崴媽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志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學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智強

呂佳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571 喜神與憂 決明2.0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062 古今台外 陳雷公作 修訂再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427 Kidd, the little king Bea Hsieh, Zihyan Hu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45540 國王小雞 謝碧玲, 黃子彥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994 十二生肖你我他 李樵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39 幻羽蝶變簡惠美水墨創作集 簡惠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934 地藏王菩薩: 現代感應事蹟 武陵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912 字形字音雷同的有趣聯想及其他 蔡驟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05 賴盈吟畫選 鄭慶良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20 職場與法律 鄭津津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80 曼陀鈴歌謠二重奏. 第二冊 黃舒彌作; 徐鳴山編曲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311 Social Design. 1: 感受百年歲月-日本橫手市增田 林家華, 陳彥甫, 陳明涓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家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津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舒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驟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哲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惠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陵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碧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煌棋

送存冊數共計：1

決明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長安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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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400 從兩岸風雲看結局: 公理正義傳寰宇,中華兒女揚安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946 單字學習的核心課程 多功能字卡學理依據與設蘇秦, 楊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2196 字根字首字尾破解新多益單字 楊智民, 蘇秦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557 陳舜芝作品集. 1994-1998 陳舜芝[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4358601 陳舜芝作品集. 2002-2010 陳舜芝[著]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80 穎生詩集 陳光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017 孚佑帝君史詩 郭南州綴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420 洲尾紀事: 林世奇散文集 林世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633 無色的冠冕 新月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42 比較的仲裁法 藍瀛芳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22 押韻字典 水若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鍾宛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灜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三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世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介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光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智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岳正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335 初雪: 曙光民宿. 二 紀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78 大龜文王國的歷史: 消失在台灣史上的原住民族張金生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12 李福登 感恩的人生 李福登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85 老牛呷飯囉 哈皮文; 羿禎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78 絕悟生運 黃煜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69 管理與檢驗: 國際標準ISO/IEC 17025:2017實驗室古瓊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06 身體 場域: 鄒佳哲創作集 鄒佳哲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16 秋菊傲霜: 童話叟畫 丁占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392 101美 蔡純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253 書法因緣說分明 陳政見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69 生活中的緞帶花 郭素鈴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任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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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素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占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純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瓊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佳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春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煜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金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福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613 走出來的路 任勇順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910 現代管樂經典作品探微: 高雄市管樂團管樂經典王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047 踏雪泥: 李芸萱(航申)書畫集 李芸萱著 平裝 1

9789574354047 踏雪泥: 李芸萱(航申)書畫集 李芸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373 泰雅文化大全 黑帶.巴彥(曾作振)作 平裝 1

9789574358380 黑帶巴彥的泰雅文化畫集 黑帶.巴彥(曾作振)作.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69 眼看耳聞話人生 韓錦田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68 我想幹什麼: 以若的詩 書法 水墨創作狂想曲 莊文章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51 神雕大師話/畫神將 王兩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82 無言 劉思慧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304 聖經中美麗的婦女 洪溫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36 靜虛子論金丹正道文集 靜虛子著; 李崇孝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832 陳世傑翰墨創藝大展作品集 陳世傑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世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溫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仁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兩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思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韻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文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芸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黑帶.巴彥(曾作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863 林文彬翰墨創意特展 林文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13 老農夫客家傳統回顧文集 邱錦輝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219 花若盛開蝶自來 陳玉庭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28 人文之美在人 林柏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327 如膚之深 許順鏜著 其他 1

9789574355525 傀儡血淚及其他故事: 許順鏜短篇小說集 許順鏜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570 平安帶你看瀑布(台灣北島) 平新安著; 沈芠誼編 ㄧ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86 方圓之間: 林芳珍創意禪藝的線畫世界 林芳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27 亞洲力與美慈善藝術展 李正輝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140 於生命科學專業選修課程運用多元學習策略提 陳復琴著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15 詩.畫原非二: 甲子風華 王登清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84 凡人.凡事.凡語: 王耀宗自傳 王耀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鳳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耀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正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復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平新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芳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柯明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順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錦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玉庭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彬(臺中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52 俾斯麥敎德文: 70小時掌握A1、A2、B1程度 吳文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850 海軍水兵萊利6年存200萬 陳萊利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56850 海軍水兵萊利6年存200萬 陳萊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73 林五湖札記之人命觀天 林宗祐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66 熊愛企韓國: Saleisha老師的第一堂超好玩韓語課李聖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59 一個選擇遺忘的城市 王國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079 全腦數學操作. 壹 廖蕙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65 飛禽世界<>: 紀錄亞洲中南半島泰國鳥類相 莊建模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222 2018海峽兩岸幾丁質幾丁聚醣研討會暨第34屆纖謝建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246 解密「海洋強國」戰略: 解放軍海軍維權與執法鍾永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253 走過回憶 陳昱廷, 楊彩娥口述; 陳志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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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毓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鍾永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志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建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佳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蕙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陳佩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聖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萊利



9789574357475 七十七十枉七十 藍毓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604 奇景異俗社象散紀: 古典詩詞敘述 劉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628 聚福堂呂逢元通書便覽(全本) 呂錫福著 其他 1

9789574357635 聚福堂呂逢元通書便覽(平本) 呂錫福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864 趙鳴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趙鳴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45 蔡松潭現代水墨創作集. 2018 蔡松潭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120 中國舞蹈編創理念與實踐 曾照薰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168 擇偶與婚姻的十個要訣 賈力耕, 牟燕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281 隆恩圳的大千世界: 呂廷倫隆恩圳微距攝影 呂廷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8298 相非相: 呂廷倫隆恩圳微距攝影 呂廷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27 大嬸獨闖巴黎 驚魂~驚艷~奇遇記 陳惠美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595 理想主義 於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48 采風: 邱凡庭油畫創作 邱凡庭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凡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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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惠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祖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賈力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廷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松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瓊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錫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趙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55 流行伴奏琴攻略24小時 顧峰銘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809 高齡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柯莉珊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9738 Advance care planning for seniors editor Li-Shan Ke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816 亙古以來 你 想知道的答案 木心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830 樧無鬃: 吳坤隆80手墨 吳玥瑢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4358830 樧無鬃: 吳坤隆80手墨 吳玥瑢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39 你所不知道的廚餘 何冠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46 下一棵漢堡樹在那裡. 上集 昕辰(陳隆貴)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35 警察資訊應用研究 王朝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42 Silver Lining英文過去完成(進行)式超簡單 張雅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172 龍華三繪: 傳統畫師蔡龍進 蔡龍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202 圖解健康寶典成套養生術 羅穗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01 港埠經營與管理 張志清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穗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志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雅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龍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隆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朝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坤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冠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莉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心子

顧峰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70 A brave coin story by Brian Mok; illustration by Yiting Lee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448 Inter-dimensional time by Yu Chao 平裝 3

9789574359608 Inter-dimensional time by Yu Chao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479 我在大陸的日子: 在大陸工作與生活的情報書 蕭文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493 春天逃城: 阿鏡三十年新詩精選集 阿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547 天地有情: 吳英杰作品集 吳英杰[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660 十月 楊琴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653 半百情緣: 張宗林書法創作首展 張宗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721 東亞的憂患: 日本的歷史翻案和右傾化批判集 曾健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714 全方位學攝影 謝正英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790 從音樂到戲劇的跨領域歷程: 以執導《不要緊的林宜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文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正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宜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宗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健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英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蕭文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莫偉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佑



9789574359783 歸人集 黃文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776 整體造型設計美學 林明惠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769 田野散記: 兼論邊地族群及兩岸問題 謝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752 唐幼玲詩書畫作品集 唐幼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37 遠行 林銘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82 壺嗣吳氏遷台祖繼能公族譜 吳訓忠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68 唯手機族與電話調查: 混合行動電話與市話執行蔡美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9868 唯手機族與電話調查: 混合行動電話與市話執行蔡美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0048 「科學」遇到「傳播」: 環境教育、環保永續、蔡美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4191 科學報導: 記者與科學家一起說故事 蔡美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1557 無「毒」有偶.認識PFCs: 我和毛孩的環保筆記 蔡美瑛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943 藝情形趣: 陳彬彬油畫創作集 陳彬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967 周氏祖傳整復推拿簡易手法現代版 周碩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024 臭屁禪 丁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093 美容法律寶典 邱創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創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碩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美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陳彬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銘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訓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幼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明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23 The imperial alchemist by A. H. Wa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30 島嶼臉譜 鄧榮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0130 島嶼臉譜 鄧榮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239 超音波影像品質管制 李文禮, 林孟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291 茵夢湖 施篤姆著; 陳定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0307 八十憶往 陳定中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284 雲山戲蝶時時舞 燦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338 我所認識的易經. 一, 周易乾坤屯蒙漫談 毛炳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321 虛.實人與時空記憶: 李蘭琴創作輯 李蘭琴作 第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369 新朋友的樹 孫成中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475 鴻雁東南飛 蕭鴻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512 理論六韜 姜太公呂尚原著; 呂學裕編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學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路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孫成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鴻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炳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蘭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定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燦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榮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文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 H. Wang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536 謬思 路徑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04 懷璞琴譜. 卷一 劉育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574 九月的春天茶會 Ｍ.Y.C作 其他 1

9789574360758 A spring tea party in September Editor by M.Y.C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61113 三貓奇幻旅程之海底大冒險 M.Y.C文.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66 眷村-我的故鄉 劉先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59 鋼結構施工 劉澤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673 蠟筆不只是蠟筆 蘇慧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10 泰雅傳統歌謠合唱曲 Wasiq Micyang記譜; Meiling Huang詞; 王毓璨編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34 柯武德老師升等著作之專利技術研究報告彙編 柯武德作 平裝 2

9789574360734 柯武德老師升等著作之專利技術研究報告彙編 柯武德作 平裝 2

9789574360734 柯武德老師升等著作之專利技術研究報告彙編 柯武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27 蠟筆不只是蠟筆 李玉珍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833 Fantasies in France Elainee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房瑞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錦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武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慧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美玲(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劉先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澤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育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曼嫈



9789574360802 楊錦雲水墨寫生畫集 楊錦雲編輯 平裝 2

9789574360819 楊錦雲水墨花鳥畫集 楊錦雲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96 洪寧油畫集(簡體字版) 洪寧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888 石叔明論書畫 吳國輝彙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901 120籤詩. 左冊 千允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987 兩岸和平唯一的出路: 兼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朱駿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045 天台與三論於中國佛教比較研究 林瑞蘭作; 陳文雄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069 再見澳洲 五月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076 Lighten the lantern by Chieh-Yi Cha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137 記住,一定要幸福 顧靜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50 快樂吳醫師Q&A 吳康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81 The line between our souls: the visual poetry of aesthJing You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菊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康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尤姿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婕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顧靜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瑞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簡琇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李進成(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國輝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43 無盡的光芒: 李裕源紀念展畫冊 李裕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98 ROS機器人作業系統入門 朱庭宏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328 世界商情手冊 徐健進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311 阿拉普瑪茲 林敏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366 臺南拜溪墘祭儀與聚落變遷之研究 楊家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397 歷代偉人詩集 陳履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434 教學實務研究升等經驗分享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441 小傑與球爺爺 Tina Yeh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61489 Jack and grandpa Ju: I don't want to share Tina Yeh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61748 提早60分鐘動手做便當 Tina Yeh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472 放風箏 依塔故事; 賴芃彣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502 詩情人生 陳茂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687 周秀蓉老師升等著作之產學合作技術報告彙編 周秀蓉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秀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等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茂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寶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衣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家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蓉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健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敏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庭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670 CTM體驗式教學模組 劉沂佩著 平裝 1

9789574362271 攜手共創連結: 跨域實作 劉沂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663 美國如何出賣盟友: 中華民國1941-49年拋棄國民顧貝克著; 登巴夷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656 太上感應篇 洪三笏註解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915 客語童話有聲書: 土狗仔毋食水 張捷明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892 雲林縣二崙鄉山仔門宗教信仰誌 洪江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004 詔安邱伯順公派下來台大宗譜 邱文能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697 禱告!神回應: 建立強大有效的禱告生活 亞歷克斯.肯德里克, 史蒂芬.肯德里克合著; 劉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152 教師/教練雙重角色之形塑 歐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176 我國標準本位師資培育政策論述分析: 以師資培王等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183 體育行政與管理 鄭志富主編 修訂三版精裝 1

9789574968213 為臺灣體育找出路: 許義雄回憶錄 許義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68220 「翻轉羽球」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書 林文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396 喜樂良鑰 黃明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205 生酮南洋味 凱莉.陳.彼得森(Kelly Tan Peterson), 丹.彼得森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109 皇家艦隊. 7, 奇襲火山口 約翰.弗拉納根(John Flanagan)文; 崔容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文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捷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江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孫毓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三笏

送存冊數共計：2

劉沂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650 精工細作: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黃金安總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991 生理學關鍵試煉房2.0 黃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332 登瀛雅韻 許賽妍主編 平裝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384 越南語 陳氏蘭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59282 沙皇時代: 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史 賽門.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759299 沙皇時代: 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史 賽門.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759312 那時候,我們還不是孤兒 麗莎.溫格特(Lisa Wingate)著; 沈曉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329 手繪人生 丹尼.葛瑞格利(Danny Gregory)作; 劉復苓譯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759336 手繪人生 丹尼.葛瑞格利(Danny Gregory)作; 劉復苓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759343 中國的印度戰爭: 世界屋脊上的衝突,亞洲兩大區柏提爾.林納(Bertil Lintner)作; 林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350 桃花流水杳然去 王鼎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759367 那霸散步紀行 新城和博著; 張雅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374 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 二十一世紀的戰爭、策略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王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381 尋找聖靈戰士: 俄羅斯傳統東正教倖存史 菲利普.馬斯登(Philip Marsden)著; 鄭明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398 幻影女子 康乃爾.伍立奇(Cornell Woolrich)著; 葉妍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404 當上帝踩到狗屎: 人類世界三千年來的髒話文化梅莉莎.摩爾(Melissa Mohr)作;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435 推理寫作祕笈: 暢銷作家傾囊相授的終極書寫心蘇.葛拉芙頓(Sue Grafton)主編; 提子墨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442 聲音的奇妙旅程 崔弗.考克斯(Trevor Cox)著; 楊惠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459 山與水之間: 從多瑙河到喀爾巴阡山,跨越中歐大派翠克.弗莫(Patrick Leigh Fermor)著; 黃方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300 邊界 李明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099 外物: 楊鴻個展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1929 大學國文翻轉課堂之教學實踐 王惠鈴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框外森林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索卡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紙文物維護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403 意識科學: 國家高等教育藍圖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410 創業歷程: 企業孵化智慧系統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797 漫遊舒食異國料理 臺安醫院營養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810 效法主耶穌 懷愛倫著; 吳晨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841 58種天然療法 喬安娜.金(Joanna Kim)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068 這樣旅行,那樣拍照: 從風景、食物到人像,學會 鄭允熙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1439 特別的朋友們 慶惠媛作; 蘇懿禎譯 精裝 1

9789869501453 一起抓小偷! 朴正燮作;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1460 給我吃一口 慶惠媛作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027 關房札記 悟光和尚尼抄錄; 悟光精舍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8292 人魚女孩 唐娜.喬.納波里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15 什麼都做得到!? 五味太郎文.圖; 蔡瑜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22 爺爺的玩具王國 郝廣才文; 莫妮卡貝瑞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39 我的永恆之船 英諾桑提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46 奧利佛和大吼怪 米克範霍夫文; 法蘭克戴內圖; 蘇麗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53 我想像 皮姆.凡赫斯特文; 艾隆.戴克斯特圖; 王欣榆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60 我們來比身高 艾米勒賈杜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84 大猩猩挖鼻屎 金鎮完文; 鄭雪熙圖; 丁海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391 我是大強 茉拉葛胡德文.圖; 陳郁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421 布谷布谷 林蔚婷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438 這本書抓了我的貓 理查伯恩(Richard Byrne)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445 甜甜的白熊 柴田良子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452 什麼讓我們快樂? 瑪莉高德哈文; 卡門凡佐兒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469 魯賓遜夢遊記 彼德席斯文.圖; 陳郁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476 榛果的願望 勒瑪松文; 艾哈德圖; 賴羽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483 紅屁股小偷事件 理查伯恩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490 我來接！ 大衛威斯納文.圖; 陳郁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506 傻瓜王國的聰明的皇后 格林兄弟原著; 塔塔尼可夫(Pavel Tatarnikov)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513 壞種子 喬里約翰文; 皮特奧瓦德圖; 蘇麗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520 找媽媽 克羅德杜柏(Claude K. Dubois)文.圖; 賴羽青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剛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悟光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紙印良品

送存冊數共計：1

祐安大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7564 電影必修課: 進入影像世界 黛兒.薩瑟蘭(Dale Sutherland)作; 李泳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571 電影必修課: 奇幻冒險片 黛兒.薩瑟蘭(Dale Sutherland)作; 曾郁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588 電影必修課: 童話故事片 黛兒.薩瑟蘭(Dale Sutherland)作; 曾郁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595 電影必修課: 喜劇片 黛兒.薩瑟蘭(Dale Sutherland)作; 邱筱涵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601 電影必修課: 科幻片 黛兒.薩瑟蘭(Dale Sutherland)作; 李家璿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618 電影必修課: 時間的遊戲 伊薇特.柯洛恩(Yvette Krohn)作; 強勇傑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632 英漢翻譯實例評注 葉子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656 MPA三嘆: 向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致敬 鍾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663 什麼這麼好笑?繪本職人的閱讀地圖. 3 賴嘉綾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670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 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 鍾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687 高階會議英文 顏慶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7694 陰晴不定之家: 如何與邊緣人格父母相處 莉斯.拉波特(Lise Laporte), 羅納德.菲沙(Ronal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700 直取茶湯: 一位炭焙茶師的行與問 賴彥廷著 平裝 1

9789574457717 和解: 文學研究的省思 李有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724 學於途而印於心: 李有成教授七秩壽慶暨榮退文熊婷惠, 王智明, 張錦忠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748 Good chats Lynne Sandsberry等作 四版 其他 1

9789574457755 English for exams: listening for IELTS Fiona Aish, Jo Tomlison[作] 其他 1

9789574457762 識字魔法字典 唐羚編 一版 精裝 1

9789574457779 Amazing entrepreneurs and bussiness poeple. level 1 text by Helen Parker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7786 Amazing entrepreneurs and bussiness poeple. level 4 text by Katerina Mestheneou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7793 Amazing scientist. level 3 CEF B1 text by Anne Collins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7809 Amazing achitects and artist. level 2 CEF A2-B1 text by F.H. Cornish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7816 Amazing Woman. level 1 CEF A2 text by Helen Parker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7830 英語的故事 王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847 人間筆記: 莊坤良書畫集 莊坤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854 垃圾分類說明 陳克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861 華美的饗宴: 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 李有成等作; 單德興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158 CLIL教學資源書: 探索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鄒文莉, 高實玫主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440 伊人難為三部曲. 2, 被天雷連環劈!?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842 Fretboard Secret Handbook written by Scott Su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904 讀書變成「高報酬投資」的刻意自學: 「組合式本山勝寬著;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1211 不只找工作,幫你找到「好工作」 陳暐婷, 陳之貴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511235 遠離憂鬱 下園壯太著; 葉秀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297 中西醫聯手雙效顧健康 鐘文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303 勞資實務問題Q&A 林定樺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310 圖解臉書內容行銷有撇步!: 突破Facebook粉絲團蔡沛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327 憂鬱的陰影: 關於沮喪、自殺念頭 真實的告白艾美.費里斯(Amy Ferris)主編; 游恆山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空膠囊音樂社

書林



9789864511334 5歲寶寶: 家長一定要會的愛與尊重教養法 丹尼斯.唐總編輯; 毛寄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341 破除低薪魔咒: 職場新鮮人必知的50個祕密 施耀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358 「I」研究: 小道MOKO的泛自閉症障礙 小道MOKO圖.文;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365 輕鬆看土地稅法規 陳坤涵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1372 個人資料保護法 林鴻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389 成功撰寫行銷企劃案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1396 美國文案大師私房密技大公開;只有確實幫助銷Ray Edwards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402 自閉症活動手冊: 幫助孩子溝通、交朋友和學習Catherine Pascuas著; 陳美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419 勞動基準法 陳旻沂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11426 圖解財務管理 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440 媒體裂變: 從駐地記者到博士總監 許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464 解除憂鬱與不安的認知療法自習本 大野裕作者; 葉秀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186 <>十譯比較及新譯註: 圓滿成就智慧能斷金剛法楊宗翰編譯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351 全球和平與發展之探究 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705 綠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鄭魁香, 連苑廷, 周姝君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7314 幸福的人生 林允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517 土地神信仰的跨國比較研究: 歷史、族群、節慶王淑慧等作; 徐雨村, 張維安, 羅烈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548 文字與失智結緣記 陳思永, 李美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555 起一堆火在路脣: 邱一帆客語詩歌文集 邱一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562 靈魂个故鄉: 邱一帆客語詩歌文集 邱一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393 H-POINT: 車輛設計與配置的基礎 Macey, Wardle作; 林時旭, 林福年, 林志冠譯 平裝 1

9789867214409 Be true to your work and your work will be true to y 陳彥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4416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Tiago Costa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229 人生也能卡巴拉: 生命靈數很簡單 智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236 煩惱了。也很好 佟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243 煮酒話紫微: 斗數論命實例解析 了然山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19250 煮酒話紫微: 斗數論命實例解析 了然山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草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綠工程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般若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9789869519267 被誤解的歷史. 世界篇 佟偉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19274 被誤解的歷史. 中國篇 佟偉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19298 飛星紫微斗數之發財昇官祕笈 周星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606 紫微學堂 傳通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999 輕鬆學物理的第一本書 周鑑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983 溈山靈祐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09302 淨土指要: 果如法師開示錄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609388 瑞州洞山良价禪師語錄釋要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349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606356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06370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06387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606363 從雲端開始愛. 第六集: 東京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394 台北不來悔 米奇鰻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81223 從雲端開始愛. 第七集: 東京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230 從雲端開始愛. 第八集: 東京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203 先民過臺灣-鄉土風情畫: 消失地平線的開墾生活余秀雄畫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759 聖誕前奏曲 改編自J.S.巴赫E大調組曲前奏曲 薛志璋編曲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0766 莫札特長笛協奏曲集. I 黃貞瑛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3400 唐盛陶藝 戴竹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814 國民中學教師心理資本、情緒勞務與組織公民 洪妙如, 謝勝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66739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1366739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唐盛陶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天才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茱莉亞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0

海峽前鋒文化



9789571366753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1366753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1366746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1366746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1374185 台灣多奇廟,遊出好運道 楊逢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727 錢難賺,房地產別亂買 洪倩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987 你一定看得懂的易經六十四卦. 2 劉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021 境外融資. 1: 中小企業上市新通路 高健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038 境外融資. 2: 20家企業上市路徑解讀 高健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113 自己的肩痛自己救 許嘉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120 奧樂雞是一隻雞 掰掰啾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137 好老公(國際中文版) 宅女小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151 月入23K也能投資理財 楊倩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168 讓光一點一點灑進來: 10個人的勞動故事 姚誠, 李郁淳撰文;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182 祈路之夏 七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199 與父親的漫長告別: 一名男子的照護手記 盛田隆二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05 歷史課本不能說的祕密: 世界一流人物的暗黑病譚健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12 就要一場絢麗突圍: 30歲後人生歸零,闖蕩世界的范海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29 看見價值,適才適任 : 12個有心職場 姚誠, 李郁淳撰文;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36 不要說我堅強: 我希望在我死後,仍能繼續活著 柯菲比, 張瓊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43 這裡沒有神: 漁工、爸爸桑和那些女人 李阿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50 群鳥 吉本芭娜娜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67 我們都是時間旅人 詹姆斯.葛雷易克(James Gleick)著; 林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74 自創好宅: 詹惟中絕對真心教你運用家具、善用詹惟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81 用生命歌唱: 留美聲樂家蘇麗文淬鍊46年的音樂蘇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298 那些美好的人啊: 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金琸桓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04 拿掉工作後,你的人生還剩下什麼?: 關於人生、泉谷閑示著; 吳怡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11 茶水間遇見海德格 哲學新媒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28 社交窘星人的生存之道: 不擅交際又如何?心理學泰田.代(Ty Tashiro)作; 謝凱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35 多魔坂神社的一千零一夜 田丸雅智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42 天氣之書: 100個氣象的科學趣聞與關鍵歷史 安德魯.瑞夫金(Andrew Revkin), 麗莎.麥肯利(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59 財報就像一本兵法書 劉順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66 財報就像一本故事書 劉順仁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5373 我心我行.Salute 許芳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80 溺日 黃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397 是男人沒有眼光,還是妳不懂得發光? 文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03 從左手到牽手 AWE情感工作室, 亞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10 漫遊十七世紀古英國 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34 三十年風雲在香江: 江素惠的香江路與兩岸情 江素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41 困境用溫柔面對，幸福要微笑尋回: 給每一個相貝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58 失樂園 渡邊淳一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65 星座大戰. 勇闖澳門篇 PIEP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72 鍛鍊心理肌力: 15項心理練習,擺脫那些職場與人林萃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89 真相的力量: 喚醒內在真相 激發潛在領導力 張曼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496 天氣製造愛: 風與雲如何影響我們的情緒以及地博亞諾夫斯基(Axel Bojanowski)著; 彭菲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02 熊與夜鶯 凱瑟琳.艾登作; 穆卓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19 德布希小姐 夏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26 一本讀通佛學與心理學: 人類思想的兩種偉大智金木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33 勞燕 張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40 改寫未來方程式 柯迎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57 洞察地圖: 6大致勝法則,成功破解消費者心理 溫蒂.郭爾登(Wendy Gord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64 這些點子值三億 吳仁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71 阿垂阿斯家族 柯姆.托賓(Colm Tóibín)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588 身為職業拍貓人 吳毅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5595 療癒美術館: 用名畫治癒心靈,在美的世界找到更李沼泳著; 李舟妮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5601 影子 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5618 我從沒計畫成為一個同志 牧村朝子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625 亞洲男人的美國生存紀事: 普立茲獎得主的自我阿力斯.泰森(Alex Tizon)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632 跟著山崎亮去充電: 走讀北歐生活設計 前線 山崎亮, Studio-L作; 涂紋凰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375649 跟著山崎亮去充電: 踏查英倫社區設計軌跡 山崎亮, Studio-L作; 涂紋凰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375656 跟著山崎亮去充電: 探訪美西公益設計現場 山崎亮, Studio-L作; 雍志中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375663 創意影響力: 掌握三大關鍵: 調整心態,了解市場傑夫.高因斯(Jeff Goins)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670 大漢光武. 卷一, 少年遊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5694 35個影響歷史的關鍵大事 宮崎正勝著; 賴詩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700 2019豬年開運賺大錢: 易經論股解讀 佳投資機陶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717 醫學就會: 漫畫基礎中醫 懶兔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724 為愛而戰: 在婚姻中完美自己的心路指南 格倫儂.道爾.梅爾頓(Glennon Doyle Melt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731 下個十年,你在哪?: 時時檢視目標,無懼打掉重練黃珮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748 垃圾與它們的產地: 為什麼99%的東西半年後都安妮.雷納德(Annie Leonard)著; 吳恬綾, 黃亭睿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5755 你一定看得懂的易經六十四卦 劉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5762 怪奇事物所: 你知道嗎?其實我們都很怪 怪奇事物所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5779 今天的轉念,決定明天的幸福: 從生氣到消氣、放青山俊董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786 療癒夢工廠: 將惡夢化為助力的心靈實作練習 瑪格麗特.博瓦特(Margaret Bowater)著; 張美惠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793 氣味、記憶與愛欲: 艾克曼的大腦詩篇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 莊安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5809 深度洞察力: 克服認知偏見,喚醒自我覺察,看清 塔莎.歐里希(Tasha Eurich)著; 錢基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16 穿越時空迷宮大挑戰 安娜.布雷特(Ann Brett)文; 湯姆.伍利(Tom Wo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23 美國留學攻略: 哈佛畢業生教你寫CV&SOP、考曾文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30 坐好月子,過好日子: 中醫師彭溫雅的女性調理書彭溫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47 世界一流菁英的77個 強工作法: IQ、學歷不代金武貴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54 骨架分析x基因色彩=史上 強 美穿搭術 二神弓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61 跟著茵樂去旅行: 跨界小提琴家蘇子茵的琴旅協蘇子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78 藥師心内話: 廣告藥品、網路保健食品、兒童用Drug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885 小嘻瓜的魔髮樂園 王宏哲文; 劉銘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5908 尼采 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 王紹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5915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2019 詹惟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922 大裂: 胡遷短篇小說集 胡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939 痛苦編年 王俊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946 父母成長,孩子才會真正長大!: 一起練習愛與被崔佛.席維斯特(Trevor Silvester)著; 許玉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953 社企是門好生意?: 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 徐沛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960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5977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5984 儀式感: 把將就的日子過成講究的生活 高瑞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004 無法創新,是因為你不會發揮潛力: 觀察力+質問三浦將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035 愛因斯坦的宇宙: 想跟光賽跑、從椅子摔落...... 加來道雄著; 郭兆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6042 點腦成金: 開採個人創意原礦 程湘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059 血型小將ABO之愛情白皮書 RealCrazyMan圖文; 彭玲林, 曹恩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073 橘寶的新妹妹 張元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066 小手拉小手 Aid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080 禮物 朱嘉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097 為愛奔波: 毛小孩們教我的生死課 陳文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189 謝沅瑾豬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史上 萬用的開運謝沅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196 地下鐵事件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6202 地下鐵事件. II: 約束的場所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6219 魯奇歐與呼哩呼哩: 第一次過聖誕節耶! 庄野菜穗子著; 盧慧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6240 紫微攻略 大耕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301 信仰的足跡: 林園馬祖海巡 黃于玫, 蔡宗諺文; 張睿傳等圖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02

送存冊數共計：101

鳳芸宮靈帝殿管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817 藝氣風發 [高雄市美術推廣協進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203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新思潮研討會論文集. 2017 邱美芬等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605 荖濃生 潘麗華故事採集; 洪淑芬撰文; 許文龍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745 飛彩粉舞 王雪枝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60515 教室走察方案與實踐策略建構之研究 黃旭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61086 與問題教師共舞: 學系經營六步曲 R.Kent Crookston原著; 黃淑玲, 蔡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208 教育危機: 當代趨勢與議題 Michael Apple等著; 湯仁燕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222 啟動以學習為核心的學校教育改革: 教學革新與薛雅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345 校長領導與學校集體智慧 林明地, 梁金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543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認知、情意與關懷 劉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567 多元文化教育 劉美慧, 游美惠, 李淑菁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2171 創意遊戲場 薛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201 史家之光: 歷代先祖及現代史家故事 史墨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270 教師專業發展面面觀 黃昭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216 高雄意誠堂關帝廟沿革史 林茂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326 實習醫「聲」: 敘事醫學倫理故事集 林慧如, 王心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5326 實習醫「聲」: 敘事醫學倫理故事集 林慧如, 王心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5333 高雄醫學大學校史. 茁壯篇(1973-1999) 林丁國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357 荼靡未央: 高雄醫學大學一百零六學年度大體感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牙醫系壹零伍級同學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醫大解剖學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雄意誠堂關帝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等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荖濃平埔文化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國際粉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美術推廣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高師大文創學會



9789866105364 簡明人體骨學實習指引 陳永佳, 張昭元, 陳昕汝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105395 人體神經解剖學實驗 蕭廷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8306 micro:bit初體驗 王文忠, 校園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993 珍愛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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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9809 書情畫藝: 桃園市台藝書畫學會聯展專輯. 107 葉蘭香編輯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8242 飲食指南完全手冊: 從受孕到老年的飲食照顧 楊淑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78259 重症專科醫師考試2006-2017題庫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266 臨床營養學: 膳食療養 陳淑娟, 尹彙文編著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78273 食品營養概論 蕭寧馨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013 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 2018: 35週年會員聯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607 大地春回 : 桃園市書法學會創立三十周年會員聯陳綠文編輯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9359 藝緣畫會聯展專輯. 2018 傅彥熹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808 打擊樂基礎教材 連雅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5800 上帝的企管學 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 何明珠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5831 安息日的真諦 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作; 鄧元尉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5848 品格的革命: 重塑屬天的生命 魏樂德(Dallas Willard), 唐.辛普森(Don Simpson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5893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2018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909 2018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家庭版)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923 忘我神學: 基督信仰與中西思潮 林鴻信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起鼓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藝緣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桃市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台藝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校園文化



9789861985930 莫特曼神學: 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 林鴻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978 婚姻的法則 姜馬克(Mark Gungor)著; 吳秀蘭譯 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5992 神學詮釋學 范浩沙(Kevin J. Vanhoozer)著; 左心泰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6005 一生渴慕神: 基督徒靈修七徑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 畢比(Gayle D. Beebe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6029 父母靈修學 湯蓋瑞(Gary L. Thomas)著; 王瑜玲譯 初版8刷 平裝 1

9789861986050 十架上的6小時: 耶穌與虛空、失敗、死亡的正 路卡杜(Max Lucado)作; 邱豔芳, 呂底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6074 天天有恩典 路卡杜(Max Lucado)作; 黃凱津等譯 初版三刷平裝 1

9789861986081 基督徒的愛與性 史密德(Lewis B. Smedes)著; 曾宗國譯 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6098 歡喜讀舊約: 重新品味上帝的深情與智慧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徐成德譯 初版11刷平裝 1

9789861986104 工作真重要: 向聖經人物學工作 保羅.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著; 黃凱津譯 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6111 認識耶穌: 30天馬可福音靈修材料 朴同成著;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128 4D門徒動起來!. D1, 上: 新鮮人手冊(帶領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135 4D門徒動起來!: D1(下)發現新生命(帶領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142 4D門徒動起來!. D1, 上: 新鮮人手冊(學習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986159 4D門徒動起來!. D1, 下: 發現新生命(學習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986166 4D門徒動起來!: D2真理導我行(帶領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173 4D門徒動起來!: D2真理導我行(學習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986180 4D門徒動起來!. D3: 門徒新標竿(帶領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197 4D門徒動起來!: D3門徒新標竿(學習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986203 4D門徒動起來!: D4領袖新視野(帶領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210 4D門徒動起來!: D4領袖新視野(學習本)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986227 4D門徒動起來!解說手冊 洪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234 為工作立界線 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著; 平山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6265 神聖的悲憫: 何西阿書研究及註釋 胡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289 尷尬的上帝: 紛亂時代的信仰挑戰 楊腓力(Philip Yancy)著; 徐成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302 給你5萬雙祝福: 一個小小行動,如何改變世界 楊右任口述; 戴芯榆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319 認識耶穌: 30天馬可福音靈修材料(簡體字版) 朴同成著;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326 天天活出神的話 畢德生(Eugene Peterson)著; 顧瓊華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6333 聖經中的禱告: 奔向恩典的寶座 查斯特(Tim Chester)著; 平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357 文化講道學: 向懷疑世代傳講基督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鄭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364 基督教新約倫理學: 活出群體、十架與新造的倫海斯(Richard B. Hays)著; 白陳毓華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6418 靈魂的禱告 富希士(P. T. Forsyth)作; 鄭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425 神學求生指南 邵葉爾(M. James Sawyer)著; 楊長慧譯 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6449 健康的門徒生活: 30天以弗所書靈修材料 朴同成著;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470 健康的門徒生活: 30天以弗所書靈修材料(簡體字朴同成著;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402 2017-18福宏「Art with life」畫展專輯 張麗敏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639 你寫的小說能賺錢: 除了小說寫作技巧以外,你現簪花司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333 沉默的島嶼: 校園性侵事件簿 陳昭如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4679 美文房: 安徽博物院典藏文房四寶特展 妙功主編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本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6

桃園福宏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夢文創



9789868344686 妙香秘境: 雲南佛教藝術展 馬文斗, 如常主編; 佛館國際組英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213 Play on: 直笛、其他管樂器在華德福音樂教育的茱蒂.柯林根(Judith Clingan)作; 翁綾霙, 陳脩平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4237 己亥年東亞天文農曆. 2019 布萊恩.濟慈(Brian Keats)作 平裝 1

9789869554251 五把黃金鑰匙: 以包容方式對待學齡前兒童生命Helle Heckmann作; 張琴珮譯 平裝 1

9789869554275 在花園裡: 遊玩即學習 Helle Heckmann著; 許瓊文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1641 醫學新紀元: 兒科門診常見問題與疾病 許振東口述; 陳亞南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297 探新機: 科技亞洲 產業創新 蘇孟宗等作; 曾麗英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259 電子材料產業年鑑. 2018 尤浚達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005 大德美感紀事. 第4輯 李曾基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06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077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084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數學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091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社會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01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自然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18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題示例 鄭中平等編輯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712 「愛單親.我同行」單親家庭服務實踐工作手冊黃綵宸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046 論得救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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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5786 AI對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暨產業之挑戰與 陳力俊等作; 陳力俊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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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地之愛癌症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9625 坤元輔教奮鬥行誼 始院坤院聯席委員會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3020 孫文行誼考述 莊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407 三十而立-兒童燙傷的預防、治療與重建: 中華民梁妃儀, 董光義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8409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優等應試指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181 臺灣公司治理. 2018年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879 勞資方略 鄧學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337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年報. 2017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344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17年 汪威錞, 葉長城, 蔡昀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21203 準備好談性了嗎?: 智能障礙者性議題的挑戰與 黃如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602 春雨潤物細無聲: 柯杜瑞琴初心無悔深耕廿五世柯杜瑞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923 口手語綜合溝通法應用手冊 謝雅德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498 醫藥產業年鑑. 2018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路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明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燙傷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帝教



9789866123504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8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511 醫藥產業年鑑. 2018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528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8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413 您不可不知的事實: 揭開藏傳佛教真實面之報導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2420 外道羅丹的悲哀 明白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2437 與<>研討班學員談「心」 張正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1769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年報. 2017 宋同正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6025 臺中市低碳智慧城市碳管理策略國際研討會論 陳峙霖, 賴政安, 林妙儒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9382 在苦難中與上帝相遇: 助人者應該了解的苦難 郭榮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419 積木世界: 幼兒經驗與創意的展現 李垣瑾等作; 倪鳴香, 柯秋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490 十住毘婆沙論講義. 上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3106 十住毘婆沙論講義. 下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915 部署: 朱銘歐洲展覽的推進 林以珞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34915 部署: 朱銘歐洲展覽的推進 林以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138 鹿窟寒村餘生: 陳皆得回憶錄 陳皆得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407 吳蔡秀珍九秩書畫集 吳蔡秀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414 吳蔡秀珍九秩書畫集 吳蔡秀珍[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達體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朱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483 筷意生活: 旅順博物館藏中國箸文化展 妙功主編 精裝 2

9789574574674 三好兒童歌曲(詞庫). 2018 林煥漳等歌詞 平裝 1

9789574574865 畫說觀音法門 如常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038 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與行銷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250 坐禪 方俐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2687 判解研究彙編. 二十一、二十二: 李模務實法學 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029 鏡海的勇氣: 羅金容的生死之教 紀潔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342 民主台灣的彰化推手. 續 黃烱明等採訪; 曾明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4205 寧靜致遠-教育改革的推手: 陳伯璋教授追思紀念李文富, 薛雅慈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631 臺灣建築史之研究: 他者與臺灣 黃蘭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408 法鼓山年鑑. 2017 法鼓山年鑑編輯組編輯企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1869 社造20年彙編 黃文賢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175 超凡入聖: 諦視李府千歲 李豐楙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寮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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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母語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佛教大毘盧遮那禪林基金會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9789869465182 南瀛66攝影會作品集 李國殿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641 聆聽你的心: 用愛,陪伴渴望被聽見的心靈之聲 王輔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7208 善法若水 利澤萬物: 善水有情 五載聚合 楊泰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643 國際智慧生產解決方案與產業應用: 因應物聯網劉佳鈞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9441650 全球能源轉型下之再生能源發展探討與借鏡 林全能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925 紡織產業年鑑. 2018 李信宏等撰稿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817 新北市山林古道之小土地公廟調查與測量. 二, 劉憲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241 人機協作之生活服務科技創新系統研析 葉席吟, 葉芳瑜, 林海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258 用於潛力科技選題之文字探勘方法 林倞, 羅濟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265 應用導向議題選擇: 以次級資料與字詞分析為基王宣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272 從日本之博士多元就業措施論我國高階科研人 張于紳著 其他 1

9789576192289 我國技術貿易收支改善策略芻議─兼論韓國政 蘇奕璿, 李正通, 莊裕澤著 其他 1

9789576192296 創新激勵獎推動模式與效益分析 黃郁棻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02 新南向政策與國際科研合作: 科學外交的視角 李俊毅, 邱錦田著 其他 1

9789576192319 探討西門子重點領域專利佈局與分析 樊晉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26 台灣學術研究能量報告. 2017 陳明俐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33 研究工作者特殊工時制度之研究 王怡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57 從非政府組織以科學倫理觀點看政府決策制定 許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71 人工智慧風險分析: 人工智慧商業化將帶來的衝吳悅, 賴志遠, 羅良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88 事實與規範之間: 臺灣食安風暴之後,政府管制作任德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95 我國能資源循環型社會的未來情境與科技創新 林海珍, 葉席吟, 葉芳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401 創業不設限 創意無極限: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第一黃意丹, 楊翔莉, 湯凱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418 我國大學合作模式現象探討 洪文琪, 陳明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425 邏輯模式於科技計畫規劃、監測與評估之應用 張錦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432 全民行健,里山和諧: 能源國家型計畫粹鍊更美好張培仁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164 SNDT奈米元件技術研討會. 25th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崇光女中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運璿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耕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善水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710 CIC annul report. 2017 editor-in-chief Jen-Chieh Wang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3245 南北走走 東西瞧瞧. 第二冊 紀展南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908 童道中人 湯童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922 誰才是森林之王? 麗莎.特克斯特(Lysa Terkerust)著; 珍娜.克理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939 跟隨摩西的腳蹤 金承學著; 崔明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504946 愛講義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953 長大成熟 歐迪慈(Juan Carlos Ortiz)著; 詹正義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294 末世新婦八部曲 紀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90515 真愛盟約 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張珮幸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4847 熊貓有個小訪客 康坦.葛邦文圖; 穆卓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004 翻頁 林娟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240 神聖的遺忘: 失去希望、尋回希望的藝術史 陳韻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271 永不止息的愛 邊雲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275295 小人物,大力量: 5個兒童勵志故事 姜蜜, 游紫玲文; 禧平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75318 塵泥無礙香如故 白培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325 起初之後: 創造論與演化論的探討 解世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332 神射手阿泰 林治平著; 托比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349 毛毛蟲MM 林治平著; 蔡雅晴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356 蝌蚪與青蛙 林治平著; 巧巧小橘頭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363 蝌蚪與青蛙. 二 林治平著; 巧巧小橘頭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370 汪汪幸福學: 毛小孩帶給我們的50種心靈治癒 諾曼.萊特著; 王宇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394 基督教與中國論集: 從理論與符號談起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00 我們正在寫歷史: 宇宙光與陪伴華人走過歷史文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17 人啊,你在哪裡?: 全人生命理念的尋思與落實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24 找到生命中的大提琴: 寫給特別的你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31 舞台: 生命劇場中的精彩演出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48 一個說不完的故事: 五餅二魚神蹟的現代版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62 科學的啟蒙: 上帝說:「有光」,就有了光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79 宇宙的探索: 一個沒有星星的晚上 黃小石 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86 生命的省思: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493 信仰的追求: 死亡,你不必驕傲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516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9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523 答非所問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547 小老鼠的聖誕節 陸可鐸文; 布魯諾.梅茲圖; 穆卓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554 留在遠方的雲彩 魏外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561 日本冬季行旅: 東京.仙台.高崎.輕井澤的心靈散依品凡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進通許世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248 送神過好年: 灶王爺傳奇.老鼠的女兒 張劍鳴, 黃女娥著; 林鴻堯, 黃淑華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255 可以開始了嗎? 王文華等著; 魏羽桐等圖; 王藝蓁執行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303 探尋隱晦的台灣小說百年史 謝森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8819 新象40(1978-2018) 樊曼儂, 許博允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7841 西餐基礎刀具與工法 開平餐飲學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7858 西餐廚房準備工作 開平餐飲學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231 古代的夏威夷及其藝術 金榮華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824 g0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2018年鑑 g0v揪松團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028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2016-2017年報郭生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035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當前臺灣技術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編輯小組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1321 照亮世間的心光 余雪恩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943 新.人間革命. 第23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5031 地球革命的挑戰: 談人類與環境 艾輪斯特.U.茲捷卡馮.魏伯樂(Ernst Ulrich von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5031 地球革命的挑戰: 談人類與環境 艾輪斯特.U.茲捷卡馮.魏伯樂(Ernst Ulrich von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5086 難忘之旅: 懷抱太陽之心. 第一卷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5093 學習勝利的經典: <>. 11, 覆日女書其一等三篇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2522 絕對的光與亮: 賴純純的世界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869702539 化宇宙自然為純色: 李仲生抽象藝術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菜脯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善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放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新象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952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合編; 馬來西亞漢學院選編翻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807969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合編; 馬來西亞漢學院選編翻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807976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合編; 馬來西亞漢學院選編翻譯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8807983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合編; 台南市國學書院編選翻譯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348 Asian begonia 300 species portraits edited by Mark hughes, Ching-I Pe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9351355 Asian begonia 300 species portraits edited by Mark hughes, Ching-I Peng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512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家庭教育: 家風家訓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2529 男性與家庭教育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484 優雅走向回家的路: 在那天來臨前從容準備 邁克.默瑟(Michael Mercer)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491 改變生活的簡單祈禱: 依納爵式省察的力量 吉姆.曼尼(Jim Manney)著; 陳思宏, 常祈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602 科專小六法 陳世傑主編 第十一版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633 自駕車的第一本法律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619 資訊硬體產業年鑑. 2018 許桂芬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626 新興軟體應用年鑑. 2018 郭家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902 兒童安全通過路口教學指引手冊 林月琴總編輯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607919 幼兒園交通安全教育教材 林月琴總編輯 1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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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602525 肉豬: 一本肉豬生長、健康及行為管理的實用指Mark Roozen, Kees Scheepens原著; 陳世平, 孫豫再版 平裝 2

9789869602532 農業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企業案例專輯. 107年林淑絲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科法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暨環保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7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544 成功企業的再定義: 企業永續策略與經營 朱竹元, 李宜樺, 張瑞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90 即興喜劇: 茲德涅克.揚達的日常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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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6312 願神國降臨 陳安誠, 陳姿伶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084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965 諸宗大略講義 兩湖佛化講習所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996 法華擊節.五味玄記 (明)憨山大師著述; 根慧法師著記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71 一瞬二十 黃建業等口述; Allen Hong等撰文; 台北電影節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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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168 每天5分鐘,啟動你的正能量 劉群茂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213 得勝的呼召: 尋得你已蒙的恩召;完成你獨特的天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劉如菁譯 平裝 2

9789869611220 從棄絕到醫治 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諸葛瑛譯 平裝 2

9789869611237 道成肉身: 與區永亮牧師一起讀約翰福音 區永亮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8584 從說、唱、文字間探討歌曲詮釋: 以獨唱會曲目林美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北市基督教社會互談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士林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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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鳳山活泉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慈光圖書館

送存冊數共計：5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毓繡文化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835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合集. 2015-2017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1842 華嚴經講錄. 七, 初發心功德品、明法品 賢度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81888 超越時空的幸福: 航運鉅子沈家楨博士給現代人沈家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575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董哲瑋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565 益康環境規劃與園藝活動成效評估 蔡春足, 沈毓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503 1+塑X3: 朝倉暨蒲添生三代雕塑展專冊 財團法人蒲添生雕塑文化藝術基金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136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1168 無形資產評價教材(合訂版) 張世宗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298 貿易金流常識與實務入門 葉清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59 銀行法令遵循策略與實務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66 衍生性金融商品概論與實務(2019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80 上市櫃寶典 朱竹元, 簡合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410 不動產租稅規劃(2019年版) 封昌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427 Bank 4.0: 金融常在,銀行不再 Brett King著; 周群英, 林凱雄, 孫一仕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6167 播種者: 台研會三十週年專刊 朱雲鵬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20783 話在肉身顯現. 續編(法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90 話在肉身顯現(法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806 末世基督的發表. 選編(法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813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法文版) 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820 話在肉身顯現. 續編(義大利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837 話在肉身顯現(希伯來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844 羔羊展開的書卷 末世基督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蒲添生雕塑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慧炬



9789864320899 我是如何歸向全能神的 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其他 1

9789864320936 國度福音經典問答. 選編二 全能神教會作 其他 1

9789864320974 我是如何歸向全能神的(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552 基督教要理問答 黃伯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569 山上寶訓的見證 董俊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576 陳夫人 庄司總一作; 林俊育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37583 聖經?聖經!: 哪一本?怎麼讀? 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613 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 多元開展,與時俱進鄭仰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833 國家人權機構之國際比較分析 廖福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2312 召會的異象與建造(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平裝 1

9789861663753 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台灣初版平裝 1

9789861663760 活祭: 印尼總統特使翁俊民博士的事業與信仰之阿爾貝蒂尼.恩達(Alberthiene Endah)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63814 新約的職事與使徒的職分(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821 詩歌(簡譜版) 李常受編譯 臺灣初版平裝 1

9789861663869 利未記概論(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台灣初版平裝 上冊 1

9789861663883 吃喝享受神的操練(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906 利未記概論(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台灣初版平裝 下冊 1

9789861663913 事奉主者性格的建立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134 看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吳宜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72666 醫病雙贏: 醫學倫理暨病人安全論壇. 第二輯 平裝 1

9789579972666 醫病雙贏: 醫學倫理暨病人安全論壇. 第二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217 台灣當代台語歌謠: 新編合唱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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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9049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作品集. 2018 范思琪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澄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教會公報社



9789869113410 味覺與情感的交融: 旗美社大地方特色VS.創意 余沛葒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9364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童玩日報」成果專輯. 2 黃秋菊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188 地藏菩薩本願經(簡體字版)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195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簡體字版) (唐)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909 慈悲三昧水懺法(簡體中文版) 四版 平裝 1

9789869653930 心之道智慧法語. 第四輯 洪淑妍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548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原著; 梁羽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918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實戰練習 郭文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15932 作文主題教室 作文易學堂師資團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915949 作文主題教室 作文易學堂師資團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915956 作文主題教室 作文易學堂師資團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915963 作文主題教室 作文易學堂師資團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539 主廚帶路,用美味環島!: 走進田間食堂!20場食旅張秋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553 房子在想什麼? 林淵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560 老房子,活起來!: 舊宿舍、街屋、小公寓、日式張素雯, 李昭融, 李佳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0547 日本.愛的魔幻旅行: 限定的溫泉、溫暖人情與鄉張維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0554 TED 撼動演說101 許毓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29 解決居家の100個煩惱 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81 女巫阿娥的超萬能手工皂 阿娥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98 和舒皮一起愛手作、繪生活 舒皮(Soupy)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26 東京模樣: 東京潛規則,那些生活裡微小卻重要的張維中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32 和風自然家 In Taiwan 原點編輯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25 日雜手感,家: 不只佈置,還想裝修、採買,終於學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56 找到家的好感覺 李靜敏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94 跟著SOUPY做一日英國人,在TWININGS遇見 Soupy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5647 世界頂尖建築師工作現場 江村英哲, 菅原由依子, 日經建築著; 桑田德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038 日本.三日秘境 張維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076 世界太boring,我們需要文藝復興 顧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106 好設計,讓你的家多2坪 尤噠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113 當代藝術,如何看? 大衛.薩利(David Salle)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120 現代歐系居家風格解剖書：就像住在國外一樣 齊舍設計事務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137 瘋玩世界級博物館 杜宇, 陳沛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144 旅行i上MUSEUM,瘋遊世界級博物館 杜宇, 陳沛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151 iiphone介面設計師，教你大玩圖像設計 菲利克斯.薩克威爾(Felix Sockwell), 艾蜜莉.帕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168 刺青。流行百年: 刺文化圖像史1914-NOW 大衛.麥庫姆(David McComb)作; 李佳霖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悅樂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陽文教基金會



9789579072175 新手建築師の教科書 飯塚豊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182 現代歐系居家風格解剖書 齊舍設計事務所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199 米其林味蕾的極上美食課: 品嚐台灣極上之味,6黃宏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205 寫給年輕人的古典音樂小史 洪允杓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212 藝術史的一千零一夜 麥可.博德(Michael Bird)著; 凱特.伊文斯(Kate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236 女巫阿娥的居家香草保健萬用書 阿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243 米其林味蕾的極上美食課 黃宏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250 電影即剪接 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著; 夏彤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267 席捲世界的日本建築家群像 五十嵐太郎著; 謝宗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274 東京小路亂撞: 走進東京的骨子裡,撞出東京散步張維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298 馬格利特‧虛假的鏡子 薩維耶‧凱能著;陳玫妏‧ 蘇威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311 女巫阿娥的居家香草保健萬用書 阿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328 寫給年輕人的古典音樂小史 洪允杓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804 當夢想遇見里山 徐璟蓉, 阮光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912 越南語趴趴Go: 陳凰鳳越南語教學 陳凰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929 漫畫式基礎日語 米元茂, 蔡淑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936 大家來學西班牙語 朱慧美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371943 日常華語輕鬆學 馮羿連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2606 環保一年不會死:不用衛生紙的紐約客零碳生活柯林.貝文(Colin Beavan)作; 謝維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606 環保一年不會死:不用衛生紙的紐約客零碳生活柯林.貝文(Colin Beavan)作; 謝維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682 人類圖自學聖經: 線上學習系統Everyone Trainin凱倫.柯瑞(Karen Curry)著; 朱詩迪譯 二版 平裝 2

9789863842927 生如夏花: 泰戈爾新月集&漂鳥集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著; 鄭振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989 大寫西域: 第一部全視角西域48國通史. 上: 走進高洪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078 美的國文課(宋詞): 融合音樂、電影、哲學的夏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085 文具手帖: 手帳好麻吉「日付」×經典文具愛用 Denya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092 手寫英文書法入門聖經 Julien Chazal著; 賈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115 來玩吧!把藝術變成孩子 愛的23堂遊戲課: 線條張金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122 踹開迷惘,給這功利世界一個漂亮回擊 斑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146 里斯本夜車 帕斯卡.梅西耶(Pascal Mercier)作; 趙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153 超強運: 這樣做,好運一直來一直來!連水逆、太島田秀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160 英文寫作聖經: 史上 長銷、美國學生人手一本威廉.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作; 陳湘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177 被誤解的台灣古地圖: 用100+幅世界古地圖,破解陸傳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3184 這枝紅筆有多紅? Mikey(倔強手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191 塑膠: 有毒的愛情故事(減塑推廣版) 蘇珊.弗蘭克(Susan Freinkel)作; 達娃, 謝維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207 哲學超圖解: 直覺理解世界72哲人x古今210個哲田中正人著; 齋藤哲也監修; 江裕真, 卓惠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245 唐朝有嘻哈: 唐詩Hip-Hop新解。從海選到決賽,古人很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252 小安娜: 正能量少女<>鼓舞千萬人的開心遊戲物愛蓮娜.霍奇曼.波特(Eleanor H. Porter)著; 劉芳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269 煮婦心機 芭娜娜(菲莫琳Family cuisi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276 小企鵝的祕密大冒險 黛比.葛莉歐利(Debi Gliori)著; 羅凡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3283 小群效應: 席捲海量用戶的隱形力量 徐志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290 肥志百科 肥志編.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4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烘爐崎親子生態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428 淨土宗精要法語解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8428 淨土宗精要法語解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379 手感烘焙幸福點心: 40道實用西點食譜 戴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393 舌尖上的極致饗宴: 42道分子料理藝術創作 馬永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3702 國際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大會手冊及論文摘 游張松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324 來躁: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製作. 曾惠青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386 數位噴墨機與多媒材設計應用研討會專輯. 2018熊亮原, 郭木城聯合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771 罵人不必帶髒字全集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58788 改變心境,就能改變環境全集 黛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58795 向刻薄的人學習寬容全集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00 前世今生與生命輪迴 南懷明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17 說話辦事厚黑絕招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24 超神秘的百慕達三角 徐向東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31 生氣不能解決問題 容曉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48 神秘消失的夢幻帝國: 亞特蘭提斯 徐向東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5789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185826 圖解日文自動詞.他動詞 田中綾子著; AKI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151 彩圖日本民間故事選 今泉江利子, 須永賢一, 津田勤子編著; 葉平亭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878 English for tourism and restaurants. book 2 written by Frank Levin, Peg Tinsley 3rd ed. 其他 1

9789863187059 English success: skills for listening & speaking(Uppe楊錦麗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066 English success: skills for listening & speaking(Inter 程春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073 日檢N3全方位攻略解析雙書裝: 文字語彙本+文金男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103 決勝新制多益: 聽力閱讀6回模擬試題 Kim dae Kyu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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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18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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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187240 Essay on Man: Polyphony in Alexander Pope's Vindi張登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7257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1, 動詞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318 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 主題式速記學測指考高江正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325 悅讀莎士比亞四大悲劇故事 Charles Lamb, Mary Lamb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332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2, 形容詞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歐寶妮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356 悅讀莎士比亞四大喜劇故事 Charles Lamb, Mary Lamb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363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3, 名詞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歐寶妮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424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作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崑山科大視傳系

淨土宗



9789863187462 日檢N2全方位攻略解析 金男注著; 洪玉樹, 黃曼殊, 關亭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493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 Michelle Witte等著; 林育珊, 劉嘉珮譯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7608 Successful Presentation Skills Yen Yen Chen, Lan Andrew Mckinnon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385 Grand master Hunyuan Chanshi's Priceless advice: thauthor Hun-Yuan Chanshi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324957 TOEFL iBT托福三步驟高分寫作 Lin Lougheed作;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964 英譯中基礎練習: 18種翻譯技巧實戰演練 李姿儀, 吳碩禹, 張思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971 新日檢完勝單語N1 ア一クアカデミ一著; 林士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988 英文不好,照樣教出中英雙語一級棒的孩子. 親子蘇淑品, Timothy M. Nall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995 這個單字怎麼唸?: 一次學會KK音標和自然發音黃玟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5008 TOEIC L&R TEST金色證書: 模擬測驗 神崎正哉, Daniel Warriner作; 許可欣, 胡宥豪譯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5325015 TOEIC L&R TEST金色證書: 模擬測驗 神崎正哉, Daniel Warriner作; 許可欣, 胡宥豪譯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5325022 TOEIC L&R TEST金色證書: 模擬測驗 神崎正哉, Daniel Warriner作; 許可欣, 胡宥豪譯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5325039 上班族失語症 梁治己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046 如何準備英語面試: 成功面試的專業指南 有元美津世作; 劉美珍, 許可欣譯 三版 其他 1

9789575325053 TOEIC L&R TEST多益聽力解密 早川幸治, Paul Wadden, Robert Hilke作; 許可欣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5060 TOEIC L&R TEST多益閱讀解密 柴山勝野, Paul Wadden, Robert Hilke作; 許可欣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077 TOEIC L&R TEST多益文法解密 石井辰哉作; 許可欣, 涂紋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084 TOPIK I新韓檢完全解密: 初級 閔泰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5091 砍掉重練!日語無痛學習. 上. 六大句型篇 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107 砍掉重練!日語無痛學習. 下. 主要結構篇 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114 如何撰寫留學讀書計畫: SOP及CV這樣寫,成功申Fiona H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121 字彙計畫: 1100個你一定要會的單字 Murray Bromberg, Melvin Gordo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5138 中英筆譯: 翻譯技巧與文體應用 廖柏森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152 TOPIK II新韓檢完全解密: 中高級 金至學作; 許露西, 熊懿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5169 新聞英文搭配詞: 學會collocation,擺脫中式英文 廖柏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176 新觀念韓語法 楊人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325183 我不是妖精還真對不起呢!: 95個連韓國人也不知裵相復, 吳京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494 大道佛心 理心光明禪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0437 大道明心 理心光明禪師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9196 新實用越南語發音 梅氏清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5807 吹響吧!上低音號. 2: 北宇治高中管樂社 火熱的武田綾乃作; 緋華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838 小陌生人 莎拉.華特絲(Sarah Waters)著; 林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845 發光的房間 楊凱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852 娃娃谷 賈桂琳.蘇珊作; 楊沐希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869 物體系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著; 林志明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3

崇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唯心宗文化傳播



9789863445876 考工記 王安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883 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 李永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890 幸福為何是哲學的問題呢?: 一場沒有標準答案 青山拓央作; 高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06 絕望精神史 金子光晴著; 周芷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13 貪吃女王: 從飲食看英國女王的生活、國事、外安妮.格雷(Annie Gray)著; 祈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20 盛會不歇: 屈辱的年代、 璀璨的時光,納粹統艾倫.萊丁(Alan Riding)著; 莊仲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37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 5, 是誰決定我文安德.馮.彼特爾斯多夫(Winand von Petersdo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944 邊讀 邊走 李明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51 But Beautiful然而,很美 傑夫.代爾作; 韓良憶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968 階級病院 馬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75 被消除的男孩 賈若德.康里(Garrard Conley)作;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82 歷史的運用與濫用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 鄭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999 男身 孫梓評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5494 生命的浮影: 跨世代散文書旅 石曉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019 日本政治史 北岡伸一著; 周俊宇, 張智程, 陳柏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026 男時女時 向田邦子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033 論哲學家 阿蘭(Alain)著;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057 紅磚港坪: 鄭清文短篇連作小說集. 上 鄭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064 紅磚港坪: 鄭清文短篇連作小說集. 中 鄭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071 紅磚港坪: 鄭清文短篇連作小說集. 下 鄭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125 哲學家的工具箱: 如何論證、批判、避開邏輯謬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 彼得.佛索(Pete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132 廢棄社會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 谷蕾, 胡欣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080 好好存在 汪淑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526 感恩的狂喜: 為什麼表達感謝擁有轉變生命的力黛安娜.巴斯(Diana Butler Bass)著; 郭騰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826 五七風華 閃亮5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57級王美幸, 劉美蓮, 魏朝宏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711 浪與浪搖幌: 邱剛健 李時雍等著 平裝 2

9789866116728 身體論: 東方的心身論與現代 湯淺泰雄著; 黃文宏譯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952 數字幸福密碼: 易數算命好簡單 教你掌握好命運柯力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2678 普通地質學 劉聰桂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2746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の交流: 越境.記憶.共生 林淑丹, 陳明姿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791 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 謝明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814 奈米科技中的力學 李雨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838 東協經貿的發展: 臺灣、日本與中國之競合及挑Archanun Kohpaiboon等作; 林惠玲, 李顯峰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852 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文化交流: 黄檗宗を中心に徐興慶, 劉序楓編 精裝 2

9789863502869 他者視線下的地方美感: 大英博物館藏臺灣文物胡家瑜, 歐尼基(Niki Alsford)編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麥禾陽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師大藝術系57級同學會



9789863502876 臺灣區域海洋學 戴昌鳳等作; 詹森主編 二版 精裝 2

9789863502883 現代文學精選集: 小說 柯慶明主編 三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3502890 啟蒙、理性與現代性: 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 丘為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913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元件篇 郭榮欽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920 心理學: 身體、心靈與文化的整合 胡志偉等作; 梁庚辰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101 合法性的政治: 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趙鼎新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3156 晚明王學原惡論 陳志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614 風起雲湧: 海大人物誌 王御風等撰稿; 王光祥總策劃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439 玩出競爭力: 課外Leadership Education and Develo張少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460 球旅書懷: 臺灣師大男子排球隊征途1946-1976 林玫君, 胡文雄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562447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年報. 2017 柯皓仁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624491 菁英、文藝與戰爭: 由舊制台北高等學校傳閱雜津田勤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507 高級中等學校補救教學理念與實務: 教師支援手甄曉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507 高級中等學校補救教學理念與實務: 教師支援手甄曉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514 抒情.表演.跨文化: 當代莎戲曲研究 陳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514 抒情.表演.跨文化: 當代莎戲曲研究 陳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521 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31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521 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31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02350 跨境電商: 十大密技迅速攻略中國網路市場 安晨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619 貨幣經濟打造的世界史: 貨幣的過去、現在、未吉承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626 Linux動手打造企業e化環境 顧武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633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 Jim Maival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640 用Scratch自己寫程式: 互動式遊戲和動畫創意設鄭苑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657 印前製程丙級學術科(圖文組版項)究極密技爆分吳聿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664 逆襲的和弦奧義 爆音將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671 養生名醫教你居家養肺,從此不過敏、遠離肺癌楊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688 一直學不會Tensorflow?PyTorch更好用.更強大.更廖星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695 不能再好的相遇: 我的日本圖文旅誌 吳知惠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01 揮別高敏感人生 李材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18 輕飲食: 擺脫高油、高脂、高鹽的新樂活 王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25 金楨勳的數學隨筆: 韓國 性感大腦的生活解讀金楨勳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32 時尚由我定義: 78位引領時尚潮流的傳奇人物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49 秒懂力: 降低理解成本,跨越理解鴻溝,讓你秒懂 唐文, 鄧斌, 葉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56 超幻境魔性時空 極巔大師CG祕藏精典 火神CG工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63 超級制霸Word強威速成秘典(2013以上版本適用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70 萬樣千繪 :動漫必備極HUGE範典: 史上超萬全角MCOO動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787 廣告設計原理與表現手法 張岩, 趙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02794 專業聚焦Computer Knowledge Today 白乃遠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800 解析!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 梁采汝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02817 日式小原流花藝入門: 與靜香老師一同進入花道靜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824 男人四十不能虛!45年經驗老中醫給男人的強肝楊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848 跨Mac Linux Windows三大平台.NET Core開發實張劍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862 智慧化浪潮: 正在爆發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張江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7

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9789865002879 Python超零基礎 快樂學習之路: 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886 引爆性感魅力!每個女人都需要的高跟鞋穿搭聖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893 超端新世代網路概論 簡國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909 Ardublock圖像化操作簡單玩: Arduino零基礎輕鬆黃信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916 從今天起,決定幸福: 每日的人生,才是幸福落腳 吳知惠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923 今天開始破億 電商百萬方程式 安晨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930 巨量資料分析與智能應用 駱德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947 Mixcraft 8數位成音原廠教材 劉更始, 吳建志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2954 科學運算: Python程式理論與應用 楊佩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961 大聲說NO!:拒絕不合理要求,解放自己的人生 周維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978 氣炸鍋低油料理: 逼出食材油分,低脂健康的150西鎮一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985 那些葡萄酒教我的事: 34篇識、選、品酒的日誌蘇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992 補對才有好氣色: 針對不同體質的女性的補血食劉建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05 斜槓世代: 善用網路平台,將知識和興趣變現,打 呂嶸, 王相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1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i-robot智慧型機器人韋康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29 Photoshop CS6平面廣告精品案例大製作 銳藝視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3036 數據乃AI之基石: 用Python爬蟲抓取大量資料 零一, 韓要賓, 黃園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43 生活用得到的心理學: 人人都該懂的99個心理效舒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50 簡單.宅: 斷捨離的住屋哲學,打造日式簡約風格 蘇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67 舞台設計聖經: 50個經典舞台設計+大師訪談+精善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74 創業者的五項修煉: 腳踏實地的創業方法論 劉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81 好服務,是從顧客角度出發: 帶給用戶幸福感,解 茶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098 文科生也能看得懂!我的有趣電學百科大圖鑑 理科教育研究會著; 姚冠如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03104 在地品牌經營學: 建立形象,鎖定客群,讓創意變 郭大澤, 沈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111 Before&After: 解構文宣品設計準則 John McWade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003128 React.js頂尖開發: 建立使用者介面的JavaScript函Frank Bagnard等著;詹志煒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003135 JavaFx遊戲程式設計 黃嘉輝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5003142 捕捉鏡頭中的永恆: 風景攝影實務 焦天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159 一書貫通: 從資料科學橫入人工智慧領域 常國珍, 趙仁乾, 張秋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166 Rhino新手設計必修速成: 3D繪圖暨建模入門、精設計之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173 物聯網之作業系統: 嵌入式Linux開發實作 方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180 PowerPoint 2016入門與實作 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197 Photoshop平面設計的技術精粹 曹猛, 何平, 王平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03203 SketchUp基礎與典型案例解析 設計之門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3258 飲食新主張: 小心!別讓外食毀了你的健康 劉桂榮主編; 漢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3265 失素列車: 檢測身體訊息,補充維生素和鈣質,讓 摩天文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3272 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C Kelly Kordes Anton, John Cruise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03302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 Jim Maivald著; 吳國慶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3319 桌遊癮: 10款經典暢銷桌游上手指南x必勝攻略 逐鹿戰隊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873 超越: 立足滬尾,開創未來 黃興隆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08873 超越: 立足滬尾,開創未來 黃興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115 全國風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131 The Tren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editor Li-Jiuan Chen-Rabich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4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土木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89 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實錄. 106學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859 「邁向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第一哩路-課程與教葉譯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092 台灣社會與文化 陳杏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65 淡水風土志 其他 1

9789578736030 淡水裨史志 淡江大學文學院;淡江大學資圖系;淡江大學大1版 其他 1

9789578736061 淡水人物誌 淡江大學文學院, 淡江大學資圖系, 淡江大學大傳系作其他 1

9789578736078 淡水食貨志 淡江大學大傳系三年級(第29屆)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148 Capture 呂怡真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058 便所: 從排泄空間看日本的文化與歷史 屎尿.下水研究會編;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65 花生就是醬好吃: 五花八門的絕妙花生醬食譜 HAPPY NUTS DAY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72 讓阿育吠陀重啟消化力: 通暢淋巴系統、完全消約翰.杜亞爾(John Douillard)著; 周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89 一碗享受世界各地飯料理: 簡單美味的韓x中x日金奉京等著;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9707 孫中山與現代中國 白中琫等作; 邵宗海主編 平裝 1

9789868319707 孫中山與現代中國 白中琫等作; 邵宗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731 現在的我,還好 法斯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410 芒果栽培技術 劉銘峯編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江宋繪畫修復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這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連合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資圖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蘭陽校園主任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教政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通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品保處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101 歌頌: 郭江宋創作個展. 2018 郭江宋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611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8 健行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編輯 其他 1

9789866212642 健行藝廊展覽作品專輯. 6 楊靜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9136 強化動機 承諾改變: 動機式晤談實務工作手冊 陳偉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167 陪孩子遇見美好的自己: 兒童.遊戲.敘事治療 黃錦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9174 想說的話,被自己聽見: 敘事實踐的十五堂課 黃錦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181 鼓勵孩子邁向勇氣之路: 阿德勒學派案例解析與曾端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404 頂尖智慧建築研討會論文集 石晉方等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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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7956 小花,過來 岑文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963 有關化學的那些事 蔡宇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970 有關物理的那些事 潘宗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987 熱血棒球隊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305 Where旅遊味: 超質感旅店假期 劉建德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679312 Where旅遊味: 溫泉旅宿 劉建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3593 月光石 威廉.威爾基.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87 X計畫 劉恭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79 密探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93 不生氣的技術 嶋津良智著; 朱麗真譯 再版二刷平裝 1

9789864773909 致那些年的如果和遺憾 抒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916 蔣經國秘書報告 宋楚瑜口述; 方鵬程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954 懂你自己,才能做你自己: 謝明杰不專業修行筆記謝明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961 晚清臺灣: 臺灣歷史影像數位彩色復原精選. 首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992 親子一起練功夫: 鍛鍊體能與防禦力,提升專注力任培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12 圖解行銷基本力: 500個行銷概念全圖解 野上真一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43 莎拉波娃勇往直前 瑪麗亞.莎拉波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50 做對三件事,不怕醫療糾紛、改善醫病關係 鄧政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67 正自有山河之異 魏國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74 昨天錯過的你 Smi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98 賞葉 張碧員著; 林麗琪繪圖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捷沛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頂尖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



9789864774111 生死之間: 那些逝者靈魂教我的事 泰勒.亨利(Tyler Henry)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42 邏輯思考法圖解 西村克己著; 柳俊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4159 柏拉圖和笛卡兒的日常: 法國資深哲學教師的1 愛蓮娜.派基納(Hélène Péquignat)著; 洪夏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03 獨擁你的聲息 暖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58 Re-think重新思考 謝貞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96 24小時身體使用手冊 長沼敬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02 新精油圖鑑 溫佑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4333 下一個全球經濟引擎: 非洲,從黑暗大陸到草原矽艾希什.塔卡爾(Ashish J. Thakkar)著; 徐永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57 貧窮的哈佛女孩: 那一段飢餓、無眠與被世界莉姿.茉芮(Liz Murray)著; 沈台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88 重逢,在 遙遠的將來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32 追逐光的男人和他的打字機 Tyler Knott Gregson著; 林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32 追逐光的男人和他的打字機 Tyler Knott Gregson著; 林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56 尋找阿嬤的味緒 邱國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24 若我能走進你的心裡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31 Feedback回饋的技術 中原淳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55 眾神的餐桌: 跟著食物說書人,深入異國飲食日常張健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79 投資 重要的3個問題 肯恩.費雪, 菈菈.霍夫曼斯, 珍妮佛.周著; 蕭美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647 我的孩子是兇手: 一個母親的自白 蘇.克萊伯德(Sue Klebold)著; 李念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678 健身從深蹲開始 健美女大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692 曾經太年輕 嘉布莉.麗文(Gabrielle Zevin)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708 歲月台灣. 3, 南部的陽光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平裝 1

9789864774722 神奇的動物系人格 王莎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746 吸血鬼伯爵德古拉 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著; 洪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777 情書忘了寄 柚昕著 平裝 1

9789864774814 凡一.一凡 藤原進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821 為什麼他總是過得比我好?:耶魯博士教你告別佔羅伯特.萊希(Robert L. Leaiiy)著; 朱詩迪, 李立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951 法國餐桌上的10堂食育課: 教出愛吃、懂吃、不凱倫.勒比永(Karen Bakker Le Billon)著; 廖婉如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4975 讀書,不要用蠻力 莊司雅彥著; 林文娟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5064 賽局理論圖解 清水武治著; 謝育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5125 金錢遊戲: 巴菲特 早公開推薦,透析投資市場本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 蘇鵬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00 MIT面試官教你進美國名校 湯瑪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31 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善良: 一堂關於好品格的哲克里斯蒂安.米勒(Christian B. Miller)著; 陳岳辰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93 憤怒管理: 改變人生,不被憤怒左右的9個習慣 瀨戶口仁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330 西方的命運: 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比爾.艾摩特(Bill Emmott)作;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354 改變自己大腦的女人: 從多重學習障礙到創辦學芭芭拉.亞羅史密斯-楊(Barbara Arrowsmith-Yo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5361 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 用行為心理學揭開深尼克.查特(Nick Chater)原著; 徐嘉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378 茵夢湖: 史篤姆愛情故事集 提奧多.史篤姆(Theodor Storm)著; 楊夢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385 古事記 安萬侶著; 周作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408 菜根譚.小窗幽記.圍爐夜話 (明)洪應明, (明)陸紹珩, (清)王永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5415 你不知道的大清後宮真相 林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439 價值觀領導力 張文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446 拿起筆開始寫,你的人生就會改變 亞當.傑克遜(Adam J. Jackson)著; 張馨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453 除了經驗,我們還剩下什麼? 奇普.康利(Chip Conley)著; 吳慕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521 一美元的全球經濟之旅: 從美國沃爾瑪、中國央達爾辛妮.大衛(Dharshini David)著; 陳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538 亞馬遜2022: 貝佐斯征服全球的策略藍圖 田中道昭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545 地球上 健康的150種食材: 「該吃什麼?為什麼強尼.包登(Jonny Bowden)著; 曾育慧譯 增修一版平裝 1

9789864775569 法律的概念 哈特(H. L. A. Hart)著; 許家馨, 李冠宜, 高忠義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5583 董事長說故事: 共居、共餐、共學、共樂的老後楊子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590 消失的女孩 卡拉.韓特(Cara Hunter)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1244 鈴木大拙禪學入門: 鈴木大拙當代 偉大的佛教鈴木大拙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749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張逸群編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5

啟芳



9789869634205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張逸群編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9756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輯 第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9763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輯 第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9770 數學B戰勝統測總複習講義 王睿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509787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34236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9794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9634212 會計學複習講義. III 陳奕如編輯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634229 數學C戰勝統測總複習講義 王睿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634243 會計事務乙檢學科試題練習本 劉美君, 徐細娟編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634250 會計學考前衝刺 徐美玲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634267 丙檢會計事務學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634274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213 完美家庭 安.派契特(Ann Patchett)作; 鄭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220 如果這是一個人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作; 吳若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237 為時間終結而作: 梅湘四重奏的故事 瑞貝卡.莉欽(Rebecca Rischin)作; 沈台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244 雙生夢魘 艾芬帝.柯納(Affinity Konar)作; 陳佳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251 永遠的梭魚 巴斯卡.胡特爾(Pascal Ruter)作; 林心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268 詩人旅館 馬尼尼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299 德國女孩 阿曼多.盧卡斯.科雷亞(Armando Lucas Correa)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400 親愛的柏德太太 A.J.皮爾斯(AJ Pearce)作; 謝忍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977 證券投資分析: 科技產業面面觀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1984 品牌經營個案精選集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1991 企劃實務手冊. I: 策略思考分析技術 林純珠, 張順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904 證券投資決策技術: 基本分析之運用 張順南, 林純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911 企劃證照輔導手冊: 重點整理與模擬試題 張順南, 林純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329 通訊原理 Rodger E. Ziemer, William H. Tranter原著; 繆紹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7420 高質量發展迎商機: 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644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乾卦 徐醒民主講 平裝 第1冊 2

9789868793644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乾卦 徐醒民主講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673679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二, 同人卦。大有卦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673686 八識規矩頌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673693 大乘百法明門論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869691604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七 徐醒民講 其他 1

9789869691611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三 徐醒民講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康怡國際



9789869691628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二 徐醒民講 其他 1

9789869691635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四 徐醒民講 其他 1

9789869691642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五 徐醒民講 其他 1

9789869691659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六 徐醒民講 其他 1

9789869691666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691673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3冊 2

9789869691680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4冊 2

9789869691697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5冊 2

9789869708807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6冊 2

9789869708814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三, 謙卦。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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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09681 新護理突破. 10, 病理學 黃子豪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65004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燕等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9565028 兒童福利概論 謝依蓉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65035 佳里托育資源中心之實務推行 陳淑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042 臺南市偏鄉地區保母人員職前訓練班與發展遲 陳淑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4589 昆蟲看世界: 有趣的昆蟲行為學 海野和男著; 陳怡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602 NLP速讀術 松島直也著;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626 全世界孩子都想上的自然探險課: 來自「森林學彼得.休頓(Peter Houghton), 珍.沃羅(Jane Worro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633 螞蟻飼養與觀察 王秉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657 鬧鬼圖書館. 5: 密室之謎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平裝 1

9789864434671 鬧鬼圖書館. 6: 打火英雄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688 樹蛙: 飼養環境、餵食、繁殖、健康照護一本通德文.艾德蒙(Devin Edmonds)著; 蔣尚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695 美肌科學: 打造美麗肌膚必修的科學課,學習正確福井寛著; 盧宛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701 癌症代謝療法: 了解、預防與治療癌症更有效率湯瑪斯.西佛里德(Thomas N. Sevyfried)作; 王耀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718 拯救大象 路易莎.里曼(Louisa Leaman)著; 吳湘湄譯 平裝 1

9789864434749 圖解台灣傳統宗教文化 謝宗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756 心智圖超簡單 胡雅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763 繪圖解說寄生蟲的世界 長谷川英男著; 小川和夫監修;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770 花藝植物全圖鑑 MONCEAU FLEURS監修;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787 鸚鵡飼育百科: 從品種、安全、健康照護到訓練羅賓.德義智(Robin Deutsch)著; 張郁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794 開始養鸚鵡就上手: 馬上了解鸚鵡的飲食、居住鈴木莉萌著; 井川俊彥攝影;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800 鬧鬼圖書館. 7: 住在樹屋上的鬼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平裝 1

9789864434817 別讓血糖坐雲霄飛車: 改變人生的一週斷醣計畫麻生怜未著;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824 貓咪急症應對手冊: 愛貓容易出現的46個急症發佐藤貴紀執筆.監修;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831 如果身體會說話: 身體是如何運作與維持?了解 詹姆斯.漢布林(James Hamblin)作; 陳淮安, 高筱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15 尋妖誌: 島嶼妖怪文化之旅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862 管人36計:《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的人才管許可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879 地下室不思議之旅 柏葉幸子作; 謝慈芳繪; 楊明綺譯 平裝 1

9789864434909 英語動詞活用指南: 50個非學不可的高頻動詞,讓楊智民, 李海碩, 蘇秦著 其他 1

9789864434916 熱帶水族箱: 為自己創造一個絢麗的淡水世界！史都華.史瑞佛斯(Stuart Thraves)著; 吳湘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923 貓戰士外傳. 十一, 鷹翅的旅程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930 世界遺產: 你 想知道的101個絕景祕境 簡孝貞, 徐杉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4947 英語自學王: 史上 強英語自學指南 鄭錫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4954 心智圖單字記憶法: 心智圖的聯想記憶法,字根 楊智民, 蘇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4978 苔盆景入門: 選苔、用土、取材、栽培管理,一氣木村日出資, 左古文男著; 郭寶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985 生酮飲食聖經. 食譜篇 雅各.威爾森(Jacob Wilson), 萊恩.羅力(Ryan Lo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992 生酮飲食聖經. 實踐篇 雅各.威爾森(Jacob Wilson), 萊恩.羅力(Ryan Lo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4

啟英文化



9789864435005 多發性硬化症的心靈地圖 克里斯汀.多蘭(Chritian Donlan)作; 李姿瑩, 亞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5012 豐臣秀吉: 天下之夢 小澤章友作; 李漢庭譯; Atriend Zabu繪 平裝 1

9789864435029 拯救猩猩 潔西.弗倫斯(Jess French)著; 羅金純譯 平裝 1

9789864435043 鬧鬼圖書館. 9: 戲院裡的鬼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平裝 1

9789864435074 老街誌 張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5098 鬧鬼圖書館. 10: 地下城幽靈. 萬聖節特別篇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平裝 1

9789864435111 心智圖超簡單(全新增訂版): 一張紙、一隻筆,教胡雅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180 白內障: 196篇關於白內障的常識、病因、症狀 王孟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5517 黑手情書: 迷棋 陳秋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24 台灣有機茶地圖 葉思吟, 吳治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31 青鳥(中英雙語版) 莫里斯.梅特林克著; 喬治特.萊勃倫克改編; 肖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48 約今生 石德華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55 老街誌 張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62 台灣味菜市場: 28座台味菜市仔 楊路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79 台灣有機生態家園 施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86 台灣老屋散策: 穿街走巷人文慢旅 張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593 尋妖誌: 島嶼妖怪文化之旅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09 台灣博物館散步GO: 30條 潮博物館群創意觀光蘇明如著; 蘇瑞勇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16 新北登山小旅行: 64條山海步道輕鬆行 晨星自然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23 一隻會寫情書的駱駝 陳秋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30 新港都.舊食光: 高雄巷弄間的百樣滋味 楊路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47 老產業玩出新文創: 台灣文創產業與聚落文化觀蘇明如著; 蘇瑞勇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54 Ubike臺北輕旅行: 30條無碳私遊路線 茶花小屋(李立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85 井月澎湖 李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692 一道馬不停蹄的旅痕 陳秋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708 黑手家書: 父子斷崖 陳秋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715 黑手小說: 易水寒 陳秋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739 黑手筆記: 荒原之狼 陳秋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5845 設計師之眼: 設計師背包客隨拍隨畫100分的亞歐楊天豪作 其他 1

9789864435852 木子到森的木質手感生活 李易達著 其他 1

9789864435869 台灣.綠築跡 楊天豪著 其他 1

9789864435876 圖解台灣鐵道世紀 李欽賢著 其他 1

9789864435883 哈瑪星台灣鐵道館: 台灣百年鐵道縮影 謝明勳, 童振疆, 古庭維等撰文 其他 1

9789864435890 想懷孕就懷孕: 新生殖醫學,破解不孕關鍵 賴宗炫著 其他 1

9789864435906 心肌梗塞: 如何預防、辨別症狀與 新的治療方江碩儒著 其他 1

9789864435913 圖解台灣戲劇史綱 黃宣諭著 其他 1

9789864435920 當心!網路害死你的狗!: 專業獸醫師破解常見網古道著 其他 1

9789864435982 動手做自然: 果實X種子創作DIY 鄭一帆著 其他 1

9789864436002 圖解台灣懷舊柑仔店 張信昌著 其他 1

9789864436019 圖解台灣近代經典公共建築 凌宗魁著 其他 1

9789864436026 圖解台灣民俗工藝 謝宗榮, 李秀娥著 其他 1

9789864436033 淋巴與淋巴癌: 識淋巴系統,給你 正確的治療與蘇勇誠著 其他 1

9789864436040 毛孩子,活下去: 動物醫師搶救毛孩子的真實故事臺中英國皇家動物醫院著 其他 1

9789864436057 野一色蒸熱電療法: 60分鐘激活,身體自我療癒術平石師祿著; 土井瞳譯 其他 1

9789864436064 私密處的奇幻旅程: 打破所有女孩對身體的錯誤妮娜.布羅克, 艾倫.斯托肯.達爾著; 林怡汎譯 其他 1

9789864436071 台灣賞螢地圖 何健鎔, 朱建昇合著 其他 1

9789864436088 巧成真布袋戲偶藝術 洪淑珍著 其他 1

9789864436095 台灣郊山地圖. 北部篇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6101 生命之詩: 林亨泰中日文詩集 林亨泰著; 林巾力譯 其他 1

9789864436118 蕭蕭新詩乾坤: 蕭蕭新詩研究 林明德編 其他 1

9789864436132 北管音樂 呂錘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6149 賴和文學論. 上: 民間.古典文學論述 施懿琳, 蔡美端編著 其他 1

9789864436156 臺灣藥用植物圖鑑 張憲昌著 其他 1

9789864436163 台灣野鳥圖鑑. 陸鳥篇 廖本興著 其他 1

9789864436170 瓢蟲圖鑑 林義祥, 虞國躍著 其他 1



9789864436194 彰化縣曲館與武館. II, 北彰化濱海篇 林美容編著 其他 1

9789864436200 宜樓掬月意樓春: 鹿港慶昌家族續探 李昭容作 其他 1

9789864436217 施並錫: 魅力刀與彩筆誌 康原文 其他 1

9789864436224 臺灣蝴蝶圖鑑. 中: 灰蝶 徐堉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6231 臺灣珊瑚礁魚圖鑑 邵廣昭, 邵奕達, 林沛立著 其他 1

9789864436248 疼痛對應療法 方幸賓著 其他 1

9789864436293 多肉植物圖鑑 梁群健著 其他 1

9789864436361 狗狗和我一樣幸福: 這輩子,我們要一直一直在一馮云, 熊爸, 我們好好團隊著 其他 1

9789864436378 寵物美容師的五堂必修課 梁憶萍著 其他 1

9789864436385 設計師的綠色流浪: 巡遊亞歐10國的永續設計 楊天豪著 其他 1

9789864436392 嘎嘎老師的昆蟲觀察記 林義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6460 蘭嶼行醫記 拓拔斯.塔瑪匹瑪著 其他 1

9789864436477 太陽神的子民 陳英雄著 其他 1

9789864436484 連峰縱走: 楊南郡的傳奇一生 徐如林著 其他 1

9789864436491 寂靜的春天(典藏版)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著; 李文昭譯 其他 1

9789864436569 心靈直覺的祕境: 用直覺找回自己的力量 威爾.塔托(Will Tuttle)著; 郭珍琪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483 初級複試制勝模擬試題: 寫作&口說 解答本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90 英文翻譯寫作精選句型 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506 NEW TOEIC閱讀高分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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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04378 雙師出任務!: 獸醫師x廚師的狗狗鮮食零食 姜智凡, 李建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385 雙師出任務!獸醫師x廚師的貓咪鮮食零食：和喵姜智凡, 李建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460 7000英文單字攻略: 關鍵文法、句型同步解密! 張慈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484 高手過招: 關鍵10堂英文文法課 曾韋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491 新制多益聽力&閱讀攻略: 3x3回金色證書試題加戴寶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507 逆轉英文，關鍵3000英文單字課! 曾韋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552 韓語四十音這樣學 尹智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569 日語五十音這樣學 費長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576 深度陪伴 張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583 我是一位少奶奶: 2寶地方媽媽的戰勝乳癌求生 王筠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613 高手過招,字根、字首、字尾英文單字課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768 無框旅人任性出走: 周佳蘭以自助旅行探索世界周佳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812775 久工淬鍊: 桃園客家百工百業輯錄 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5812775 久工淬鍊: 桃園客家百工百業輯錄 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2799 市長的口袋食堂: 林右昌x45家基隆美食 林右昌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8043 Mom became a dinosaur! 曾德盛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8408050 年獸 曾德盛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8408067 尋找孫悟空大聖 曾德盛著 第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祥峰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3

送存冊數共計：103

常春藤有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540 我們的太空: 讀 黃郁軒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2557 我們的星星: 讀 黃郁軒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2564 我們的月亮: 讀 黃郁軒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2571 我們的太陽: 讀 黃郁軒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545 大隋王朝(彩色插圖版) 曹策前著; 方隆昌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1902 山嵐雲海: 陳金海畫集. 第二集 陳金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2785 室內肌肉訓練 森俊憲作; 林宜薰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792 90分鐘DVD一次就能上手的快樂瑜伽四週計畫 HIKARU作; 林宜薰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808 成為先發球員!贏得比賽勝利! 柏太陽神足球俱樂部監修; 林宜薰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815 爵士鼓完全入門24課 方翊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822 調琴聖手 陳慶民, 華育棠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52839 I PLAY詩歌: MY SONGBOOK 麥書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846 二胡入門三部曲 黃子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853 彈指之間 潘尚文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952860 DJ唱盤入門實務 楊立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877 Hit101古典名曲鋼琴百大首選 朱怡潔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952884 Hit101校園民歌鋼琴百大首選 邱哲豐, 何真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2891 豎笛完全入門24課 林姿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907 指彈好歌 吳進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4363 剩者為王 落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3157 極地天堂: 該死上班族之殘酷青春物語 米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3164 史丹利.大叔的法則: 我不懂人生的體會,只懂人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3171 帳單日記: 中古小姐X史丹利的人生實境秀 中古小姐,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3188 行動小廚房. 3: 燜燒罐的副食品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3195 行動小廚房. 6: 小朋友的不挑食指南 香蕉哥哥,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3605 史丹利來去夏威夷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3612 三回目的京都: Milly的日常感關西旅行提案 Mill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3636 行動小廚房. 2, 悶燒罐的養生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3629 史丹利前進石垣島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18 剩者為王 落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3674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3681 與地共生、給雞唱歌 李盈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3698 台北.同棲生活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01 海賊王的哲學課 冀劍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25 請問么零么在哪裡?: 一個北京女學生的愛臺灣 張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56 行動小廚房: 悶燒罐的美味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32 慾望街右轉 米果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埤島軒

頂晉文創藝術



9789869485463 史丹利沖繩不能停！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49 看甄嬛學詩詞: 六十六首詩詞出戲入戲 時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70 留味行: 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以及奶奶的十一道瞿筱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87 高調腐女的低調養成 摸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5494 那就跳舞吧,在咖啡館 H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04 咖啡職人的愛與偏執: 好咖啡值得一生追尋 譚聿芯著 ; 汪傲竹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11 想入非非：一個人的東非130天大縱走 李郁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28 為青春出發: 馬克X瑪麗的歐遊點點點 馬克, 瑪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35 首爾Long Stay: 大發!大發!體驗超夢幻韓國在地 屋哩阿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42 辭職旅行的意義：拉丁美洲的感動；讓自己進 上田莉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59 鎌倉、海街好日子: 「觀光以上、住人未滿」的Mill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66 行動小廚房. 5: 小烤箱的超萬用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73 手繪京都日和 林凡瑜(Fany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80 LE CREUSET新.經典料理 LE CREUSET TAIWAN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597 這裡讓愛不流浪: 中途咖啡「浪浪別哭」的暖心譚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32 歡迎光臨紐約大蘋果遊樂園：獻給創意人的靈 鄧晴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29 手繪香川日和 Fanyu(林凡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25 離開練習曲: 77次出發，返抵下一個新起點 藍白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36 小島旅行: 跳進瀨戶內的藝術風景 林凱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43 手繪旅行日和: 台北、東京到巴黎,我離不開的咖林凡瑜(Fanyu)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00 快樂至上,西班牙! 上田莉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35 全球單一純麥威士忌一本就上手 黃培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63 行動小廚房. 4, 燜燒鍋的超好用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12 當女兒的超級英雄: 爸爸人發揮超能力,拯救女兒張天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50 當然也不是都那麼OK 路嘉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74 挪威人教我,比競爭力更重要的事 李濠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81 低調腐女的高調告解 摸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98 歐巴,開動囉: 宋米秦的幸福韓式料理 宋米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04 鄉狼金桃 張天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11 IGisele的超級醫美工具書: 讓妳偷偷從頭美到腳IGisel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28 結婚才能一起宅!: 四小折的幸福婚禮 四小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66 享受吧!飯、島、愛 小鳥茵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73 遇見100%的貓咪: interview by Pepe桑 Pepe桑作; 林心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80 在台南生活的一百個理由 何芊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97 臺北男孩, 這麼漂亮 陳昭旨文.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65 四十歲,然後呢? 水瓶鯨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03 來~跟毛小孩聊天. 2, 溫暖的情感在日常 Leslie著; Soupy舒皮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26 吉人痣有天相: 家有諧星貓我是白吉 張角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70 如果那是一種鄉愁叫台南 米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57 言花 魏如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27 宅之小惡魔: 小call有時變態,有時候壞 小call作; Twiggy Tu, Virginia Tu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34 來~跟毛小孩聊天: 透過溝通,我們都被療癒了! Lesli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94 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不用加班、不用李濠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19 台灣之光設計師: 10組揚名國際台灣新銳工業設啟動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64 家有諧星貓: 享受呼嚕呼嚕的幸福感 張角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40 左左右右的Happy ABC 左左右右, Story Fun小客廳故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71 東京人,你為什麼有時間穿小孩?: 設計師的東京張天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72 不愛會死 路嘉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33 啾!瑞莎: cem cem Larisa寫真書 瑞莎作 ; David Barker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42 Melody的幸福3元素: 閉嘴、放空、微笑 Melody殷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159 Play.紙標本: 聽黃子欽說封面故事 黃子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88 動物國的流浪者 鄧紫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17 菜鳥,快飛 臺灣聽障女子籃球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49 你還會記得我嗎?在很久、很久以後: 16封情書的京秋呼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96 愛情專線1999 密絲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87 台北捌玖零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01 擺攤老闆說話術: 讓客戶對你掏心掏肺又掏錢! 王小雅, 莫理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41 想愛,卻不能愛的人: 那些但求魂夢與君同的六十時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58 納豆剛剛好的練習 納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18 青島東路三號: 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顏世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89 荷蘭式快樂: 做自己,不需要說對不起的人生觀 陳宛萱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210 貪玩美: 莫莉的享瘦塑身書 莫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02 殺死小甜甜 蔡燦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456 Melody的小迷糊闖江湖 Melody殷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55 北歐超完美丈夫的秘密: 做家事帶小孩不過是份李濠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24 星級教練出動,聰明健身帶你練出線條肌: 不貪心利國宏(Ryan Le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62 一個臺灣太監之死: 清代男童集體閹割事件簿 林育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48 這樣想沒錯但也不對的40件事: 哲學家告訴你關冀劍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31 愛、不愛都有病 艾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609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2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86 米粒Q的巴黎私心瘋 米粒Q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616 轉個彎就到了: 給新手的20條台灣登山路線 段慧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654 爺們的BL Thank you竜生, 春日太一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678 告別痠痛麻 溫建民, 葉建新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722 從前從前我記得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739 未來食堂: 提供免費餐的餐廳到今天都能賺錢的小林世界著; 鄭雅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746 幻奇植物園 西畠清順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777 手繪台中日和: 快與慢、晴與雨、南與北的中間Fanyu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791 四時花令: 那些奼紫嫣紅的古典詩詞 石繼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807 跟貓咪快樂同居 朝日新聞出版著; 高彩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821 就又去了京都: Milly的關西旅宿、美食、微釀與Milly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930869 東京ART小旅 蔡欣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876 史丹利的男人十年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906 白色危機 周恬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913 別讓世界只剩下動物園: 我在非洲野生動物保育上田莉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920 長安月下紅袖香: 在唐詩中,看見埋隱千年的唐朝石繼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944 跟你一起看風景: 一人一犬的日本公路冒險 朵米(Dom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395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哲學課: 加州哲學大學教授帶八木澤敬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173 食色幸也 謝永西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90180 媽媽的百寶袋 陳芳怡作.繪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97546 版畫教父: 廖修平 蕭瓊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560 廟畫巨腕: 潘麗水 蕭瓊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584 畫壇變調鳥: 李錫奇 蕭瓊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591 風荷身姿: 李光裕 蕭瓊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14 會說故事行銷無敵 江緯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21 攀上卓越銷售巔峰 解世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38 活出精彩銷售人生 解世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45 發展你的銷售事業 解世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52 淨化心靈展現原力: 作一位高能量的絕地武士 蔡長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69 愛我所愛做我當作: 當一位積極的快樂小濟公 蔡長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76 珍惜擁有活在當下: 做一位幸福的和平小天使 蔡長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83 卓越領導人的溝通藝術 曾燦燈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6

送存冊數共計：106

清涼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清涼音



9789574497690 卓越領導人的決策藝術 曾燦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706 卓越領導人的變革藝術 曾燦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056 日本健康產業大躍進 加藤清美監修; 楊惠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010 墨海風華: 基隆市水墨藝術學會創會30年會員作李中玉, 姚麗麗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308 玉敕金書玉虛師相北極玄天上帝之三界道 游乾修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53313 從互聯到新工業革命 劉雲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6321 夢網殺境 亞斯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6338 不說錢 giftinheart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949 水中小生物 洪敬承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528 心動霎那: 江紗那性感寫真書 江紗那作; 周明進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0535 Feiya菲你莫屬: 施菲亞性感寫真書 周明進, 施菲亞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203 琅廊集古玉專刊. 2019 郭良圭撰稿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681 生命的華冠: 新眼光讀經. 2018年10-12月 江明恩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698 少年新眼光讀經: A Ω開始與終結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方嵐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506 2018錦繡麥森: 絕代風華瓷藝傳 稅素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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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琅廊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得勝者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凱奇時尚造型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市玄帝慈慧功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健康產業流通新聞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市水墨藝術學會



9789869618519 進入屬天的健康: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141 Smart新式多益保證班: 700分進階課程 Lor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7146 A++文法通 齊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27153 New iFUN Book. 5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719 挑房FOLLOW ME. 3: 創新建築4.0創造建築安全戴雲發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319 大漢藏泉典藏珍寶. 錢幣篇 張明泉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849 墜入星星的九十分鐘 凱蒂.康恩(Katie Khan)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01856 暗夜飛行者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003 後驛思想起 李孟哲, 侯建全, 林群桓作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519 被動瑜珈的藝術 陳建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472 多益高分特訓 徐碧霞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631 我的第一本圖解文法(QR碼行動學習版) 林梅花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40648 史上 常用日語單字詞尾變化大全 李欣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655 給初學者的第一堂越南語會話課 尹善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662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力題庫解析 Hackers Academi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679 NEW TOPIK新韓檢中高級題庫解析 慶熙大學國際校區韓國語教學研究會著 其他 1

9789864540686 我的第一本法語會話 Sarah AUD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693 新制多益NEW TOEIC閱讀題庫解析 Hackers Academi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716 我的第一本英文課本: 專為華人設計自學教學都彭彥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730 德語文法大全 鷲巣由美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747 服務業韓語 Lee Yo Chieh著 其他 1

9789864540754 我的第一本韓語文法. 高級篇 安辰明, 宣恩姬著 其他 1

9789864540761 新制多益TOEIC文法考前衝刺: 針對新題型 快劉樹燃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嘉義博愛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被動瑜伽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探極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商鼎數位



9789864540778 1日5分!365天的日語輕練習 山村知代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792 俄語文法大全 匹田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808 我的第一本西班牙語文法 Silivia 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191 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多元學習」論 李宜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202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丁酉二0一七年全國書法比周漢容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701 徠德.談易論命說風水 劉天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6298 節慶來了 楊僑釧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39469 噓.....我要推理了 牛小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21 挑戰思維極限: 勾股定理的365種證明 李邁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52 中華遺產.鄉土建築: 鎮遠 吳正光主編; 鎮遠縣文物管理局組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99 社會認同的邏輯: 集體行動的理性與感性之爭 薛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36 你原來這麽聰明: 探案遊戲大全 張祥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04 Maya 2016中文版標準教程 睢丹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02 企業GIS案例分析與應用 劉光, 唐建智, 蘇懷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19 四個中國人. Ⅱ 焦瑞青, 雷建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26 攻擊機與轟炸機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33 皇冠網店商品拍攝技法與實戰 安雪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40 戰鬥機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64 四旋翼無人飛行器設計 馮新宇, 范紅剛, 辛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57 坦克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71 清華北大MBA成功申請一本通: 幫你成功開啟清甄誠, 趙羽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88 作戰支援飛機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695 嶺南文化研究 郭杰, 左鵬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01 北京市高職升本科統一考試公共英語教程 戴立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18 清華教育扶貧十年路 閻桂芝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17 手槍與衝鋒槍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25 藝術品市場之馬見 馬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32 清華法治論衡: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WTO. 下 高鴻鈞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49 林語堂: 孤行的反抗者 陳欣欣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56 寶葫蘆 馬得編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63 那場青春的一次出走 沈岳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70 酒店行業卓越績效管理 熊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87 走向世界的新英才. 2013 藍春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794 第N種危機 葉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00 法論中國 馮玉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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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徠德易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陸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



9789576810824 海上巨艦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31 中國深空網: 系統設計與關鍵技術. 中, S/X/Ka三董光亮, 李國民, 王新永等著; 北京跟蹤與通訊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48 AngularJS入門與進階 江榮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55 互聯網時代的企業創新 加里.哈默, 馬浩, 周鴻褘等撰文; <>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62 中國深空網: 系統設計與關鍵技術. 上, S/X雙頻 董光亮, 李國民, 雷厲等著; 北京跟蹤與通訊技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79 中國深空網: 系統設計與關鍵技術. 下, 深空干涉董光亮, 耿虎軍, 李國民等著; 北京跟蹤與通訊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86 類別不平衡學習 于化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893 那顆星星不在星圖上: 尋找太陽系的疆界 盧昌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09 清華大學人事工作研討論文選集. 2013年 清華大學人事處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16 裝甲戰車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23 自行火炮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30 導彈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47 幸福的能力 王薇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54 明清奇案迷蹤 馮玉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61 內向性格者愛情指南 香農‧科拉柯夫斯基著; 常潤芳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78 南疆住村筆記 趙江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85 軟文營銷: 由淺入深的個性策略 彭斌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992 圖說價值投資 吳後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05 ThinkPHP實戰 夏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12 正青春, 正能量. 3: 考上清華北大, 我們塑造心態學方團隊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29 考研英語. 二: 詞彙速記手冊 社科賽斯教育集團主編; 陳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43 孟德斯鳩錯了？(修訂本) 史彤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36 我的加州建築之旅 李文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50 傾聽思想的花開 王雪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67 兒時的夜 劉心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74 中國文化企業報告. 2016 陳少峰, 張立波, 王建平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081 大學物理學習指導 宋小龍, 莊良, 葛永華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1098 技藝非凡Photoshop+SAI繪畫創作技法揭秘 何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04 死刑迷城 熊紅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11 正青春,正能量. 1: 考上清華北大,我們經歷艱難 學方團隊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28 正青春,正能量. 2: 考上清華北大,我們找到方法 學方團隊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35 清華學生詩詞選 王步高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42 微信朋友圈營銷秘訣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59 Android開發實戰: 從學習到產品 李瑞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66 移動界面（Web/App）Photoshop UI設計十全大補曾軍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73 花信 離淺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80 社群營銷 陳曉暾, 史超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197 口碑: 餐飲O2O讓你重新獲得顧客 沙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03 樹莓派3實戰指南: 手把手教你掌握Raspberry Pi 柯博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10 大數據: 從基礎理論到 佳實踐 祁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27 HTML5+CSS3+jQuery Mobile輕鬆構造APP與移動陳婉凌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1234 亭子 樓慶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41 大數據時代的人力資源管理 蔡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58 獅子 樓慶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65 現在,發現孩子的優勢 張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72 你不知道的美國那些事兒 一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89 蜘蛛物流戰略高管手記 楊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296 管理手記: 人力資源經理是怎麼做薪酬管理的 米雅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1302 中外史上的30條血訓 程萬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19 牌樓 樓慶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26 中老年人輕鬆玩轉智能手機APP 齊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33 圖像文化時代的影像詩學 黎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40 天坑. 下 韓學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57 法律翻譯理論及策略 曲豔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64 柱子 樓慶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71 磚瓦 樓慶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88 飽和受限非線性系統控制策略及應用 魏愛榮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395 出納新手成長手記 袁麗萍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1401 天坑. 上 韓學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18 黎明的腳印 易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25 終極失控 蕭星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32 癌症‧真相: 醫生也在讀 菠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49 翻越雪山看世界: 西藏近代留學生史話 索窮 (藏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56 教育-我們身邊的故事: 中國教育問題訪談 程平源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63 網站製作.發佈與維護技術實戰 王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70 揭秘太空: 人類的航天夢 張天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87 兒童時間管理親子手冊: 30天讓孩子的學習更快李飛, 鐘思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494 國學基礎 李德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00 學習力: 我是這樣考上清華的 陳陸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17 數據化網站運營深度剖析 車雲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24 如果舌尖能思考 一節生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31 生命樹 古麗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48 HTC Vive VR遊戲開發實戰 胡良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55 品牌?使命!:以使命促動品牌的權健戰略簡析 邢鑫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62 現代示波器高級應用: 測試及使用技巧 李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79 牆垣邊的人類: 從建築藝術看人類文明 尉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86 從卜筮到大數據: 預測與決策的智慧 朱書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593 走進象牙塔裡的日常生活世界: 大學生日常生活敬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09 清華新聞傳播學前沿講座錄. 第三輯 史安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16 全能網頁設計師精煉手冊 謝思靖,安維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23 Apache Cordova移動應用開發實戰 王亞飛,王洪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30 解密: 肩頸痛 李亦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47 分享經濟: 壟斷競爭政治經濟學 姜奇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54 解密: 肌筋膜疼痛 于靈芝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61 解密: 脊髓損傷後疼痛 楊曉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78 解密: 會陰痛 石英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685 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更新 唐燕, 克勞斯.昆兹曼(Klaus R. Kunzmann)等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08 Spark MLlib機器學習實踐 王曉華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1715 網紅時代: 運作、包裝、營銷、變現一冊通 黃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22 扎根職場: 新人必學技巧 劉里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39 微信小程序開發詳解 閆小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46 我的「微言小義」 盧昌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53 Photoshop CC設計與製作攻略 車雲月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60 寫實風格角色原畫繪製. 上 雷雨, 諶寶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77 唐詩為鏡照汗青. 上下冊 鞠菟著 修訂一版其他 1

9789576811784 Arduino與通用技術 陳杰, 姚琦, 李曉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791 從量子到宇宙: 顛覆人類認知的科學之旅 高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07 虛擬現實: 商業化應用及影響 楊浩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14 時間可變的運作調度模型與算法 虞先玉, 張玉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21 尋找缺失的宇宙: 暗物質 李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38 卡通風格原畫繪製. 上 谷熾輝, 諶寶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45 卡通風格原畫繪製. (下) 馮鑒, 諶寶業, 廖志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52 構建移動網站與APP: HTML 5移動開發入門與實常新峰, 王金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69 原片蛻變: Photoshop CC商業修圖必修課 劉彩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76 三維場景設計與製作 張敬, 諶寶業, 廖誌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83 與人相處很簡單 杜延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890 實用有趣的C語言程序 杜樹春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06 Python網絡爬蟲實戰 胡松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13 微軟開源跨平臺移動開發實踐: 利用ASP. NET C李爭, 張廣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20 Matlab R2016a從入門到精通 溫欣研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37 角色動畫製作. 上 諶寶業, 蘇治峰, 譚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44 角色動畫製作. 下 尹志強, 諶寶業, 吳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51 寫實風格角色原畫繪製. 下 雷塗傑, 諶寶業, 張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68 ASP.NET MVC企業級實戰 鄒瓊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75 網紅經濟思維模式 唐江山, 趙亮亮, 于木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82 百度統計: 網站數據分析實戰 李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1999 VSTO開發入門教程 劉永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019 構建移動網站與APP: ionic移動開發入門與實戰秦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026 生態與藝術介入空間: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建築學呂琳, 樊亞妮, 劉暉編著 第一版 0 1

9789576812033 2017美國留學手冊(新增25所藝術院校+12所音樂黃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040 寧樹藩文集 卓南生, 程曼麗編 增訂一版其他 1

9789576812057 游過生活六道彎 包利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064 從零開始實戰學炒股票 老劉識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071 幸福家庭成就優秀孩子 牛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088 Node.js進階之路 尤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095 信用卡新玩法實戰寶典: 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01 基於MSP430單片機的控制系統設計 陳中, 陳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18 綜合能力考前輔導教程數學分冊 全國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 全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25 每天5分鐘玩轉OpenStack CloudMan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32 減肥不是鬧著玩兒 小小四月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49 兒童時間管理效能手冊 王宏, 鐘思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56 聶寧水墨畫集. 第三集 聶寧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63 營員眼中的科學營 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70 名家大師精彩報告 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87 公民教育與現代學校 吳再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194 高考數學考點全析 彭偉明, 鄧亞東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00 基於Apache Kylin構建大數據分析平臺 蔣守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17 SAP就該這樣幹 王丹, 洪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24 程序員的自我修養 陳逸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31 知心 聚心 塑心: 心力管理的操作藝術 劉鵬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48 勛哥教你填志願 張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62 特色營隊活動案例集 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55 航海常見疾病的診療 徐洪濤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79 超級軟件: 下一代互聯網雲平台 王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86 Hadoop構建數據倉庫實踐 王雪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293 Android Studio開發實戰: 從零基礎到App上線 歐陽燊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09 新媽媽的育兒經: 90後準媽媽必讀本 錢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16 教你看懂工資單 嚴行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23 SAS編程演義 谷鴻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30 4G無線網絡原理及優化 張守國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47 數字陷阱 李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54 Excel在會計中的應用 秦剛, 王艷, 徐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61 法律的慢性子 沈占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78 美國貨幣政策調整及其影響研究 劉衛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85 世界是隨機的: 大數據時代的概率統計學 李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392 在這急速的世界,且尋一味閒適人生 大安法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08 秘書工作手記: 辦公室老江湖的職場心法 像玉的石頭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15 創事紀: 互聯網創業之路上的思考 侯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22 黃金白銀投資與理財 祝小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39 果殼幫你選專業(2017版) 果殼guokr.com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46 中央財經大學經管實驗項目精選集(2016)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實驗教學中心主編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53 清華研讀間 張小平主編; 白本鋒執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60 中考數學十大突破(浙江版) 李清強, 田獻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77 看就業選專業: 報好高考志願(2017年版) 麥可思(MyCOS)研究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84 優等生必學的速算技巧大全 于豔華, 于雷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491 物流服務營銷 劉晗兵, 陳燕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07 域名投資從入門到精通 無筆秀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21 當代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之爭中的拉德布魯 徐江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14 人力資源管理互聯網思維 胡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38 基因啟迪 任博文(Brian Winston Ring)著; 周慧君, 楊巧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45 經濟基礎知識(初級) 經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教材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52 雲會計 何日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69 從零開始學新媒體營運推廣 葉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76 VR+教育: 可視化學習的未來 杜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83 從零開始學微信公眾號營運推廣 葉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590 機器崛起前傳: 自我意識與人類智慧的開端 蔡恆進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13 主力操盤手法揭秘 蔣幸霖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2606 夢裡的香格里拉 楊旭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20 媽媽送給青春期女兒的書(清華版) 鐘淼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37 越理財的女人越有錢 淘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44 爸爸送給青春期兒子的書(清華版) 鐘淼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51 遇到危險怎麼辦: 兒童緊急自救自護手冊 馬雷軍, 高陽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68 微信小程序開發入門與實踐 雷磊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75 老北京兒時趣事 孟繁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82 好爸媽成就好孩子 劉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699 一寸一寸暖你 朱成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05 海上流華之四面菩薩 梁燕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12 借物識交際 高興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29 商界往事 張愛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36 一路走來: 從無名災童到訊息先鋒 薛華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43 老北京民間故事 孟繁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50 老北京故人舊事 孟繁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67 人生九級浪 李燕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74 綠光森林 綠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81 勇敢思考. 1 張圓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798 高等學校儀器設備開放共享制度選編. 2015 程建平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04 大學城 歐陽國忠, 簡海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11 徒.途 町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28 體媒人物: 新中國體育新聞傳播口述史. 上 薛文婷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35 體媒人物: 新中國體育新聞傳播口述史. 下 薛文婷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42 十三叔的哲學 張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59 萬物美好,我在其中 錢紅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66 家教的智慧: 實證剖析成長與成才的心理引領 劉淑敏, 陳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73 讀城 任歡迎, 李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80 人生有味是清歡 李丹崖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897 大活動 大營銷 歐陽國忠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2903 飛天與浪漫宇宙 周立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910 人權離我們有多遠: 人權的概念及其在近代中國曲相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927 上帝造人有多難: 生命的密鑰 朱欽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934 十年: 新聞發言人面對面 程曼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941 高三那些坎兒: 50位名校高分考生的私房日記 猿題庫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2958 人生可以美得如此意外 周士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08 我在清華等你來. 第1輯 于世潔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15 我的特殊月子 王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22 不是第一 就是唯一 李燕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39 只為與你途中相遇 魯小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46 岡位分析和評價從入門到精通 楊崗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53 幻想之翼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60 心若綻放 清風自來 李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77 時光交匯的地方 劉斌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84 束式管理現象解析 邢鑫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191 不如不遇傾城色 傾藍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07 中國環境下的英語教學研究 崔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14 四個中國人 雷建軍, 梁君健, 焦瑞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21 歸來, 美的詩經 李顏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38 你所不知道的帝王 劉繼興, 劉秉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45 月亮河 非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52 反腐大案 劉品新, 王嚴, 何川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69 沈澱的不只是記憶 李謨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76 快雪時晴 劉鐵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83 左手實現了右手的夢想 清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290 紅髮安妮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著; 姚遙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06 歸來, 美的宋詞 李顏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13 東莞夢工廠 劉大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20 平安校園建設的實踐與探索: 北京高教保衛學會全海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37 我們家縱橫10000米 周立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44 你的生活達標了嗎？ 周立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51 微課/翻轉課堂設計製作與應用 李會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68 逃不開的房地產 李寧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75 育兒之路, 奶爸當道 龍鳳胎老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82 青春夢想不是夢 紀廣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399 怎樣到美國留學?: 兼評美國教育 何學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05 基因先知者 任博文(Brian Winston Ring)著; 周慧君, 楊巧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12 受歡迎的地產營銷課: 讓你快樂而快速地成為王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29 媒商: 全媒體時代溝通實戰手冊 李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36 新旅程: 國際大學英語語言文學教授協會2013年曹莉, 金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43 謀生記 宇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50 滄桑之城 王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67 純粹關係: 網路分享時代的社會交住 馬向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74 星.紀.原: 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獲獎作品集. 第四董仁威, 姚海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81 中國社會風習的百年變遷: 百年中國社會風習變九江學院社會系統學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498 新農村: 一部歷史 沙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04 我的成功比常人晚 矯培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11 戰略 李玉海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6813528 曼德拉傳: 光輝歲月 韓明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35 稅收籌劃論: 前沿理論與實證研究 蔡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42 設計師+: 無限可能的未來,設計師如何接盤互聯原雪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59 愛上學習很簡單 楊大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66 這段感情只對你我有意義 涼月滿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73 非典型浪漫 徐德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80 成就偉大公司 錢穎一等撰文; 清華管理評論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597 大學與伊甸園: 理性教育與人性發展 彭笑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634 向名人的父母學家教 文予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641 訊息系統項目管理師考試論文指導 李振華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658 讓員工跑起來: 激勵與授權的藝術 岳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665 推手兇猛 張書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672 企業經營寶典: 法律風險與防範 曹友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689 德勝規矩: 解密中國價值型企業的自然成長之道付守永, 趙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696 永遠在一起: 我曾有一隻名叫阿醜的狗 劉干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02 漢興八十年 軒轅之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19 讓生命悄悄告訴你 黃萬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26 任爾東西南北風: 許淵沖中外經典譯著前言後語許淵沖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33 再見雨季 古麗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40 打造一流企業文化22策略 史德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57 訊息系統學報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64 銀行管理講義·真題·預測全攻略 銀行業從業人員資格認證考試教材編寫組編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71 先秦很可愛 瀟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788 華為人,你懂的 石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948 推銷技巧與實戰 蔡春紅等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6813955 一本書讀懂虛擬現實 劉向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962 微商.微信.微店.朋友圈.自媒體.微營銷一本通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979 老齡產業發展對策研究 張巖松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986 服裝系統設計方法論研究 呂學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3993 創業網絡與創業學習過程: 基於中國情境的研究單標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06 周易與人生智慧(精華版) 陳樹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13 解碼溝通(升級版) 岳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20 創新與創業管理. 第15輯, 創新創業理論與實踐 陳勁, 高建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37 工作場所中拓展性學習的研究 吳剛, 馬頌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51 大數據偵查 王燃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68 華為執行力 華通諮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75 財政與金融 李英偉, 于曉紅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099 管理會計那點事 吳文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05 話語分析與中國高等教育變遷 張靈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12 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 張文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29 互聯網金融的新常態 曹漢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36 君子: 清華名師談育人 顧良飛, 李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43 互聯網金融路線圖 劉向南, 堅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50 網路營銷之短期制勝方略 黎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67 蟻群智能優化方法及其應用 柯良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74 一本書讀懂物聯網 黃建波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4181 企業文化高效落地活動案例 歐陽國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198 中國企業人力資源全程法律顧問 于麗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204 全球視野的比較法與法律文化 高鴻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211 數據革命: 大數據價值實現方法、技術與案例 范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17 中國文化企業品牌案例 陳少峰, 張立波, 王建平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24 玩轉O2O: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銷技巧+實戰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31 互聯網金融平臺投資理財 胡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48 相信自己是優秀的: 每一個學生都應具備的成長張一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55 基於創新的教師培訓模式的培訓實錄 潘世祥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62 網路營銷之實戰密碼解讀 黎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79 一本書玩轉互聯網品牌營銷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86 大學體育傳承與發展: 馬約翰體育教育思想暨學陳旭, 劉波, 劉靜民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693 創新與創業管理: 科技管理與科技創業 陳勁, 高建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709 地方政府治理 劉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716 老年疾病預警性診治 王麗君, 牟國煜, 王正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723 華為時間管理法(應用版) 華通諮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730 基於網絡社區的企業訊息行為對品牌關係質量 董澤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747 企業長青之道 華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754 高級財務管理學 湯谷良, 王珮主編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4884 國際法評論(第七卷) 孔慶江主編; 覃華平執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891 文案編寫實戰寶典: 品牌推廣+人氣打造+實戰案蘇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907 系統視角下的危機管理 王金桃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4914 一本書讀懂互聯網金融(第2版) 陳國嘉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4921 科技論文規範寫作與編輯 梁福軍編著 第3版 其他 1

9789576814938 大轉型: 互聯網時代的傳統企業進化之道 王紹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041 玩轉WiFi: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銷技巧+實戰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058 遊戲行業微營銷實戰攻略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065 軟文營銷實戰寶典: 品牌推廣+人氣打造+實戰案蘇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072 玩轉App: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銷技巧+實戰案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089 一本書讀懂微信公眾營銷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5096 合夥人制度: 有效激勵而不失控制權是怎樣實現鄭指梁, 呂永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102 玩轉微信: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銷技巧+實戰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119 玩轉電商: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銷技巧＋實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126 玩轉大數據: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銷技巧+實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133 財政稅收專業知識與實務. 中級 經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教材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140 電商行業微營銷實戰攻略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270 活動策劃實戰寶典: 品牌推廣+人氣打造+實戰案蘇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287 玩轉微商: 商業分析+運營推廣+營銷技巧+實戰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355 決勝股市關鍵點: 核心技術與操作秘訣 靳良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362 人事第一: 我是如何在世界500強做HR的 趙洪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379 企業家精神 丁棟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386 完美狼團隊: 打造高績效網商 胡桂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393 科技創作概論 貢文清, 張俊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09 讓員工跑起來: 授權與激勵的藝術 岳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16 開啟你自己的學習模式 姚建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23 經濟基礎知識(中級) 經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教材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30 三網融合大時代 范金鵬, 劉騫, 丁桂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47 國際科技動態跟蹤: 現代農業 扆鐵梅, 孫豔豔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54 金融專業知識與實務(中級) 經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教材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61 工商管理專業知識與實務(中級) 經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教材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78 邏輯思維訓練500題(白金版) 于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85 人力資源規劃: 結合業務量的測算分析 張明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492 智慧教育 何錫濤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508 超越者 張霖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515 國際科技動態跟蹤: 新能源汽車 呂志堅, 孟捷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522 相對論並不神秘 劉佑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546 西方市場型國有資產財務管理模式發展史 劉常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07 數學與邏輯 于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14 網路偽營銷大揭密 呂順雷, 王甲佳, 呂小婕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21 新能源經濟學 陳昭玖, 翁貞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38 智慧旅遊 王輝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45 俄國19、20世紀之際法政文獻選編 郭春生主編; 粟瑞雪等編譯; 陳金鵬等譯校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52 我和青春有個約會: 說給青春期女孩的悄悄話 陸士楨, 宣飛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69 另一個面孔: 袁世凱的人生世界 高有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76 微信的秘密: 智慧手機時代的新營銷寶典 蘇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83 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知識與實務. 中級 經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教材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690 美國建國時期法政文獻選編 柯嵐, 畢競悅主編; 柯嵐, 畢競悅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06 德國魏瑪時期國家法政文獻選編 黃卉主編; 黃卉, 晏韜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13 法國革命時期法政文獻選編 施展主編; 王新連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20 二維碼的秘密: 智能手機時代的新營銷寶典 蘇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37 中國古代書院學禮研究 生雲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44 英國革命時期法政文獻選編 畢競悅, 泮偉江主編; 畢競悅, 姚中秋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51 低碳經濟學 陳美球, 蔡海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68 經理人員卓越服務管理指導手冊 張立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75 一本書讀懂互聯網金融 海天理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82 氣候變遷經濟學 朱述斌, 朱紅根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799 幸福的起點: 出彩人生從「家」開始 姚鴻昌, 郭文玲, 武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805 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選編 張允起主編; 張允起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812 趨勢分析及操作 江南小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829 歷史的思考 譚天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836 神經語言學 崔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5843 3D打印: 從平面到立體 徐旺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22 一本書看遍世界名校 陳豔, 楊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39 人力資源新手成長手記 涂熙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46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運作 秦志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53 雲計算和物聯網 楊正洪, 周發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60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職能 秦志華, 李國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77 我和青春有個約會: 說給青春期男孩的悄悄話 陸士楨, 宣飛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84 i時代訊息化戰略管理方法 范玉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291 電子商務聲譽: 結構與評價研究 盧志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307 產品戰略規劃 張甲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314 中國企業的IT治理之道 王仰富, 劉繼承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321 日不落帝國金融戰: 倫敦金融城的前世今生 李俊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338 數字文化產業的未來 崔保國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345 成人學習者境外學習意願、偏好與決策: 兩岸四梁文慧, 王政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352 領導學: 全球視野與中國實踐 施冬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6369 無線網路與應用技術 黎連業, 王安, 李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366 乙級「室內設計技術士」證照術科歷年考題及 晨興著 其他 1

9789869212373 乙級建築物室內設計/室內裝修工程管理公告學晨興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1808 眼睛迷路了 王淑蓉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682 燈魚圖典 吳瑞梹作 精裝 1

9789869176699 神仙新世界: 埃及神仙繁殖手札 Horst Linke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7183 雪萊詩選: 西風頌(中英對照雙語版) 雪萊著; 王明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206 增進10倍英文字彙記憶能力 蔣爭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7107213 篆刻篆書字典 李鐵良撰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220 初學者開口說韓語 DT企劃, 張亞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237 日本經典文學: 女生徒 太宰治作; 李桂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244 完勝大考英語7000單字. 初級篇1-2500字(附app開空中美語教室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251 中國名菜事典 周三金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268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日本經典童話故事 何欣泰作 修訂一版其他 1

9789577107275 日文經典文學: 我是貓 夏目漱石著; 卡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282 日語漢字讀音字典 DT企劃編著 2版 其他 1

9789577107299 小王子法語字典 Logoport著; 陳琇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305 可愛、簡單!手作棉花珍珠飾品 奧平順子著; 吳媁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313 跟玉琴學羌語(簡體字版) 魏久喬, 王玉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904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人一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逗點創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25

送存冊數共計：425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室



9789865630911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30928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30935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30942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30959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30966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30973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30980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30997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965388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965395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965401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965418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965425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965432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715 如浮雲 如日光: 黃小燕作品專輯. 2018 黃小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371 斯洛伐克經典 高嵩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0621 智聖諸葛亮. 上卷, 亂世計中計 朱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38 智聖諸葛亮. 下卷, 三國局中局 朱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21 犯罪推理師. 卷一: 連環殺戮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38 犯罪推理師. 卷二: 奪命謎局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51 刑偵筆記之4: 心狠手辣 莫伊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67 優秀的人,不會讓情緒控制自己 文蔚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74 夢遊者. 卷三, 游泳館玩偶 吉振宇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98 中國異聞錄 湘西鬼王著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894704 搞鬼專家. 1: 租鬼有限公司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711 搞鬼專家. 2, 有錢能使鬼推磨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728 中國異聞錄. 卷二, 樓蘭龍墓.龍族後裔 湘西鬼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735 鬼跳牆. 卷三: 巫山神眼.金字塔地 三天四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742 清朝可以很爆笑. 卷參: 鏖行天下.盛清烽火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773 隱形人 Herbert George Wells著; 黛恩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797 夢遊者. 卷四, 心靈的森林 吉振宇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03 鬼跳牆. 卷四: 北國水龍穴.天跡古城 三天四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10 搞鬼專家. 3, 搞鬼必須靠智慧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27 搞鬼專家. 4, 密教超暴力和尚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34 茅山後裔. 番外篇 大力金剛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41 古墓神兵. 卷一: 百屍寒潭.聖魔面具 謝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65 古墓儷影 北嶺鬼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72 我的天師女友全集. 卷一, 撞鬼前奏曲.殺人旅館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89 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 江映雪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96 長江大宗師. 卷一, 墓地笳聲.養鬼反噬 蛇從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02 莫羅博士島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19 瞬間讀懂對方的心理暗號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天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黃小燕工作室



9789863894933 古墓神兵. 卷二: 古佛秘密.大漠奇險 謝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40 我的天師女友全集. 卷二, 兇村異事.奪魂重案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57 用幽默的心情,搞定難纏的事情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64 長江大宗師. 卷二, 拜師詭道.萬里趕屍 蛇從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71 搞鬼專家. 5, 京都恐怖炸彈客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88 搞鬼專家. 6, 中日法師大會師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95 讓對方欣然接受的說話謀略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15 古墓神兵. 卷三: 萬鬼樓蘭.骷髏神殿 謝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22 我的天師女友全集. 卷三, 末日危城.神秘第四區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39 長江大宗師. 卷三, 詭道算數.螟蛉之爭 蛇從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46 做人靠智慧,做事靠謀略 金澤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53 把話說進對方的心窩裡 易千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77 搞鬼專家. 7, 地獄復仇者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84 搞鬼專家. 8, 百鬼夜行人間路 侃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07 厚黑聖人曹操: 禽獸與人.絕對奸雄 李師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14 春秋那些事兒. 上卷: 齊桓公.晉文公 江湖閑樂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21 做人要藏心,做事要留心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38 會說話好辦事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52 我的天師女友全集. 卷四, 又見蚩尤石.涅槃之戰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90 長江大宗師. 卷四, 死人過招.龍蛇爭霸 蛇從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51 做人靠手腕,做事靠手段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470 茅山後裔. 卷壹: 傳國玉璽 大力金剛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44487 茅山後裔. 卷貳: 蘭亭集序 大力金剛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44494 茅山後裔. 卷參: 將門虎子 大力金剛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04 茅山後裔. 卷肆: 不死傳說 大力金剛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11 茅山後裔. 卷伍: 建文迷蹤 大力金剛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28 活學活用說話謀略全集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35 茅山後裔. 卷陸: 太平邪雲 大力金剛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42 放下,才能活在當下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73 感謝折磨你的人全集. 學會放下篇 凌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80 大明神算劉伯溫. 上卷, 天下混戰 張曉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01597 大明神算劉伯溫. 下卷, 指點江山 張曉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52407 西雙版納銅甲屍: 群魔四起.讖語玄宮 肥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52414 註冊陰陽師全集. 卷一: 魂鎖.死亡IP 丁十七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005 八卦揉身連環掌抉微 張育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012 內家心意功夫的感知與修煉 孫保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029 千手擒拿韓慶堂: 武林啟示錄 韓基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036 武郝式太極拳歷史沿革暨郝式大操手體用全書 胡鳳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043 馬廉禎武學論集(簡體字版) 馬廉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408 地方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 謝淑芬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景文科大旅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湛天創新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普天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逸文武術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626 把私人教練帶回家: 美肌健身23招,賈教練的「唯賈教練作 平裝 1

9789869455633 帶著勇敢去旅行: 29位旅人真實出走的故事 吳孟霖等作; 顏正裕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966 我的人生,自己翻轉: 就算世界充滿挫折,也能堅 林慶昭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17 領導者的修練: 韓非子 韓非原著; 凌永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55 有故事的漢字 邱昭瑜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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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5957 不插電程式設計遊戲. 2 申甲千, 洪志連作;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674 化工裝置 顧永傑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28711 神恩處處崎嶇路 黃德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728 IRVINE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設教25週年紀念 IRVINE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紀念冊編輯小組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8735 林產利用. II 彭宏源, 徐俊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702 Sight word kids by Su-O Lin, René Hsieh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669702 Sight word kids by Su-O Lin, René Hsieh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669719 Sight word kids by Su-O Lin, René Hsieh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669719 Sight word kids by Su-O Lin, René Hsieh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669726 Sight word kids by Su-O Lin, René Hsieh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669726 Sight word kids by Su-O Lin, René Hsieh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781 用生命淬練出來的養生建築 楊織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798 飆股不求人: 巴菲特價值投資術 陳飛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107 好命女養成進行式: 愛情36個真言 好命安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7430 世界節慶文化探討與活動設計 陳炳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676 物流管理 林冠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768 觀光學: 遇見觀光 拓展視野 林玥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768 觀光學: 遇見觀光 拓展視野 林玥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799 實用西語入門 方柏婷, 李優俐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799 實用西語入門 方柏婷, 李優俐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829 證券交易法學說研究. 一 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47836 浮光音: 工藝創新應用於地方文化電子產品之設林永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843 西餐烹調技能檢定 華立編委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7850 職業倫理與服務學習: 職涯發展 黃昌誠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867 航空英文 王正光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898 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與台灣 陳俊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904 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張嘉齡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911 租稅申報實務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18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立智語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富田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復文圖書



9789577847935 商用英文: 國際貿易書信實務 蒙美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942 國際禮儀: 含商業禮儀及領隊與導遊禮儀 唐受衡, 林雨萩, 何旻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874 服務品質、顧客情緒、滿意度及行為意向之關 洪金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966 觀光餐旅概論 莊暢等編著; 呂堂榮主編 3版 平裝 1

9789577847812 溫泉休閒與經營管理 張榮南, 張鈺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973 島嶼.記憶: 土地與認同 劉素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980 空間性的零度: 身體的、流變的、現象的 劉素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997 多層次的時間與空間 劉素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000 點一盞燈: 尋找文學裡的愛與感動 張清文等選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358 安德歷險記 洪致昂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9365 迷糊露莎 洪韵其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9396 我的LUCKY之旅 陳可穎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735 會飛的熊 陳菀苹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742 想念 陳資涵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759 有妖怪 陳資皓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766 飛天小貓咪 曾雨諄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773 雨水的滋味 葛亭妤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797 蝌蚪找媽媽 廖科鈞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803 穿越星空遇見嫦娥 廖羿喬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827 幸運草和四葉草 廖翊婷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834 小狗阿志 劉永彥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841 公主的 奇幻冒險 劉紜岑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858 蜜蜂跟我當朋友好嗎? 賴妍伈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872 驕傲的白馬王子 賴翊鴻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919 While Ah Niu was driving! Leo, Anma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926 The bird who loves diving. Ashley Chen, Vèra Chen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933 Little Ming saw ghosts Yi-Ting Chang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940 My best friend fell from heaven Jing-Tian Lin, Li-Li Jiang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21957 OK! Chelsea, Nita文.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6229 月祈 月小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36 傷後 溫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43 我是妳的貓天使 卓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50 累世追愛為情剪 夏至千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67 獵魚 守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74 情躍五線譜 談惟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3291 土耳其也可以這樣玩 李馥文; Karl Wang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07 環遊西班牙4000公里 愛麗絲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21 摩洛哥,貓的日常 李昱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38 行李箱couple玩南美: 省錢有理!132天only9萬 林珮瑜文.攝影.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45 我的移動城堡: 開露營車在澳洲邊玩邊工作 Leon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52 一個人的自療旅程: 去沒人認識你的地方 蕭瑤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69 從香港到火星: 978天環遊第三世界 Mars Kok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76 緬甸Discovery: 米倉、玉石與佛祖的庇佑 陳光煒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集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3

普生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696 至理名言: 44句生命中 重要的智慧語 李育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07 圖解針灸穴位: 快速記憶速查速用 郭長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14 禮記全書 賈娟娟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21 酷品味: 許一個有深度的哲學化人生 周慶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38 陌生開發故事多 葛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45 一用就靈: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特效療孫呈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908 希望小富翁 輕鬆學理財 楊益風課程設計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876 新護理師捷徑. 11, 病理學 徐明洸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883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890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06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盧惠文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13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呂桂雲等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20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37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王淑卿, 林笑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44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51 中醫學概論 賴東淵, 許昇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968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75 醫療機構成本與管理會計 祝道松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982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邱馨誼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999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謝伯潛作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5019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 林明珍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5026 護理進階制度寫作: N3個案報告精闢指引 黃璉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5033 醫學資訊管理學 張慧朗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5040 常用醫護術語 李皎正作 六版 其他 1

9789861945057 醫院組織功能與管理 潘憶文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5064 照顧服務員訓練指引 胡月娟等作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970 使徒行傳 謝溪海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7893987 杏樹枝. 8: 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以西結書 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994 傳道書釋義 田輝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729 杏樹枝. 9: 但以理書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330 詩歌快歌伴奏技巧秘笈 張春慧製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傑克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佗指鍼五術文化會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富邦文教基金會



9789869612609 曙暉 南屏臥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759 洗錢防制查核實例演練: 黑名單與反資恐(含巴拿黃秀鳳作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077 龍闕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37084 龍闕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37091 龍闕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685504 龍闕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685511 龍闕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685528 龍闕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685542 美人記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85535 美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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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4045 政治學 林宗達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688 不小心就學會日語 雅典日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08695 菜韓文韓語發音&語法入門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474 <>為弦樂團改編 蔡歆婕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7442 雲林縣美術協會暨湖光畫會會員作品聯展專輯 梁震坤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379 我愛書畫簡聰敏. 2018第八輯 簡聰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349 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劉世頎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001 不要一個人吃飯. 2: "你認識誰"決定"你是誰"人 李佳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18 一句座右銘,一種新人生: 寫給年輕人的成功絮語冶函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南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斐亞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晶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傑克商業自動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空



9789869623025 妳可以成功: 女人成為職場贏家的11種生存智慧肖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32 你沒有變強是因為你一直很舒服: 你憑什麼在公劉大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49 談判成功訓練手冊: 99個創造雙贏的談判提醒 盛安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56 預見、判斷、變通的道家智慧: 試試不過一個 抱一法師開示; 奕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63 如何成為一個會說話的女人: 一開口就展現女性張麗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70 美好人生的修補藝術: 墨鏡下的生命風情 林萬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87 活出精彩的自己: 女人幸福一生的11種優勢 張麗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094 心靈的幸福: 遇事「不亂」的66帖心靈藥方 奕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285 巴扎的彩虹 稻草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304 一個清華學子的荊棘人生: 高魯冀回憶錄 高魯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7461 Skydoorzi心靈短文金句. 貳輯(簡體字版) 林德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2781 Chrome網際網路魔法時刻 賴健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798 Windows 10電腦魔法時刻 許顥璋,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804 Word 2016文書魔法時刻 許顥璋,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811 PowerPoint 2016簡報魔法時刻 許儷陵,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835 Scratch 2.0程式遊戲魔法時刻 江鐘銘,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842 威力導演11 影音魔法時刻 廖翊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859 KODU 3D程式設計魔法時刻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866 Inkscape美工繪圖魔法時刻 陳淑鈴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150 非學不可的英文片語1000: 閱讀、口說、寫作都Clara L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4174 食在幸福: 手做好滋味,外食也安心 凌尒尒, 張瑀庭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375 北美麥唐娜國際學院教你「生存英語」 加拿大麥唐娜國際學院英語教學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320 不必委屈也能求全: 讓你不再暗自流淚、捶心肝姜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44 臨時需要的一句話!用聊天學英文句型,3秒就學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051 陪你一起長大 林瑤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68 活佛轉世的真相 蔡志純, 黃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75 第一本圖解用愛教出好狗狗 謝佳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82 瞬間學片語: 動詞聯想記憶法,用200個熟悉的動曾婷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3028 全新制!多益滿分教師授課: 完全對應TOEIC必考徐培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035 成功的斜槓人生「變現」法則 蔡志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042 英文經典俚語大全: 制霸生活俚語1000 俞亨通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開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無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限可能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品文創



9789869525763 非洲的激情果 秦克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794 台灣記遊詩 李居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06 非常滅 衡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13 北非花園摩洛哥 邢協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20 愛因斯坦與伊斯特小學 胡棟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37 夢想在三萬英呎之上 彭瑀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51 撥霾轉型,向鴻海富士康與德州儀器學經營 劉克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68 白母渡 傅春桂, 傅澤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75 古叢林入禪秘鑰 管延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82 大自然的律動 趙標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599 三元地理陽宅方位學室內布局 彭聖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8517 香格里拉千里單騎 周天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524 青春在山水之間精彩 潘明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548 美國,你再不能犯的歷史性錯誤 鄭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555 淒美以色列: 從哭牆到阿拉法特大院 邢協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607 榮耀教會查經集. 2018 林泰鐘作 其他 1

9789869632614 磨亮的箭(讀兵法的演進) 林泰鐘作 其他 1

9789869632621 方言翻譯用聖經(和合本聖經單節排列版) 林泰鐘作 其他 1

9789869632645 方言翻译用圣经(中文圣经单节排列版)(簡體字 林泰钟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218 Speed up. book 1 editor Justin Peterson, Maxine Chen, Lilia Chen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481 這個夏天有夠熱: 我的教育實習之路 楊卓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4498 淋上腦漿的諾曼地牛奶蛋糕 楊卓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506 外匯、資金管理、碳權金融暨衍生性金融商品 吳俊德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243513 醫務管理: 制度、組織與實務 朱正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3537 成本會計學 Charles T. Horngren, Srikant M. Datar, Madhav V十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43544 策略管理與競爭優勢 Jay B. Barney, William S. Hesterly著; 楊景傅編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9243551 品質管理: 理論與實務 潘浙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43568 飛航安全管理 張有恆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90326 保險法: 理論與實務(逐條釋義) 吳瑞雲, 郭德進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9362931 貨幣銀行學 Frederic S Mishkin作; 陳思寬審校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1245 行銷學 Gary Armstrong, Philip Kotler著; 李元恕, 丁美靜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531252 港埠管理 王丘明作 四版 其他 1

9789869531269 專利資訊檢索、分析與策略 陳達仁, 黃慕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1276 都市公共運輸 張有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31283 債券市場概論 薛立言, 劉亞秋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9531290 國際貿易實務 蔡緣, 翁正忞, 劉淑琴著 三十二版平裝 1

9789869603102 保險學: 國家考試考題解析 吳瑞雲, 劉俊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119 Financial accounting IFRS author: John J. Wild et al. 3rd ed. 平裝 1

9789869603126 企業診斷與績效評估: 策略管理觀點 陳澤義, 陳啟斌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桃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華冠拼音書籍



9789869603133 組織行為學(精華版) Stephen P. Robbins, Timothy A. Judge著; 黃家齊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603140 保險法規: 國家考試考題解析 劉俊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157 商管研究資料分析: SPSS的應用 莊懿妃, 蔡義清, 俞洪亮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9603164 資訊安全概論 林亭汝, 奚邦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171 會計學概要 吳嘉勳著 修訂四版平裝 1

9789869603188 航空運輸學 張有恆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603195 國際財務管理 黃志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0204 貨幣銀行學概論 黃志典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660228 服務創新: 跨域複合的商業模式變革 歐素華, 葉毓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355 軍艦島 韓山水作;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362 刺殺 傑佛瑞.豪斯霍德(Groffrey Househol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379 山羌圖書館 連俞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4386 家味的常備菜餚 王君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393 TOKYO SHOP東京選 李始恩, 李東希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09 飯桌日常 野﨑洋光, 桂米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16 第一個擁抱: 溫柔生產的順勢之愛 邱明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23 莎莎的好感料理 : 滿載心意的100道美味提案 蔡佩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30 慢的速度 : PCT徒步太平洋屋脊 王維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54 男子漢燻製料理 岡野永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78 吃出聰明腦 洪恩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92 睡著也好醒來也罷 柴崎友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803 路上慢慢想 謎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4349 運動場館規劃與經營管理 官文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356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呂銀益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363 食品科學概論 曹欽玉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4370 流行病學 邱弘毅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387 運動按摩 陳坤檸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394 實用餐飲衛生與安全 翁順祥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431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之建立與實務指引 陳德昇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448 化粧品學 邱怜瑋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455 新編產科護理學 羅惠敏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4462 新編老人護理學 謝惠玲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479 營養師考試秘笈. 一, 營養學 吳志忠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486 營養師考試秘笈. 二, 生物化學 林翠品等合著; 黃尚銘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493 營養師考試秘笈. 四, 公共衛生營養學 杭極敏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509 營養師考試秘笈. 五, 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 黃晉修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516 營養師考試秘笈. 七, 生理學 王淑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523 安寧緩和護理學 李佩怡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4530 疾病營養學 張菡馨, 張閔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547 高齡營養學 李仁鳳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554 化粧品衛生管理法規 王詠騰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561 幼兒教保概論 林純雯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585 心理衛生 李怡賢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608 新護理考試祕笈. 十, 病理學 陳杏亮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615 新護理考試祕笈. 一,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陳碧桑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622 社區營養學 吳幸娟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639 膳食計畫與供應 張承晉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凱特文化創意



9789863624646 愛.服務.幸福: 以高雄市第一區做月子到宅服務 張貝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653 幼兒園課室經營理論與實務 魏宗明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660 餐飲成本控制 林漢明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677 全人照護導向之臨床技能檢測模式 鍾聿琳, 陳淑齡, 楊政議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684 客觀結構式身體評估教案手冊 賴慧倫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691 藝術與生活美學 楊愛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707 營養師考試祕笈. 六, 食品衛生與安全 李政達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714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法規彙編 賴坤明主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4721 生物力學 徐阿田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738 食品衛生與安全 曾浩洋等合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3624752 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劉建功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769 新編護理學導論 方郁文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4776 營養學 徐成金等合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3624820 幼兒英語教學 陳慧華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837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黃啟方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844 食品行銷學 王良原等合著; 林慧生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851 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科學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2018吳佩玲, 高而仕, 蕭蓉禎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868 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江敏慧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875 新編食物學原理 陳肅霖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882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陳肅霖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899 通識教育暨運動與樂齡生活論文專刊. 2018 修平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912 烘焙丙級術科實務: 麵包、西點蛋糕與餅乾 吳寶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929 整合大學、公共及產業資源挹注於雲林縣親子 胥嘉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936 數位科技應用於餐飲 郭慧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943 餐旅數據研究方法 郭慧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405 六合螳螂拳譜 陳明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995 桐花夢: 客.華語詩文集 王興寶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16109 大目珠: 馮輝岳客語童謠創作集 馮輝岳文; 姜吟芳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4477 基礎超圖解!初學者必備的手作包聖典: 一次學會BOUTIQUE-SHA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84 布的講究美學: 鎌倉SWANYの超簡單質感手作包鎌倉SWANY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91 手作人の秋日手作設計: 時尚潮人的心機搭配: BOUTIQUE-SHA著; 翟中蓮,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507 從基礎開始的刺繡練習書: 第一次拿針也能完成寺西惠里子著; 駱美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514 布料嚴選.鎌倉SWANYの自然風手作服 主婦與生活社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538 經典花樣＆玩色北歐: 棒針直線編的無指手套＆日本VOGUE社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545 布花圖鑑 Veriteco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552 斉藤謠子&Quilt Party: 愛上森林系!職人必備的拼斉藤謠子, Quilt Party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569 手作成詩,原浩美の花朵拼布圖鑑: 來自北海道的原浩美著; 駱美湘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207 耶加雪菲的據點 劉梅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斑馬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雲海武壇傳藝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588 越南語發音 陳氏蘭, 阮氏玲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526 基礎生理與老化 樓迎統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0540 蒙特梭利教學 李裕光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0557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 農企業觀點 段兆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0564 養生保健概論 陳誠仁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0571 休閒溫泉學 陳文福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551 時間之外 劉美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75 你在雨中的書房,我在街頭: 蘇紹連詩影像集 蘇紹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82 台灣1970世代詩人詩選集 陳皓, 楊宗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699 日子持續裸體 小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705 K書. 試刊號?: 硬核文學讀本 列維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861 想像、凝視與追尋: 1960世代臺灣詩人研究集 王文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922 陳毓鈞教授紀念文集 陳毓鈞著; 趙梅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57946 明末清初熊開元由儒歸佛之心路歷程 盧秀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921 瑜珈陪伴我成長: 明天更美好 阿查里亞.博克里希納(Acharya Balkrishn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938 宴會管理: 理論與實務 許順旺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82945 觀光餐旅概論 蘇芳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952 六經註: 我的大智教化 鈕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969 食物製備學: 理論與實務 李錦楓, 林志芳, 楊萃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2976 數位時代網路治理 黃葳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990 應用文: 公私文書寫作要領 楊正寬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83003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王淑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027 劇場經營管理 周一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034 休閒心理學: 心理學概念,休閒與管理 張瓊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041 兩岸新聞場域分析: 新聞勞動、績效管理、新聞王毓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058 台灣民俗與信仰 卓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065 臺灣廟宇建築與裝飾: 神農大帝、保生大帝、文張志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072 風水感應的秘密 簡崇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096 長照機構經營與管理 黃明發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3119 兒童遊戲與發展 吳幸玲著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景深空間設計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770 日本和牛: 熟成、稀少部位、塊燒,吃出牛肉醍醐千葉祐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787 情緒黑洞: 擺脫壓抑,修復心靈的創傷 城ノ石ゆかり作; 李喬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90 OFFICE 2016 TQC辨公軟體應用類檢定題庫解題吳獻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406 校園文化與學生素質: 從學生校園生活與社團活陳茂祥著 平裝 1

9789865631406 校園文化與學生素質: 從學生校園生活與社團活陳茂祥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631 NEPO flim & her book 林顯東[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040 你真的懂陽宅嗎?. 2: 三元納氣能量風水 陳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64 易經占卜母法 沈朝合, 謝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71 滴天髓透析 (宋)京圖撰; (明)劉基註; 劉賁評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88 董公擇日透析 劉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04 住宅環境與疾病: 從風水尋找健康 王虎應, 劉鐵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11 六爻風水預測學 王虎應, 劉鐵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28 六爻經濟預測學 王虎應, 劉鐵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35 增刪卜易精譯 李文輝原著; 舒涵譯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751 西洋棋講義1+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9131 吃出好睡眠: 好好睏!營養師量身訂做的紓壓助眠陳小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155 山陰山陽: 鐵路周遊券+青春18交通全攻略 米多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162 跟著雪倫愛出走!京版神行程全攻略,關西自助這雪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99179 一張圖攤開世界史: 秒懂人類歷史大事件,破解文王宇琨, 董志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186 攝影靈感都是偷來的! 格林.德威斯(Glyn Dewis)著; 王婕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193 Costco海鮮料理好食提案: 百萬網友都說讚!一次Am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209 獨立品牌創業學: 把喜歡的工作成功變成好生意森千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216 一路笑到掛的生死哲學課: 哈佛哲學家用幽默剖湯瑪斯.凱瑟卡(Thomas Cathcart), 丹尼爾.克萊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278 隨手畫都可愛，用橫格筆記本輕鬆畫出美好生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285 日本滑雪度假全攻略: 裝備剖析X概念技巧X雪場娜塔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292 New York迷!紐約不完全攻略手冊. 2019-2020 諾伯特, 艾芙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308 今天也要認真過憨慢生活:喜憨兒的可愛繪日記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315 9125 days about me 簡拉娜同名寫真書 簡拉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346 給總裁、執行長、董事長們的十二封信 吳睿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博毓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棋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富凱藝術

智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447 Cleopatra: the advanture of a princess writer Freeman Kao 平裝 1

9789576068454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 xxl glossar Deutsch-Chin陳麗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461 歌唱學法語 楊啟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478 W21 writing for 21st century kid (future and perfect 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平裝 1

9789576068485 Simply Read More. 1 Jane M. Chai[作] 平裝 1

9789576068492 Simply read more. 2 Jane M. Cha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45554 學校沒教的事: 早知道早成功的36個職場智慧 翁靜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855 Language is life: sailing the Asian Seas. level seven r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6862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7 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6879 Language is life: Communicating across Continents. 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2918 遊學情境: 初階. Level1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25 遊學情境: 初階. Level2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32 遊學情境: 初階. Level3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49 遊學情境: 初階. Level4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56 遊學情境: 初階. Level5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63 遊學情境: 初階. Level6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70 遊學情境: 進階. Level1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87 遊學情境: 進階. Level2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94 遊學情境: 進階. Level3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1805 遊學情境: 高階. Level1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1812 遊學情境: 高階. Level2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61829 遊學情境: 高階. Level3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401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天上聖母說夫妻姻緣經合刊無極慈聖堂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564 大川大山: 張大川台灣高空攝影印象記 張大川攝影.文字; 郭漢辰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79470 客家纏花新藝 曾國棻示範; 鄭惠美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椿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無極慈聖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壹零壹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就業情報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315 癒後奇緣: 逃農三十載. 1 吳睿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9322 馬場愛麗絲: 逃農三十載. 2 吳睿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9339 酒店不歸路: 逃農三十載. 三 吳睿保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1313 CODE COMPLETE 2中文版: 軟體開發實務指南 Steve McConnell著; 金戈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1894 揭開設計模式的秘辛: 設計模式第13/4版 John Vlissides著; 葛子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948 R語言: 深入淺出財經計量 何宗武著 平裝 1

9789864342143 絕讚數位插畫繪製: CLIP STUDIO PAINT PRO 5 NextCreator編集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2600 眾籌募資: 實戰行銷策略 蕭培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07 絕讚奇幻插畫繪製. 2: 以CLIP STUDIO PAINT PRゾウノセ, 角丸つぶら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34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Java 吳燦銘, 胡昭民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3089 Excel 2016 Enterprise企業級電腦技能檢定題庫暨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96 Word 2016 Enterprise企業級電腦技能檢定題庫暨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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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43249 C++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實務 吳燦銘, 榮欽科技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263 The Great ScrumMaster中文版: #ScrumMasterWay Zuzana Sochova著; 王泰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270 Word 2016文書處理邁向MOCC企業級認證<> 鄭福昌,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300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 金融商管實務案例 林萍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3331 Excel即學即用超效率500招速成技 張雯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348 天工開畫: 專業級電繪全技法超詳解 曹傑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355 類神經網路實戰: 使用Python Tariq Rashid著; 林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362 SolidWorks Simulation基礎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3379 SolidWorks Simulation專業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3386 Python網路爬蟲與資料分析入門實戰 林俊瑋, 林修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393 行動與社群行銷: 善用App訊息推播.LINE@經營胡昭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09 Facebook互動行銷: 促進社群口碑經營新思路+廣鄭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16 Android應用程式設計 吳卓俊, 余信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23 大數據專案經理的實戰心法: 善用視覺化工具 彭其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30 從Arduino邁向STM32: 成為專業工程師必經之路邱左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47 這樣玩才有趣!iPhone XS/XR、iPad與iOS 12: 果迷蘋果梗, 施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54 圖說運算思維與演算邏輯訓練: 使用Python 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61 PowerPoint 2016 Enterprise企業級電腦技能檢定題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78 圖說演算法: 使用C++ 吳燦銘, 胡昭民著 平裝 1

9789864343492 從零開始學Python程式設計(適用Python 3.5以上 李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508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 葉難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515 職業駭客的告白: 軟體反組譯、木馬病毒與入侵秋聲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522 JavaScript資料結構及演算法實作 Loiane Groner著; 孫曉博等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539 Excel 2016試算表邁向MOCC企業級認證-試題解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553 Mac活用萬事通: Mojave一本就學會! 蘋果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480 解構密宗全貌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693 狐狸與鶴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08 北風與太陽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喇榮文化

博毓學園吳睿保



9789869629515 城市老鼠與鄉下老鼠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22 報恩的老鼠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39 狐狸與烏鴉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46 螞蟻與鴿子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53 龜兔賽跑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60 蚱蜢與螞蟻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77 貪心的狗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84 自作聰明的驢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869629591 西遊記 齊天大聖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578705029 西遊記 大鬧天宮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578705036 西遊記 唐僧收徒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9789578705043 西遊記 取經歷險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258 趙歌頌缽: 黃金紀元的圓滿之歌 趙歌作 平裝 1

9789869472265 頌缽: 響徹雲霄的寂靜 趙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847 顧問技能和養成實作 翁田山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8192 聖音之聲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045 台灣國寶牛樟芝 五藝之美: 文書形畫韻 王美玥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343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製作 第一版 其他 第23冊 1

9789869624350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製作 第一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624367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製作 第一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624374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製作 第一版 平裝 第2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920 表演藝術教育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 2018 邱筱婷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939 鹽淚: 巴特羅醫生眼裡的難民血淚 皮耶多.巴特羅(Pietro Bartolo), 麗迪雅.提洛塔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946 哲學大師的通識教育思想 通識在線雜誌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953 找回身體裡的醫生: 自癒力 許光揚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51960 居家醫療行腳 洪德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977 不老族札記 少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課師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勝輝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喜樂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黃裳元吉文化



9789869551984 暢活存在: 進入朱利安的思想 卓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991 De-coincidence: where art and existence come from written by François Jullie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edro Rod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403 游牧畫境.油畫作品集 許世彬, 柯家羚, 張國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9001 <>新編 王穆提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484 世界上 有力量的是夢想. 21, 激勵人心的創業夢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98491 世界上 有力量的是夢想. 21, 激勵人心的創業夢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99709 世界上 有力量的是夢想. 22, 創造生命的價值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716 世界上 有力量的是夢想. 23, 創業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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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4985 天命偵探Next Gear: 預知死亡的柯羅諾斯 神永學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992 Mei魅. 3: 日本怪談誌 Gregori青山等作; 王華懋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00 絕美魔力. 2: 叛變天使 黎芭.布瑞(Libba Bray)作; 黃琪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17 愛的荒蕪地帶 櫻木紫乃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24 現形師傳奇. I: 現形師的女兒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ol)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31 蛇行之月 櫻木紫乃著;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48 現形師傳奇. II: 現形師的印記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øl)著; 謝佩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55 現形師傳奇. III: 黑術士的禮物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øl)著; 謝佩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62 怪咖少女事件簿. 10, 進擊的寵物保姆 Rachel René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3379 怪咖少女事件簿. 10, 進擊的寵物保姆 Rachel René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86 現形師傳奇. IV: 現形師之戰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ol)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393 絕美魔力. 3: 遠美之境 黎芭.布瑞(Libba Bray)著; 黃琪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606 下雨天,不上學 相澤沙呼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613 傳話者 濱野京子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620 傳話者. 2: 停電之夜 濱野京子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637 月亮都是一樣的 艾黎.泰瑞(Ellie Terry)著; 陸篠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644 水澤文具店: 只為你寫的故事 安澄加奈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555 24節氣科學養生 月望西樓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41562 12時辰身體自癒力 月望西樓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41586 曹操用人術 東野君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41593 壽險高手 陸京夫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78704 知道目標在哪, 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 何子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711 曹操領導力 東野君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78728 一口氣讀懂三國用人術 莫嘯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78735 丹田呼吸健康大全集 健康人生研究會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78759 善良,就是不給別人添麻煩 何子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766 成熟的人,看誰都順眼 何子芸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新Book Hous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博識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焦點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菩薩藏佛教學會籌備處



9789869678773 一生受用的猶太人金錢管理 林郁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12956 跟我學說馬來西亞.印尼語初學者應急速成 沈澄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2970 超easy韓國話初學者應急會話速成 金木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2987 新西班牙文文法. 初、中級 方浩偲(Maximiano Cortes More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151 大家來自學日本語: 進階日語會話大全 蔡茂豐, 陳惠堃編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4613168 跟我學說越南話速成會話 魏俊雄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175 英文笑話精選92篇 謝育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182 英文幽默短文精選100篇 李茂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199 國中小學英語單字圖像聯想記憶法 Jennifer, Allen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205 世界童話故事精選 林雪芬, Crane Ellie文; 陳羿菱等圖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4613212 中國古代民間笑話精選 陳竟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229 如何快捷學好英文中文商用書信 鄧樹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236 英美澳生活常用俚語俗語3千則 顏元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243 求職成功秘訣: 如何快速學好求職應徵必備條件Dr. Wei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250 小朋友自學雙語園地: 美式圖解英漢辭典 曹疆, Cries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267 跟我學說西班牙語速成會話 馬秀美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274 環遊世界80天 Anne Suzane改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281 狼牙 Jack London原著; Anne Suzane改編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3298 小婦人 Louisa May Alcott原著; Anne Suzane改編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3304 愛麗絲夢遊仙境 Lewis Carroll原著; Anne Suzane改編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3311 怪醫杜立德 Hugh Lofting原著; Anne Suzane改編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3328 俠盜羅賓漢 Howard Pyle原著; Anne Suzane改編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3359 實通英語會話潛能捷徑: 日常生活、商務必備 莫非(Daniel James Murphy)編著 其他 1

9789574613366 法語入門 魏俊雄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3373 日本語句型會話 蔡茂豐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7949 吃出食材真滋味: 50堂打動人心的原味食材料理許美雅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37956 台灣這裡有貓 貓夫人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37963 時尚復生!玻璃罐howhow玩: 技巧x布置x送禮x節Hester van Overbeek原著; 洪安娜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644 愛哺乳 蕭如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705 孩子的情緒教養 廖璽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743 圖解 適齡教養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 司馬理英子著;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520 超可愛!換裝娃娃x動物摺紙58變 いしばしなお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537 初學鉤針編織の 强聖典!一次解決初學鉤織的日本Vogue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5544 捲筒紙芯變花樣: 剪一剪＆捏一捏,紙捲花開了!阪本あやこ著; 羅晴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925 佛說海龍王經淺釋 仁千根上.釋心佛講述; 金剛慈智上師記錄.整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心佛園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腳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萬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3861 驗光人員法規與倫理 陳惠伶, 陳錫評, 賴永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598 電子學 葉倍宏編著 二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4302604 化妝品學原理 李仰川, 詹馥妤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3168 化學實驗: 生活實用版 莊麗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618 基礎物理 林煒富, 卓達雄, 林旺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4004 醫護術語 劉明德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011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 二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304028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 二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4304035 人類發展學 李淑杏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304042 工業配線丙級術科: 使命必達 張益華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304059 化學 黃秉炘, 呂卦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066 餐飲衛生與品質保證 汪復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073 精神科護理學 黃瑞媛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080 生活科技 陳仰賢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097 可程式控制器PLC應用 張宥凱, 張榮洲, 邱創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103 統計學 彭賓鈺, 張振華, 徐偉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110 食品科學概論 曾道一, 賈宜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4127 職場英文 陳愛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4134 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 2018 吳偉德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4141 觀光行政法規實務與理論 謝世宗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4158 Arduino微控器好好玩 烏諾, 施麥爾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4165 藥物學 蔡秋帆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4172 科技論文寫作與發表 毛正倫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196 現代人力資源管理: 新趨勢與發展 丘周剛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202 悅讀: 發現美好 劉慧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219 現代商用英文: 書信與應用 廖敏齡, 陳永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226 應用統計學: SPSS & AMOS範例分析完全手冊 李城忠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4233 內外科護理技術 翁淑娟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304240 水質分析檢測及實驗 陳昌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257 數位邏輯設計 戴江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264 例說89S51-C語言 張義和等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304271 新例說-Altium Designer: 3D動畫製作、3D電路設張義和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4288 老人護理學 胡月娟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295 生物統計學 林美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4301 智慧財產權概論 徐振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4325 工業通風 林子賢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4332 食品科技英文 曾道一, 賈宜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349 不動產經營管理策略 柯伯煦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356 視覺光學 李顯賀, 李建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363 民法概要 徐憶茹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304370 品質管理: 食品加工、餐飲服務、生鮮物流 林志城, 林泗潭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387 烘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精析 吳青華, 王俊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394 物理實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物理教學小組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304400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科目. 一, 全方位攻略 黃芳謙, 陳郁惠, 鍾佩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4424 觀光行政與法規 汪芷榆, 謝家豪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4431 大專國文選 王文泉, 李宜靜, 潘素卿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4448 國語文 陳昭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455 租稅申報實務 黃則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462 民法: 本土案例式教材 王國治, 徐名駒, 鄭錦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4479 民主法治與公民素養 呂雄, 李岳牧, 蔡德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4486 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汪蕙蘭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文京開發



9789864304493 中華民國憲法與憲政 劉獻文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516 民主法治與生活 趙學維等作; 余元傑, 趙學維, 林文斌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4523 生命教育: 傳家經典選讀 林佳憓, 黃宜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4530 身體評估指引與應用 王麗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4547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4585 解剖生理學總複習: 心智圖解析 莊禮聰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5545 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及建築物無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六版 平裝 1

9789577055590 新舊建築基礎開挖工法與案例研討 倪至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644 建築物帷幕牆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668 鐵道工程實務 陳鴻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675 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及建築物無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七版 平裝 1

9789577055682 建築產業碳足跡 林憲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699 建築物室內裝修法規(附技能檢定歷屆試題) 陳泓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5705 CSI見築現場: 建築識圖應用 王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712 智在點交!: 公設點交糾紛完全解除手冊 張明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729 CSI見築現場: 營建應變修繕 王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736 新建築技術規則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八版 平裝 1

9789577055750 都市及區域計劃 辛晚教著述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774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9911 楊氏速讀記憶班: 小兒童基礎課程: 親師手冊 楊依儒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476 滾筒瑜伽舒筋瘦身全書 吳玉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83 全圖解養生必讀740問 于雅婷, 高海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90 超奇效心率健走法 青山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06 看地圖一次讀懂美國史 張津瑞, 林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13 會說話的文學經典: 每天讀一點孫子兵法 (春秋)孫武原著; 東籬子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20 3分鐘讀懂 有趣的世界史 Dr. Shen作; 姆西蟲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37 (全圖解)讀懂易經大智慧 (南宋)朱熹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44 犬貓的鮮食天堂 Hipetschoo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51 全圖解四部醫典. 養身與實作篇 宇妥.元丹貢布作; 王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68 全圖解四部醫典. 祕訣與實用篇 宇妥.元丹貢布作; 王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75 當沖大贏家 方天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182 自助遊一本就GO!巴黎地鐵遊 新情報書. 2019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829 煲一碗好湯 陳志田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6793 Move up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平裝 1

9789869614115 Sky high 柯源源等總編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14122 Sky high 柯源源等總編輯 1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新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經史子集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楊氏速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7

詹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3542 醉漢在路燈下找鑰匙: 社會的冷漠和濫用同情心施厚德(Jim Schoenhau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59 英語帝國主義用桂冠纓: 大王慈惠仁愛 名聲大好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66 英語作文滿分. 1: 如果你不能簡單的說清楚講明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73 英語作文滿分. 2: 並不是說我這個人比較聰明 我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80 英語作文滿分. 3: 邏輯可以讓你從A推到B 想像 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97 英語文化侵略用蜘蛛絲: 鈔票藏在細節裡 魔鬼也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03 技術分析大師: 叫好又叫座: 叫好是其信念的質 施厚德(Jim Schoenhau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10 騙線: 三陰三陽: 後一分鐘搶購:彷彿豐盛 其實帕納林(Igor Panar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27 費伯納西預測模型: 看穿快跑者未必能贏 力戰者柏克(Thomas Burk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34 偉大的推銷員金靴子獎: 沒有賣不出去的東西藍格爾(Scott Lang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41 煤礦坑裡的金絲雀指標: 不適當的美麗會招來恥藍格爾(Scott Lang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58 女婿B比兒子A+創富: 有錢的人可以投資 錢少的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65 耶魯模式K線挪威模式: 集權似乎不那麼民主與藍格爾(Scott Lang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72 等待低薪+通膨的7個人: 如何眾人對你心存猜忌藍格爾(Scott Lang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89 7歲看大19歲看老: 對於世界 你可能只是一個人戴維森(Kevin David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696 葛蘭碧八大法則: 功成名就全看這龜蛇狼戰術 葛羅斯(Sergey Gros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02 史博蘭迪K線教戰手冊: 價值是社會中 重要的甘戴爾(Alee Gand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19 波浪理論動量分析: 肉體只是漏壺 裡面裝著計時巴甫洛夫(Hermann Pavlov)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26 阿爾迪700種神奇致富: 一切與勝負有關的打賭 甘戴爾(Alee Gand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33 道德情操論K線修昔底德: 同行相忌 極少相聚 除藍格爾(Scott Lang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40 以房養老K線龜兔賽跑: 如果你不能比別人有錢哈奈特(Brad Hart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57 當沖解盲K線連環賺: 時尚流行就像開花 凋謝零哈奈特(Brad Hart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64 王者威廉斯勝算守則: 只要人們還有追求 他就沒哈奈特(Brad Hart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71 宗教是聖人的鴉片煙: 三種向下沈淪不前的人生哈奈特(Brad Hart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88 女婿A+比兒子B優秀: 欣賞別人可以創造非凡的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795 懶人也有發財的秘訣VIX: 聰明人不為小事抓狂甘戴爾(Alee Gand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01 紅盾特別操盤策略: 追求自身利益並不是自私 忽甘戴爾(Alee Gand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18 守破離. 1, T型人: 人類時常求助於外在的奇蹟 但施厚德(Jim Schoenhau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25 守破離. 2, π型人: 明哲未必得資財 奸巧未必得施厚德(Jim Schoenhau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32 守破離. 3, 爪型人: 三句話可看出一個人的能力 施厚德(Jim Schoenhau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49 守破離. 4, 井型人: 邁向成功的人 即使在走彎路施厚德(Jim Schoenhau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56 守破離. 5, I型人: 只追兩隻兔子是不會富貴的 一施厚德(Jim Schoenhau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63 富醫生 窮醫生. 1: 肥貓碩鼠是有史以來 成功的葛羅斯(Sergey Gros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70 富醫生 窮醫生. 2: 若父母生活在山頂上 你可考 葛羅斯(Sergey Gros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87 富醫生 窮醫生. 3: 別人載貨被變成商人的錢財 葛羅斯(Sergey Gros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894 台灣創富奇蹟. 1, 日落大道: 領導者必須集資建 萬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900 台灣創富奇蹟. 2, 日出大道: 困難的事我們立刻 萬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917 就做有意義的事. 1, 福: 以利相交 利盡則散 以權戴維森(Kevin David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924 就做有意義的事. 2, 祿: 先求有再求好 後來就擁戴維森(Kevin David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931 就做有意義的事. 3, 壽: 我願意釋放漸漸遠離的 戴維森(Kevin David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510 寺廟彩繪: 製筆工藝 曾義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82178 家庭評估實務: 概念與方法的學習手冊 Barbara Thomlison著; 劉瓊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82185 材料力學 Barry J. Goodno, James M. Gere著; 余念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82192 計算機概論 Behrouz Forouzan著; 林仁勇等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9282208 普通化學 Steven S. Zumdahl, Donald J. DeCoste原著; 何雍九版 平裝 1

9789579282215 普通化學(精華版) Steven S. Zumdahl, Donald J. DeCoste原著; 何雍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淡水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9789579282222 影像製作: 電視、電影與新媒體內容產製 Herbert Zettl原著; 廖澺蒼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698 默默 麥克安迪文; 李常傳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075 40年後再回首: 齋藤康一中國攝影作品精選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208 百年香山. 第二輯: 耆老生命紀事 王志文等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1041 The Faith in Universal Citizenry Author Wang Tzu Ku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123 木偶奇遇記 卡洛.柯洛帝(Carlo Collodi)著; 蘇菲亞.孔德(So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8322 變老能得到什麼: 泰然享受人生下半場的十堂課威廉.許密德(Wilhelm Schmid)著; 賴盈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339 史努豆上學的第二天 雅諾許作; 姬健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8346 惡之谷 Luca D'Andrea著; 陳澄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360 死前斷捨離(大字版) 瑪格麗塔.曼努森著; 陳錦慧譯 二版 平裝 2

9789869678384 為什麼老闆的貓都叫不來?: 招來幸福的店貓 杉作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738 新竹縣美術協會會員聯展. 2018 彭鴻欽, 彭瑞賢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879 海陸客語四言片語語典 詹益雲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059886 海陸客語語錄 詹益雲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134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108 黃偉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7745 擁抱你的內在小孩 克里虛那南達(Krishnananda Trobe), 阿曼娜(Am四版 平裝 1

9789868377752 走出恐懼 克里希那南達(Krishnananda Trobe)著; 王靜娟譯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8377769 真愛的旅程 克里希那南達(Krishnananda Trobe), 阿曼娜(Am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的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技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竹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竹塹城社區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世語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155 古文明之旅 葉民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2336 精緻和風便當料理 大田忠道著;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50 新手的多肉植物庭園造景: 小空間也能有大發揮羽兼直行監修;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67 「岬屋」店主親傳: 歲時和菓子基礎技法 渡邊好樹著;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74 新元素.新技術: 進化的壽司料理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81 歡迎光臨五大營養素之島 代居真知子著; 堀川理萬子繪;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98 杉原美由樹的地中海水彩色鉛筆LESSON 杉原美由樹著; 蔡婷朱譯 平裝 1

9789864012404 從5種版型學會做20款婚紗&禮服 野中慶子, 岡本阿津沙, 松尾一弘作; 羅淑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11 奇幻礦物甜點 佐藤佳代子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28 手作無添加常備瓶裝醬 高垣惠美子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35 御廚傳人親授!: 居酒屋一品料理 志之島忠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42 歐洲餐桌上的漫遊 庭乃桃著; 顏昀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59 無肥料健康栽培農法 岡本順孝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66 優格不思議 清新爽口的四季點心 若山曜子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73 我的花草小日子 岡本典子著; 莊鎧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80 我們的築夢咖啡館 渡部和泉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497 異國蔬食料理教室 庄司泉, Vegetable Cooking Studio編著; 胡毓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03 人氣名店的創意三明治派對 旭屋出版編輯部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10 24H京都漫旅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27 真的簡單!第一次就烤出綿密海綿蛋糕 熊谷裕子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34 屁股練好,健康自在走到老 前田慶明監修; 松尾タカシ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41 放鬆時光!: 法式餐前酒&開胃小點 吉田菊次郎, 村松周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58 超有料的特製戚風蛋糕 小沢のり子作; 林芸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65 人氣拉麵店的繁盛秘訣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黃鳳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72 金子美明 法式甜點經典配方 金子美明作; 郭欣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2589 親子點心 幸福食光 久保田惠美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596 典藏英國甜點 羽根則子編著; 賴惠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2602 夾心巧克力的魔法饗宴 熊谷裕子作;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619 歷史料理時光機 遠藤雅司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626 專業動畫師講座 生動描繪人物全方位解析 室井康雄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12633 我的蔬菜好朋友 ORANGE PAGE編著; KAMAKIRI插畫; 莊鎧寧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657 百萬訂閱YouTuber的 受歡迎蔬食菜單 高嶋綾也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664 愛動物圖鑑 今泉忠明監修; 蔣詩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671 給銀髮族的軟質溫和料理 寺島治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688 特殊手作!印刷.加工: 玩美技法創意指南 平田美咲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695 減醣80%麥麩麵包&甜點 村田裕子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01 清爽好吃!無奶油懶人烘焙甜點 桑原奈津子著;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18 人氣咖啡館 極品烘豆技術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25 旅居巴黎料理人的平底鍋本格法式料理 えもじょわ作; 葉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32 甜蜜可愛琥珀糖 杉井ステフェス淑子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2367 D之複合 松本清張著; 張恆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374 斜陽 奔跑吧梅洛斯 美男子與香菸: 太宰治的慢 太宰治著; 康逸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404 波之塔 松本清張著; 梅應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411 無可撫慰 石黑一雄著; 劉筱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新雨

送存冊數共計：3

圓明工作室



9789862272428 緘默法則 馬里奧.普佐(Mario Puzo)作; 盧相如譯 平裝 1

9789862272435 夜曲 石黑一雄作; 吳宜潔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877 提琴樹. 二: 奧福小提琴教學系列 劉妙紋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860 小豆芽❤讀譜: 初學小提琴的獨奏練習本 吳英杰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7734 台中市網球場消費者滿意度與服務品質績效分 楊雅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585 台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18. 中文標準版 張世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0592 台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18. 國際標準版 張世宗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9885 魏子雲歐陽健學術信札 歐陽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94 漢譯<>四種譯本比對暨研究(全彩版) 陳士濱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1300 敦博本與宗寶本<>比對暨研究(全彩版) 陳士濱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1317 果濱學術論文集. 二 陳士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1324 從佛典中探討超薦亡魂與魂魄之研究 陳士濱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1478 文學語言論集(簡體字版) 陳家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591 從明清到近代: 史料與課題 李金強, 郭嘉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843 透亮的紙窗 鄭家建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645 傳統戲曲與道教文化 王漢民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652 另一種現代性: 「論語派」論 呂若涵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669 中西文學類型比較史 李萬鈞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676 李贄年譜考略 林海權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683 中國當代雜文史 袁勇麟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690 當代小說修辭性語境差闡釋 祝敏青, 林鈺婷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06 元嘉體詩學研究 蔡彥峰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13 中國歷史小說史 歐陽健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20 孫紹振解讀學簡釋 賴瑞雲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37 廣義修辭學研究: 理論視野和學術面貌 譚學純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51 臺灣及海外華文文學散論 朱立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68 意象.主題.文體: 原型的修辭詩學考察 朱玲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75 現代散文學論稿 汪文頂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82 現代小說的文本解讀 余岱宗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799 古代禮俗中的文體與文學 郗文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05 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 涂秀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12 象數與義理 張善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29 十九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 傳教士福州土白文獻陳澤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36 唐宋詞史論 歐明俊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50 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 李小榮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和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雷舍商務鑑價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芽音樂文化



9789864781867 古本<>文字研究 林志強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74 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類型與闡釋空間 席揚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81 左傳戰國策研究 郭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898 中國詩學體系論 陳良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04 中國現代話劇史 莊浩然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11 古詩文評述二種 陳祥耀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28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論 辜也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35 中英文學交流史(十四至二十世紀中葉) 葛桂彔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42 中國語文學史論 潘新和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59 中國現代散文史(1917-1949) 俞元桂等合著; 俞元桂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66 後革命的轉移 南帆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73 中國近現代雜文史 姚春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80 漢語音韻與方言史論集 馬重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997 月迷津渡: 古典詩詞個案微觀分析 孫紹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000 聚訟詩話詞話 陳一琴選輯; 孫紹振評說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017 福建文學發展史 陳慶元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024 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 齊裕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031 六朝文學研究 穆克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048 入門溪州: 外省媳婦愛農鄉 劉克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055 周易譯注 黃壽祺, 張善文譯注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062 經濟史家宋敘五教授紀念論文集 楊永漢, 張偉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086 客途秋恨 伍百年著 潘峭風畫 方滿錦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093 觀瀾索源: 先秦兩漢思想史新探 張偉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109 清代中晚期理學研究: 思想轉化、群體建構與實田富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123 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 蔡長林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2130 唐謨國詩書畫續集 唐謨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154 中山市沙田族群的方音承傳及其民俗變遷 馮國強, 何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178 滄海月明珠有淚: 驚豔李商隱 李昌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185 詩語言的美學革命: 臺灣五0、六0年代新詩論戰陳康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192 鑄勒功名: 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 黃庭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208 傳說的高砂族 秋澤烏川著; 許俊雅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215 影響中國命運的答卷: 董仲舒<>與儒學的興盛 深川真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222 邂逅古亭的56朵芳菲 楊維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253 兒童文學論集. 三 林文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321 章法論叢. 第十二輯 中華章法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969 大愛醫生館: 簡守信院長的人文醫療探索 簡守信主述; 蔡明憲, 廖翊君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0976 來醫生館聽故事 簡守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382 嬰幼兒發展與輔導 龔美娟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45399 新飲料調製丙級技檢叢書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1564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何春乾(黃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711 一般警察版: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郭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728 警察特考版: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郭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742 捷運英文試題全解 孟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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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送存冊數共計：63

經典雜誌



9789864813773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解題書 郭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780 民事訴訟法概要 趙芸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3933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14022 80/20法則 刑法試在.必刑 <> 柳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039 民事訴訟法體系表 趙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046 3Q行政法(測驗題)解題書 林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4053 警察考試法典 程譯, 保成法學苑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060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江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4077 公司法修法 十四個 新申論考點 江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107 行政法: 全彩心智圖表 柯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114 憲法: 全彩心智圖表 王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121 民法(總則): 全彩心智圖表 苗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138 民事訴訟法: 全彩心智圖表 宋定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145 刑法(總則): 全彩心智圖表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152 刑法(分則): 全彩心智圖表 陸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169 刑事訴訟法 全彩心智圖表 戴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251 3Q法院組織法 解題書 林沛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4268 3Q現行考銓制度 解題書 郭如意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275 犯罪學概要 王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282 3Q各國人事制度 解題書 郭如意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299 3Q民法總則 解題書 苗星, 施宇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305 3Q公務員法解題書 郭如意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312 3Q民法(測驗+申論)解題書 裕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329 老師開講 智慧財產權法 科 裴騰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4336 80/20法則 行政法 程樂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4343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楊律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4350 3Q刑法概要(申論題)解題書 陳介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367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374 3Q刑法總則(申論題)解題書 陳介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381 老師開講 立法程序與技術 名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404 犯罪學(概要) 王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411 3Q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浩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4428 明白 監獄學 霍華德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435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總則篇 李允呈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4442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分則篇 李允呈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4459 3Q強制執行法 解題書 施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4466 明白 監獄行刑法 霍華德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480 老師開講: 法律倫理: 好 袁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503 化繁為簡 公司法修法解讀. 2018 林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510 捷運國文試題全解 吳碩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534 老師開講: 票據法-敏 蕭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4541 80/20法則刑事訴訟法 伊谷, 李星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042 學佛次第十二講(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第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64059 學佛次第十二講(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第三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9574 董陽孜作品集: 金玉良言 董陽孜作 平裝 1

9789578599581 雙重痕跡 莊普[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719 通往天國的階梯 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著; 李良波, 簡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3000 人因工程與設計: 實務與國考設計類題解 龍希文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410 馭龍王子安德魯: 投石器的試煉 台灣知識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483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乙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84 公職考試講重點(基本電學)(含基本電學大意)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004 資料結構(含精選試題) 洪逸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5035 國營事業講重點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 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066 公職考試講重點(本國文學概論) 李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5073 征戰電子學 劉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5080 電磁學與電磁波的理論及應用 李長綱著 十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5097 電磁學與電磁波的理論及應用 李長綱著 十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5103 化工熱力學與化學反應工程學 林隆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5110 國營事業講重點(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林隆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127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總整理 林文興, 林坤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5134 領隊實務. 二: 分類題庫考題解析(93年-107年): 民汪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5141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工程技師). 2018(101- 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158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國文). 2018(106年試題) 王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165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英文). 2018(106年試題) Jacob Wu, Sarah, 葛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172 郵政考試試題大補帖(專職二外勤)共同+專業(1 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189 郵政考試試題大補帖(專職二內勤)共同+專業(1 Alice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196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分類題庫考題解析(93年-1 汪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5202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工程類): 普通+專業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19 台電雇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運轉維護類)共同+專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33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關務法務類)普通+專業. 2王箏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40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一般行政類)普通+專業. 2王箏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57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共同+專業. 2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64 建築防火系統功能驗證技術手冊 張敬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5271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類). 2019(107年試王箏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88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類)共同+專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95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機運轉維護類(電機修護李華, 葛瑞, 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01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變電設備維護類(輸電設備李華, 葛瑞, 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18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類)共同+專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2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 2019(105-107試題張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3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19(105-107試題詹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4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 2019(105-107試題周易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5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學). 2019(10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6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2)機械所. 2019(105周易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7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3)土木所、環工所周易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87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4)化工所. 2019(105周易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線性代數). 2019(105-107試題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17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離散數學). 2019(105-107年試林立宇, 林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24 研究所分章題庫(作業研究) 李昊, 徐明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31 消防法規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455448 國營事業講重點(法學緒論(含法律常識)) 陳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55 國營事業講重點(企業管理概論(含管理學)) 張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6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管理學). 2019(105-107年試題張承, 張奇, 趙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7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電子學). 2019(105-107年試題劉強, 鄧茗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486 保安監督人初訓教材 吳武泰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茂圖書



978986345549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英文). 2019(105-107年試題) Jacob Wu等編著; 吳檸爍執行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09 公職考試講重點: 行政學(含行政學概要、行政學謝望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1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1企研所). 2019(105-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2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財金所). 2019(105-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3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3經濟所). 2019(105-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47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電路學). 2019(105-107年試題張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54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19(105-107年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61 公職考試講重點: 行政學(含行政學概要、行政學謝望民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558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1, 企研所、工管所)徐明, 張翔, 楚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59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 財金所). 2019(105張翔, 楚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608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3, 經濟所). 2019(105張翔, 楚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70712 中庸 林文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527 暗室裡的光: 勵馨走過三十年 趙慧琳著 初版 平裝 4

9789861336657 天空的囚徒 卡洛斯.魯依斯.薩豐(Carlos Ruiz Zafón)著; 范湲二版 平裝 2

9789861336664 出發 陳彥博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671 啊!真不想去上班: 自欺欺人的愉快工作技巧 文響社編集部編;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688 舞初心: 曹金鈴返璞收圓的人生 曹金鈴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695 媽媽,對不起: 獨身中年大叔的照護奮鬥記 松浦晋也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695 媽媽,對不起: 獨身中年大叔的照護奮鬥記 松浦晋也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701 記憶倒數24小時 費莉希亞.葉(Felicia Yap)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718 透過機器人與你相 山田悠介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725 一點一點流光 洪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732 叛逆有理、獨立無罪: 掙脫以愛為名的親情綑綁陳志恆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3955 人體百科 史蒂夫.帕克作; 郭品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962 日本職棒小詞典 長谷川晶一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979 椎管狹窄症自己治 大谷內輝夫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986 吉田流動畫特效繪製技法 吉田徹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993 54堂素描自學必修課 河村榮一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006 從零開始的戰車繪畫技法 夢野れい, 野上武志, 吉原昌宏作; 張翡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013 札幌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 昭文社編集;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020 福岡.長崎搭車趣!日本自助旅行神級指南 昭文社編集;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044 暖心貓語翻譯機 今泉忠明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068 日本妖怪大追擊 難波吉備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312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562 美容學專業英文 丁淑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2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萬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8

圓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9789863630579 外商保險業的撤資逃亡潮: 市場併購、退場機制張士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586 應用於銀髮族數位學習之穿戴式裝置及其聯網 張萬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609 智慧型機器人: Simulink與LEGO MINDSTORMS 莊景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616 綠色科技暨應用導論 朱文祺, 童翔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0623 跨境電子商務: 理論與實務 李麒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630 微積分 徐世敏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654 微積分 徐世敏, 徐文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5706 讓響應式(RWD)網頁設計變簡單: Bootstrap開發 呂國泰, 何昇隆, 曾偉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5720 圖解綠建築-世界名師經典 Francis D. K. Ching, Lan M. Shapiro原著; 江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199 提升程式設計師的面試力: 189道面試題目與解答Gayle LaakmannMcdowell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533 Learning GEPT with British Culture英倫文化學全民王靜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861 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YBM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134 用手機一分鐘做貼圖!大家一起LINE拍貼! 蔡雅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141 AutoCAD 2018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室內設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202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MVC 5.x範例完美演繹 奚江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233 Micro:bit: 親子共學開發版與圖形化程式編寫 スイッチエデュケーション編集部原著; 楊季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257 Microsoft MOS Excel 2016 Expert原廠國際認證滿陳智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387 不再死背,以一記多: 英語單字與句子專利速記法李康碩原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400 網路行銷與創新商務服務: 雲端商務和物聯網個陳瑞陽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8417 新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768431 SQL Server 2017/2016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實務 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455 Servlet&JSP技術手冊: 從Servlet到Spring Boot 林信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479 實戰ROS機器人自作: 使用Raspberry Pi 上田隆一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516 Excel樞紐分析實戰 王作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585 旅遊日語不卡卡,圖解關鍵字彙與會話大全! 林旦妃, 倉本妙子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608 Python Web介面開發與自動化測試 蟲師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615 More Effective C#中文版 : 寫出良好C#程式的50個Bill Wagner原著; 陳開煇, 孫天佑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8622 C & C++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 張力元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8639 第一次玩Mac就上手(High Sierra對應版) 蘋果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646 實戰區塊鏈技術: 加密貨幣與密碼學 王毅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653 AIoT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商機 裴有恆, 陳玟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707 BBC Micro:bit入門與學習 黃國明, 余波, 邵子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714 Microsoft MOS Word 2016 Core原廠國際認證應考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738 Minecraft神人放大絕! くりゅ, 赤石愛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752 實戰Rpi3、Windows 10、Azure物聯網整合開發 宇田周平, 林宜憲原著; 楊季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769 跟阿銘學Linux 李世明原著; 劉勇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783 計概超人60天特攻本 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768790 Firebase開發實務 Houssem Yahiaoui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806 深入淺出Agile Andrew Stellman, Jennifer Greene原著; 楊尊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813 現代演算法: 原來理解演算法並不難 Panos Louridas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820 Autodesk Revit 2018建築設計入門與案例實作 邱聰倚, 姚家琦, 黃婷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837 Python程式設計學習經典: 工程分析x資料處理x吳翌禎, 黃立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844 輕鬆玩Arduino程式設計與感測器入門 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851 輕鬆玩Google漫步在雲端 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868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POS系統). 2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875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瑋博POS系統). 2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882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學科&筆試. 2018 楊潔芝, 楊麗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899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905 用Python學程式設計運算思維(收錄MTA Python微李啟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912 Visual Basic 2017程式設計(適用2017/2015) 陳惠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929 C++全方位學習(適用Dev C++與Visual C++) 古頤榛作 三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碁峰資訊



9789864768936 Visual C# 2017程式設計(適用2017/2015) 陳惠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943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技能檢定研究室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8950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967 實戰Scratch x Arduino運算思維能力養成 吳紹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974 跟著實務學習HTML5、CSS3、JS、jQuery Mobi 蔡文龍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981 練好機器學習的基本功: 用Python進行基礎數學立石賢吾原著; 楊季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998 機器學習: 工作現場的評估、導入與實作 有賀康顕, 中山心太, 西林孝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01 實戰Firebase: APP開發者的 佳雲端服務平台 申潤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18 TQC+非線性剪輯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remiere P吳信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25 實戰Docker: 使用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1Elton Stoneman原著; 林班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032 使用J2Store開設網路商店的10堂課: 商品管理x物A-Bo(李順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049 App Inventor 2輕鬆動手寫程式 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56 初探深度學習: 使用TensorFlow Reza Zadeh, Bharath Ramsundar原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63 圖解人工智慧: 從零開始了解人工智慧的原理與神崎洋治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70 輕鬆學OFFICE 2016 郭姮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87 實戰機器學習: 以深度學習演算企業資料 李博原著; 賴榮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094 Illustrator設計幫幫忙: 解決現場問題的速查即效生田信一等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100 Python大數據特訓班: 資料自動化收集、整理、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117 Photoshop設計幫幫忙: 解決現場問題的速查即效上原ゼンジ等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124 JAVA SE 10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131 跟著實務學習ASP.NET MVC: 第一次寫MVC就上蔡文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155 實用R程式設計 謝哲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162 iOS 12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4.2快速上手的開發技朱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148 新餐飲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H&R工作室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9186 小朋友的第一本好玩畫畫書 Feltboy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193 極速報表製作術: Excel樞紐分析應用全攻略 恒盛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09 精通Azure analytics Zoiner Tejada原著; 沈佩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23 漫畫圖解英語通: 美國人常用英文會話超速成! David Thayne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30 漫畫圖解英語通: 冠詞用法超速成! David Thayne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47 Designing with data: 善用數據幫你打造好設計 Rochelle King等原著; 曾之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54 Python資料分析 Wes McKinney原著; 張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61 網站擷取: 使用Python Ryan Mitchell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78 Swift學習手冊 Paris Buttified-Addison等原著; 張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85 超可愛塗鴉手帳百搭全集 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92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MVC 5.x範例完美演繹 奚江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480 實戰高可用性Hyper-V: 使用Nano Server與Server 陳至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308 超可愛系畫畫隨身本 尹成美原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315 Autodesk Maya基礎建模與動畫特效設計(含May 吳崇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322 Autodesk 3ds Max基礎建模與動畫設計(含3ds Ma黃義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339 超Q萌小動物色鉛筆入門 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346 Angular建置與執行 Shyam Seshadri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353 打下好基礎: 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 陳鋒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360 Excel財務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那些Google找不到苗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377 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384 虛實整合的人工智慧專案開發實戰: Raspberry PDonald J. Norris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391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407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教本. 2018版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421 白話區塊鏈 蔣勇, 文延, 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438 實戰Firebase: APP開發者的 佳雲端服務平台 申潤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445 跟著實務學習HTML5、CSS3、JavaScript、jQuer蔡文龍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452 BBC Micro: bit入門與學習 黃國明, 余波, 邵子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469 讓響應式(RWD)網頁設計變簡單: Bootstrap開發 呂國泰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9476 提升程式設計師的面試力: 189道面試題目與解答Gayle Laakmann McDowell作; 楊尊一譯 六版 其他 1

9789864769490 實用Python程式設計 郭英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506 跨裝置網頁設計: HTML5、CSS3、JavaScript、jQ陳惠貞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9520 TQC+AutoCAD 2019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537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hotoshop CC胡凱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544 Scratch多媒體遊戲設計&Tello無人機 林文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551 Python3.7技術手冊 林信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568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小專題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575 Python程式設計: 大數據資料分析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582 Attacking Network Protocols: 王牌駭客的網路攻防James Forshaw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599 Microsoft MOS Word 2016 Core原廠國際認證應考王仲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605 圖解電腦工作原理 岡嶋裕史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612 輕鬆玩Arduino程式設計與感測器入門 黃建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629 圖解雲端技術: 基礎架構x運作原理xAPI 平山毅等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636 iOS 12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4.2快速上手的開發技朱克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643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MVC 5.x範例完美演繹 奚江華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9650 Learning GEPT with British Culture 英倫文化學全 王靜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667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Google超極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9674 用Minecraft創世界!建築與機關設計實戰攻略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681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函數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9704 Think Complexity: 複雜性科學與計算模型設計 Allen B. Downey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735 Autodesk AutoCAD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含AutoC邱聰倚, 姚家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742 每天10分鐘, 強日文單字自然圖像記憶法! 奧村祐次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759 每天10分鐘, 強英文單字自然圖像記憶法! Crystal Jung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766 沒有投資理財基因!就用Excel省錢賺現金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780 C語言基礎必修課(「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797 25天搞定新制多益的850個核心單字 최영근, 김형일 지음著; 曾詩玉,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03 Python3.x網頁資料擷取與分析特訓教材 曹祥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10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Dreamweaver吳玄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834 Vue.js建置與執行 Callum Macrae原著; 陳健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41 GraphQL學習手冊 Alex Banks, Eve Porcello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89 大字大圖解: 快樂用Facebook+LINE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940 資安專家的NAMP與NSE網路診斷與掃描技巧大陳明照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957 Autodesk Revit 2018建築設計入門與案例實作 邱聰倚, 姚家琦, 黃婷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002 網路開店x拍賣王: 蝦皮來了!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026 駭客退散!站長、網管一定要知道的網站漏洞診上野宣著; 楊季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033 Ansible徹底入門: 雲端時代的組態管理 廣川英壽等著; 楊季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057 實戰高可用性Hyper-V: 使用Nano Server與Server 陳至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064 實用R程式設計 謝哲光等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7940 創業管理 Jack M. Kaplan, Anthony C. Warren原著; 胡次熙四版 平裝 1

9789865647964 設施規劃: 佈置實務與倉儲設計 鄭榮郎, 張倫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971 工程數學 徐世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995 個體經濟學101 楊明憲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59307 經濟學: 觀光與休閒之應用 楊明憲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314 流體力學: 生活中實例之應用 王曉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9321 國際金融 楊明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9338 基礎數學 徐世敏, 劉珈銘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59345 審計學: 國際審計與確信準則為架構 陳耀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352 管理學概論 蔡敦浩, 李慶芳, 陳可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9369 微積分 黃毅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376 全人觀點.閱讀視界 陳憶蘇, 駱育萱, 楊雅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5

送存冊數共計：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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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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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528 音為有你 傳樂50: 臺北市天主教光仁小學音樂班臺北市天主教光仁小學第50屆音樂班全體師生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1356 財富管理: 基礎入門與案例實作 林容竹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219 金融科技概論 李顯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5226 金融科技時代的財富管理: 關鍵理財網(KEYs)案姜林杰祐, 謝玉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240 應用大數據實戰: 期貨與選擇權 李沃牆, 黃淑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257 統計學: 大數據分析: EXCEL實務應用與操作 古永嘉, 楊志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264 保險學: 理論與實務 廖述源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5271 區塊鏈商務應用概論: 實例與分析 許孟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288 程式交易: 方法、技術與應用 姜林杰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295 財務管理: 基礎與應用 徐俊明著 3版 平裝 1

9789869622608 中級會計學 江淑玲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22622 證券投資分析: 股票與權證交易之技術分析 張上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2639 觀光資源概要 林澤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22646 旅館管理 曾慶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653 100%有機世界: 與大自然互利共存 メコンの大地が教えてくれたこと原著; 大賀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660 創業管理 陳振遠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2677 企業商務談判 樊建廷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86808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10版修訂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207 相握的手 洪瓊君作; 鄭桂英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308 參加2014年第17屆亞洲運動會軟式網球項目男子方同賢著 平裝 1

9789869607315 2014年仁川第17屆亞洲運動會女子網球項目團體何國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941 黃帝內經 佚名原典; 朱斐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965 創造幸福的零極限念力 立木惠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972 宇宙心靈成功法則 約瑟夫.墨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989 邵子易數 (宋)邵雍撰; 王通瑞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996 阿Q正傳賞析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956 知識字彙聖經 康老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963 New GRE字彙聖經 2.0 康老師, 孟獻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4188 翻轉人生68種贏家思維 賴俊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64195 提問式銷售: 讓你不銷而銷的16個步驟 林裕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視野國際留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傳智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雯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會唱歌的石頭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5017 舊山線 陳玉峯著作.解說.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576085024 社會關懷 陳玉峯著.解說.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576085147 靈海聖山: 為藻礁生態系祈福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6085154 因應家庭功能弱化之兒少照顧策略: 政府之委託曾儀芬撰 平裝 1

9789576085161 看見自己.看清世界. 一, 七十個鼓舞孩子的生命蘇蔡彩秋編撰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96212 化學 Nivaldo J. Tro原著; 姜仁章編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7696229 探索化學 Kenneth W. Raymond原著; 潘文彬等編譯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814 超意識預測學 文墨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2821 改變命運的八字學 文墨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821 改變命運的八字學 文墨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4581 大饅大力網購穿搭聖經：跟上歐美日韓時尚潮 大饅大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604 Excel職場函數468招: 超完整！新人工作就要用 羅剛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611 飛吧！空拍機100問：從飛行到攝影，這樣開始林承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635 如何擺出好POSE. 3, 美少女風格X外拍動作X場黑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642 強嚴選！Google超級密技活用攻略 異塵行者&PCuSER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659 阿榮福利味Best!極簡好用免費軟體大補帖 阿榮福利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710 Excel VBA 職場即用255招: 不會寫程式也能看懂ExcelHom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734 強嚴選！Google超級密技活用攻略（2017 年度PCuSER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741 Swift 3自學力！圖解146個iOS App開發範例，入魏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765 Windows 10究極攻略！升級、設定、優化、問題PCuSER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802 AI同僚: 我的同事不是人! AI進入企業早已成真日経BP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857 知識內容寫作課: 寫一篇真材實料的網路爆紅好鄭國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864 拆解問題的技術: 讓工作、學習、人生難事變簡趙胤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49037 不成功，因為你太快: 練習每日覆盤，不二錯、張永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49044 Excel VBA 強權威〈國際中文版〉:Power Prog Michael Alexander, Dick Kusleik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49068 Samsung Galaxy Note 9完全活動200技 阿祥, 3C布政司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55130 Android App Inventor 2開發實務 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578755147 Excel商業與財務分析應用實務 林麗琴作 平裝 1

9789578755307 用App Inventor玩轉mBot機器人: 創客實戰演練 林俊傑作 平裝 1

9789578755314 工業製圖與電腦繪圖應用 魏廣炯作 平裝 1

9789578755321 舞動倉頡輸入法 數位內容工作室作 三版 其他 1

9789578755338 Dreamweaver CS6網頁設計創意魔法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578755345 SolidWorks 2017電腦輔助設計. 基礎入門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352 Visual Basic教學範本 林義証, 松橋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578755369 Scratch 2.X積木創意遊戲樂無窮 林俊傑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象藏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鼎隆圖書



9789578755376 企業戰略資源管理系統: UML3 & XML3物件導向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578755383 Siemens NX 12三軸高速切削技術實務 桂源科技作 平裝 1

9789578755390 Siemens NX 12實戰演練. 基礎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578755406 Siemens NX 12實戰演練. 進階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578755413 Project 2016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8755420 平面設計三元素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陳珊珊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8755437 新虛擬貨幣鍊金術 Dave C, 吉米K作 平裝 1

9789578755444 MySQL 5.X/6.X雲端資料庫SQL設計技術寶典 孫惠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451 精通SolidWorks 2016. 進階篇 陳俊鴻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8755468 精彩Mastercam 2017設計與加工 周曉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475 SolidWorks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為林志鎰作 平裝 1

9789578755482 SolidWorks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為林志鎰作 平裝 1

9789578755505 Android 5.X+SQLite POS前端銷售APP系統設計寶孫惠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529 Creo Parametric 4.0電腦輔助設計. 基礎應用篇 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536 SolidWorks Simulation電腦輔助工程分析進階範例夸克工作室等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8755543 用mBlock玩轉mBot機器人: 創客實戰演練 林俊傑作 平裝 1

9789578755550 R語言的資料採礦導引: 大數據時代的資料分析陳鴻敏作 平裝 1

9789578755567 AutoCAD 2019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設計篇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578755574 AutoCAD 2019電腦輔助設計. 建築設計篇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578755581 快速學會C程式語言 洪志維作 平裝 1

9789578755604 精彩AfterEffects CS6視覺特效製作 王國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611 Rhinoceros 5產品造型設計 蔣柏文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628 精彩AutoCAD 2017機械設計 陳世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635 MasterCAM X8實戰演練 周曉龍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505 歷史上的主耶穌 杜英助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1750 經典款義大利甜點 藤田統三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401 問米 葛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32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641449 讓少變成巧 史考特.索南辛(Scott Sonenshein)著; 薛怡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56 生來奔跑 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著; 洪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63 回望 金宇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70 誠摯的友誼 桑貝(Jean-Jacques Sempé)作; 尉遲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87 延禧攻略 周末原作; 笑臉貓改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89205 延禧攻略 周末原作; 笑臉貓改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89229 日間演奏會散場時 平野啓一郎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94 延禧攻略 周末原著; 笑臉貓改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689236 夜鶯 克莉絲汀.漢娜(Kristin Hannah)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243 一寸灰 毛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250 有型的豬小姐 李維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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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送存冊數共計：13

零極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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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聖經世界工作室



9789869568845 猶太人與金融世界 徐永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8852 大智度論的中觀思想及菩薩行: 航向真理與自由謝呂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869 樂築夢想,成就非凡: 擁抱台灣新希望 常璽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8876 紙膠帶變身 郭美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8883 靈魂祕笈. 五: 看見上帝的狗: 生死輪迴和自我超郭德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91307 三狼奇案與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的童話冒險西方隱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917 天堂人間 情詩 Roger Van Ouytsel著;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724 多數決玩弄了真正的民意 坂井豐貴著; 王仁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637 以政治為志業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 李中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651 以學術為志業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 李中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668 夏天,屍體到底在哪裏? 朴蓮善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682 監獄，我來、我見、我xx 苦林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699 私人信箱一一0號的郵件 李到禹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805 政治啥玩意 蔡東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4843 道德去哪裡找回公平 廖義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990 親愛的未婚夫 簡單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95 鳳舞蝶情 唐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04 雙帝緣 狼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11 時差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28 雙將緣 狼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35 只是當時已往然 簡單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42 痴心只是難懂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59 原來是你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66 追夫狂想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73 戲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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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4013 創業時代2.0: 財會管理的必修課 勤業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專家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618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625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632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649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656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687 負責的恩典: 衛斯理約翰的實踐神學 Randy L. Maddox作; 祈遇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01755 改變形像: 中國基督教本土與全球發展 郭承天, 周復初, 張證豪合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鉅業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191 家庭實用健康釀造與萃取 張振福, 陳明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155 阿水伯講古 阿水伯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9553162 人體 健康建築學(簡體字版) 謝鎮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179 火災學: 申論題題解 游象傳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53186 火災學: 申論題題解 游象傳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53193 火災學題型及公式彙編 游象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4304 小紅指南 游象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6708 奧福音樂與遊戲. 一 楊惠讌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7122 鞠。麴 何明瑞編導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305 那天那些死去「的」與世紀初的世紀末 J.Y.S.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24239 中共情報組織與間諜活動 翁衍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307 晚清官場見聞: <>與<> 何剛德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314 追尋先父母的足跡: 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閔錫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321 被壓迫者劇場發展史: 波瓦的民眾劇場之路 謝如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338 習近平是如何成為一位超級政治強人的?: 對一場白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345 懷元廬存稿. 二: 懷德與憶往 李雲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352 喜悅,是一種選擇: 陽光催眠師Sunny的靜心時間蔡文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369 文武崑亂不擋: 京劇名旦暨教育家梁秀娟 白其龍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451 認識佛陀. 一, 認識佛教系列 大願比丘內文 平裝 1

9789869042468 阿含證果道次第緣起法 大願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7075 西遊記 吳承恩著; 黎庶注釋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67099 西遊記 吳承恩著; 黎庶注釋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67082 西遊記 吳承恩著; 黎庶注釋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167150 諾桑覺寺 珍.奧斯汀著; 孫致禮譯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7198 打動人心的談判術 林鋒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204 一開口就會讓人喜歡的說話術 林鋒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211 一生受用的易經密碼 王少農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235 日本第一の猶太商人 A.艾德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242 這樣做,就是有錢人的做法 趙凡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齊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閱工作室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奧福音樂藝術世界



9789863167266 銀座猶太人賺錢術 A.艾德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297 勸導 珍.奧斯汀著; 孫致禮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303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310 老人與海 海明威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953 艾克雷西亞Ecclesiastes. 5 野扶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041 努力無用論: 破解假性努力中毒，腦科學家教你中野信子著; 柯依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058 向不容出錯、 會管理風險的NASA學決策 中村慎吾著; 翁御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305 分解真理的道: 今日教會裡的律法與福音 普益世(John T. Pless)著; 王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0305 分解真理的道: 今日教會裡的律法與福音 普益世(John T. Pless)著; 王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49207 書院街27號姜家圖書館怪談 鵝毛筆著 初次 平裝 1

9789578749214 千秋 夢溪石作 初次 平裝 第1卷 1

9789578749221 千秋 夢溪石作 初次 平裝 第2卷 1

9789578749238 千秋 夢溪石作 初次 平裝 第3卷 1

9789578749245 千秋 夢溪石作 初次 平裝 第4卷 1

9789578749306 鎮魂 priest著 初版 精裝 上卷 1

9789578749313 鎮魂 priest著 初版 精裝 下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872 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 新自由主義黃應貴等作; 黃應貴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7288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7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7455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653 刑法題型破解 雷洛虎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7684 解密國考大數據: 法院組織法 林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820 國際刑事法學之新脈動: 余振華教授六秩晉五壽台灣比較刑法學會主編 一版 精裝 第1卷 1

9789862957837 國際刑事法學之新脈動: 余振華教授六秩晉五壽台灣比較刑法學會主編 一版 精裝 第2卷 1

9789862957868 勞工及就業保險法釋義 郭玲惠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469 囧 老闆要我寫文案: 快速交件不NG的文案懶人那口井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490 德國再起: 透視德國百年憲政發展 沈有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68 玩味北京 劉怡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75 木材物理學. 物理性質篇 王松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99 比較法學研究 李麒等作 一版 平裝 第1期 1

9789862958605 木材物理學. 強度性質篇 王松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612 律師 司法官 第一試 第二試 考前特蒐. 2018 兩津等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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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路德傳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業餘畫匠



9789862958629 職業衛生 蕭森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636 刑法總則 王皇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8643 進擊的上班族: 職場勞動法律27招 蔡晴羽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650 民事訴訟法 許士宦著 增訂一版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8667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四十版 平裝 1

9789862958674 法學方法論 李惠宗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681 原來如此!準備國家考試可以這樣想 陳冠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698 刑法各論. 一, 財產法益篇 許澤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704 訴之聲明及其相關法律問題之實務案例介紹 陳志雄, 陳信瑩, 陳容正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58711 文章必考焦點: 商事法 公羽, 溫拿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735 國際學生學分班適用實用華語 李曉鳳編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862958728 離職員工洩密行為的刑事責任: 以營業秘密法為邱俊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742 釋字 前線: 年度必考釋字解析 霸告, 弋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759 倫理的臉: 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 黃宗潔著 平裝 1

9789862958766 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及裁判費暨執行費等之計 陳志雄, 陳信瑩, 陳容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773 誤判: 法國冤案事件簿 Jacques Verqès著; 陳瑩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780 新學林分科六法: 刑事訴訟法 林鈺雄, 王士帆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2958797 土地登記實務 棨澂, 濬慈1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803 簡易上手職場文書寫作 黃翠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810 多用圖法典: 保險法 格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827 生命.生活.成長.關懷: 中文閱讀書寫教本 劉若緹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841 土地稅法規 棨澂, 濬慈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858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8872 當代案例商事法 劉連煜等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8896 當代案例公司法與票據法 劉連煜, 曾宛如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902 刑事訴訟法 王兆鵬, 李榮耕, 張明偉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8919 刑事訴訟法 王兆鵬, 李榮耕, 張明偉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8933 東吳大學國文選: 教育部中文閱讀書寫課程計畫林宜陵, 叢培凱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940 大學國文選: 在地關懷之跨域閱讀與書寫 李皇穎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957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柏澄, 濬慈, 棨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964 公司法 修法 前線 齊軒, 李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971 製茶學: 台灣茶類之製造生產 王慶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8988 Shh!想知道上榜的秘訣嗎?國考達人偷偷傳授你高啟霈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995 各國公開收購法制及實務 王志誠等合著; 王志誠, 蔡朝安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9008 上榜模版 行政法 霸告, 西門慶, 文城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015 勞資聖經: 經典勞動六法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9022 企業併購及控股公司法實務問題 陳春山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9046 台灣公法學的奠基與前瞻: 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2959046 台灣公法學的奠基與前瞻: 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2959053 台灣公法學的奠基與前瞻: 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2959053 台灣公法學的奠基與前瞻: 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2959060 內線交易研究指南 Stephen M. Bainbridge主編; 林建中等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9077 新學林隨身典: 商事法及財經法 劉連煜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9084 多角關係請求權人之確定: 契約法之現代化. V 陳自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091 商務華語逆向式問題導向教學模式發展研究 彭妮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107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959114 消滅時效與誠信原則 溫俊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121 票據法題型破解 吾猛龍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9138 上榜模板公務員法 霸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152 電子文書及電子商務相關實體與程序問題之研 何君豪等作; 姜世明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169 為權力者服務: 王小波小說中的組織秩序 周紅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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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送存冊數共計：65

楓樹林



9789869628167 來上一堂古埃及象形文字課 松本彌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174 三國志武器事典 水野大樹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181 給新手的數位單眼鏡頭&構圖Q&A150 河野鉄平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404 地藏菩薩本願經(漢語拼音版)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5896 俗情即佛心.若水應天人: 談唐五代佛教通俗「詩何宜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842 舊法用心知: 慈濟人 慈濟事 慈濟情 釋德淨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710 鳩摩羅什: 七佛譯經師 賴志銘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703 生命的和弦 蘇芳霈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426 AI ETF來了: 解讀智能投資大趨勢 元大投信團隊策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2122 眼光: 人生方向盤 吳獻章作 平裝 1

9789864002146 爸爸,上學囉! 戴夫.哈克特(Dave Hackett)文圖; 陳銘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153 雅歌 朱劉依南著 平裝 1

9789864002160 祭祖的真義: 拜祖先一定要拿香嗎? 楊錫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221 五年聖經靈修之第二年 李鴻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238 充滿愛與幸福的小組家族 金聖坤著; 徐國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245 從曠野到迦南: 約書亞的得勝足跡 陳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252 真正的小偷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269 標竿人生 華理克(Rick Warren)著; 楊高俐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276 活水湧流: 讀經、解經、講道 汪川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283 處理隱象: 從令人覺得棘手的對話到健康的溝通邁克.貝勒(Mike Bechtle)著; 鄭毓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313 祭祖的真義 楊錫儒口述; 陳衿妮撰文 增訂初版平裝 1

9789864002320 聖經之美: 聖經敍事文體的選讀賞析 周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337 什麼?王子居然選了灰姑娘壞心的姊姊: 以弗所 陳志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344 從曠野到迦南: 約書亞的得勝足跡 陳志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351 天上垂下來的繩子 邱顯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368 眼光: 人生方向盤 吳獻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375 彼得前後書逐句解經 朱斯白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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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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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志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樺盛國際商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興圖書



9789864002382 如何避開閨房風暴: 為親密加溫的50個秘方 郭淵棐, 劉永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399 同學請你聽我跟你說 張文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405 祭祖的真義 楊錫儒口述; 陳衿妮撰文 增訂初版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816 寺子屋五十音讀本 廖兆陽, 井上京子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503 風華八十: 廖月華畫集 廖月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577 離家不遠: 林秀蘭作品集 林秀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584 Beacon in the Dark authors Audrey Cheng et al. 平裝 1

9789865726591 人生青紅燈 張麗雲等作; 王慧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364 智慧工廠: 迎戰資訊科技變革,工廠管理的轉型策清威人著;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6371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 為什麼政府常犯錯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íat)著; 黃煜文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388 如何成為有錢人: 富裕人生的心靈智慧 和田裕美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6395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 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404 科學素養: 看清問題的本質、分辨真假,學會用科池內了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411 GDP又不能吃: 結合生態學和經濟學,為不斷遭到艾瑞克.戴維森(Eric A. Davidson)著; 齊立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4428 極致的服務 賺錢: 麗池卡登、寶格麗、迪士李奧納多.英格雷利(Leonardo Inghilleri), 麥卡.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4459 華頓商學院的高效談判學: 讓你成為 好的談判理查.謝爾(G. Richard Shell)著; 劉復苓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2247 細說爾雅 徐芹庭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278 二0一九己亥年擇日要覽 范龍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2285 世界易經大會論文集. 第二十一回 陳炎枝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922 無語良師. 102, 大體解剖教學 曾國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74009 樂樂好品德繪本. 2: 孝順-孝順的樂樂 七色花工作室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4016 樂樂好品德繪本. 3: 禮讓-誰該排第一? 七色花工作室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4023 樂樂好品德繪本. 4: 敬老-爺爺奶奶真聰明! 七色花工作室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4030 樂樂好品德繪本. 1: 誠實-是誰打翻的? 七色花工作室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匯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經濟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獅嶺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新點印刷設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137 詩的偏見: 向明讀詩筆記 向明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557 骨骼回正解痠痛: 30萬人見證 有效的「骨骼調廣戶聰一著 平裝 1

9789869465571 這樣吃，瘦 快：不用計算卡路里！日本權威 菊池真由子作; 林妍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588 低GL瘦肚沙拉 綠食譜研究所著 平裝 1

9789869465595 我的第一本自重訓練書: 1週2次,1個月-9KG!專位比嘉一雄著; 胡汶廷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027 高麗大學韓國語 高麗大學韓國語文化教育中心作; 朴炳善, 陳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683005 法語Oh là là 楊淑娟, Alain Monie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83012 驚奇紐西蘭， 勇闖奇異王國 汪銘峯, 張雅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029 東京,慢慢熟。 柴郡貓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83036 偽在地人的土耳其旅遊書 高珮倫, 魏宗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043 日本原発文字の探求: 文学の力を信じて 曾秋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050 馬來語,一學就上手! 王麗蘭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683067 日本語,一學就上手! 陳怡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83098 挑戰高分!新制多益TOEIC擬真試題600問+超詳 入江泉著; 葉紋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8431768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馬來語! 王麗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431775 跟著Google Maps遊澳門 胡哲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31782 下一站,印度德里!: 終極背包客的吃喝玩樂全攻PloyCaf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31812 韓國導遊教你的旅遊萬用句 金佳圓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431829 元氣日語50音 本間岐理著 修訂初版其他 1

9789578431836 新日檢N5聽解30天速成!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修訂初版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022 營建管理<> 劉冠廷, 劉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4046 鋼筋混凝土必做50題型 許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4053 工程材料學<> 梁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4060 材料力學必做50題型 徐毓宏, 許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4077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06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4084 靜力學必做50題型 徐毓宏, 許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9216 土木類國家考試(102-106)系統題庫. 一, 材力、結實力土木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223 土木類國家考試(102-106)系統題庫. 三, 土力、基實力土木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230 材料力學: 系統剖析 林冠丞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49247 土木類國家考試(102-106)系統題庫. 二, RC、鋼 實力土木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254 土木類國家考試(102-106)系統題庫. 四, 施工、營實力土木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134 江南傳教史: 第五冊 高龍鞶(Augustinus M. Colombel)著; 周士良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843158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 106學年度 吳紀美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8843165 額我略歌曲記譜法 劉志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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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輔大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麗美人



9789869491686 金融犯罪與形式規制: 褚劍鴻教授逝世十周年紀靳宗立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141 耕書集: 圖步數位Style. 2018 王靖之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028 輔至心靈: 導師輔導工作寶典 李豐川等採訪撰搞; 王英洲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609 姚宗鑑神父與聖心訪談錄 楊如晶, 楊善堯訪問; 宋欣恬等記錄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308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二十六屆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26屆畢業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059 天主教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行銷組畢業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織品服裝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505 臺中市大安區頂安社區環境資源調查 張菀容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79505 臺中市大安區頂安社區環境資源調查 張菀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9972 玄修法語. 第十四輯 林峖達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918 集遊趣: 華盛頓小學畢業美展畫冊. 2018 陳淑雲, 葉乃瑋編輯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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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67398 班級讀書會精選輯. 2016 [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各班班級讀書會小組成員著 平裝 1

9789869625609 班級讀書會精選輯. 2017 各班班級讀書會小組成員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明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玄修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華盛頓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頂安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市輔大聖心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圖資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學務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6978 台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9屆2018 何栢滄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058 融古出新翰墨特展: 臺中市書法協會會員聯展專王鈺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033 台中市陶藝文化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8年: 陶花魏紋寶, 粘素真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021 郵林彙刊: 本會成立50週年暨大龍郵票誕生140週年紀念特刊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743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秋耀金華會員聯展專輯. 陳誼芝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006 臺中市圓緣文化藝術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8年施怡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314 臺文筆會年刊. 2014 林裕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9014 牛馬頭40年風華: 臺中縣牛馬頭畫會會員美展. 2史嘉祥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897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美展專輯. 2018第十八屆 邱林秋祿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1416 鹿港生活攝影學會30週年紀念影集 楊耀棠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8346 游藝墨痕: 彰化縣游藝雅集書學會會員聯展專輯李憲專, 吳秀停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游藝雅集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鹿港生活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文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牛馬頭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圓緣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陶藝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郵學會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書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8686 葫蘆墩美術研究會會員聯展. 2018第19屆, 承先啟林世坤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5047 墨采畫會. 二0一八年會員作品專輯. 五 黃明山等編輯 平裝 2

9789868145047 墨采畫會. 二0一八年會員作品專輯. 五 黃明山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553 秋禪 陳金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8327 石材圖鑑. 2018 台北市石材商業同業公會編輯委員會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2923 感謝北區扶輪40年 賴東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2516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時尚造型科 張月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0266 計量計測器總覽. 2018/2021第七期 黃明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646 樂活養生餐點2.0 宋瓊宏, 徐近平, 陳莉蓁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623 前輩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職場厚黑學 Beauty Sal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54 日日喝好湯 陳志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78 此生必讀的日本一代將才: 豐臣秀吉 Dr.G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85 營養專家寫的孕期飲食滿分寶典 陳志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92 此生必讀的日本一代將才: 武田信玄 Dr.G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300 營養專家寫的嬰幼兒飲食滿分寶典 陳志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4611 顧兆琳崑曲唱唸示範 俞振飛原著; 顧兆琳講述 一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崑曲研習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治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度量衡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石材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北區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采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文戰線雜誌

中縣葫蘆墩美術研究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618 臺北漢唐經方論壇: 醫案發表實錄. 第二屆 漢唐經方推廣協會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09257 新嚴選書法字體範本 嚴亭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264 洪都百鍊生之老殘遊記 劉鶚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271 (漫畫版)中國成語典故精采故事 林淑華撰文; 李湘君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288 (圖文版)霍元甲少林拳秘傳七十二彈腿 中華武術總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295 (圖文版)張三豐天下第一太極拳 中華武術總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01 (彩圖版) 新松柏培植盆栽剪修 台灣園藝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18 (圖文並茂)墨家管理智慧兼愛非攻 徐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25 (圖文版)秘傳攻擊式螳螂拳精華 中華武術總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32 黃帝內經素問 施純睦[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09349 (圖文版)大文豪蒙田隨筆精華全集 蒙田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56 (彩圖版)長命養生健胃整腸優酪乳 杜康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63 (圖文並茂)叱吒風雲上海教父杜月笙 李曉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70 看透人性讀心術厚黑心理學 高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87 (圖文版)高血壓預防控制與食療 許永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394 姓名寶典開運造福命名學 道玄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400 (圖文精華版)慢性常見病神效自療術 簡明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417 (圖文解析)科學針灸起死回生治百病 王立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424 (圖文解說)圍棋攻擊守備基本技巧 林海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431 (彩色版)中文拼音快速學會說日語 沈怡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448 (漫畫版)中國成語故事智慧典故 林淑華撰文; 李湘君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455 (彩圖精華版)五穀雜糧長命保健食療法 張淑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9462 (彩圖精華版)達摩易筋經八段錦.華陀五禽戲 梅正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729 神探歸來 柯南.道爾原著; 橋奇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36 療癒漫畫館(妖怪書包) 曉君, 維庭, 元凱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43 海蜜蜜公主要搬家 陶綺彤作; Chuie Lin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50 愛吃夢的怪獸 徐瑞蓮作; 陳奕喬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67 閨蜜的背叛 傅嘉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74 奇案揭秘: 檔案簿精選 柯南.道爾原著; 橋奇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98 妖怪書包之迷路妖作怪 曉君, 維庭, 元凱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4155 史上 好用法語會話、文法學習書: 15個主題X朱將首著; 陳慧瑜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186 新世紀偵探推理故事: 推理小說之王 愛倫.坡等作; 漢宇智識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223 自玩泰國大攻略 <>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230 自玩北海道大攻略: 嚴選12區今生必訪特搜路線Anisa, Chuyada, Kongphum作; 許瑤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247 全圖解自學日語速成班: 不用特別買檢定書, 從 俞長玉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254 越南語自學書: 每天30分鐘, 80堂課掌握發音、單鄭寶羅作; 徐懿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261 彩圖易讀版世界文化史年表 漢宇歷史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278 手繪圖解. 世界史 漢宇歷史編輯部編著; 丘兆川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285 自玩香港全攻略: 嚴選22區今生無悔必訪路線,讓Supermod作; 張玉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292 300個邏輯思維遊戲. 左腦文字篇 漢宇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綜合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福地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漢唐中醫診所



9789862284308 全圖解Mind Map英語會話句子隨口說 MIS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315 自玩東南亞11國全攻略 親歷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322 眼見不為憑!圖解動物心酸囧事 漢宇生物糾察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339 懷孕.養胎.安產 調理大百科:孕前調養X養身安胎Robin Elise Weiss, Marcello Pietrantoni作; 張瑜玲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346 每天都會用到的越南語2500個生活單字: 生活、金承玟, Nguyễn Thị Vân Anh作; 崔馥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360 初學者的生活情境字典泰語2600個生活單字: 經千娜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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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8673786 畫漢字好好玩 張宏如, 郭風佑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673793 畫漢字好好玩 張宏如, 郭風佑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1354 位子哲學我真的知道: 寫給主管的真心話 陳瑰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068 原來如此 唐忻忻, Basaw Kumu作; Kokai, HH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242 端粒效應: 諾貝爾獎得主破解老化之祕,傳授真正伊莉莎白.布雷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 伊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303 葛瑞的囧日記. 12, 假期大暴走 傑夫.肯尼(Jeff Kinney); 胡培菱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966 銀光經濟:55個案例,開拓銀髮產業新藍海 約瑟夫.F.柯佛林(Joseph F. Coughlin)著; 許恬寧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4973 國寫笨作文. 學測實戰篇: 建中名師林明進獨創 林明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208 圖解生物辭典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作; 李千毅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215 圖解數學辭典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作; 陳昭蓉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260 好品格童話. 5: 小威愛哭哭 賴曉珍文; 達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277 好品格童話. 6: 蝴蝶女王與糞金龜 賴曉珍文; 蔡元婷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291 大象荷頓在孵蛋 蘇斯文.圖; 孫晴峰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314 鄭文燦模式: 超越對立.翻轉桃園 鄭文燦口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321 昆蟲上菜 黃仕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345 耶誕快樂!貓咪雷弟 羅伯.史卡頓(Rob Scotton)文.圖; 陳雅茜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352 棒的萬聖節!貓咪雷弟 羅伯.史卡頓(Rob Scotton)文.圖; 陳雅茜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369 邦邦和阿智去冒險：咻叭叭叭美術館 烏哇巴米(uwabami)文.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376 葛瑞的囧日記. 7, 情人節歪歪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383 我 喜愛的中國神話 曾文娟編寫; 吳健豐等繪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406 隨經濟: 第二曲線的77個思維模型 盧希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413 我的手：幼兒的認識身體互動書 La ZOO文.圖; 柳怡如翻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420 我的腳：幼兒的認識身體互動書 La ZOO文.圖; 柳怡如翻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437 我的臉：幼兒的認識身體互動書 La ZOO文.圖; 柳怡如翻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444 程式特攻隊. 1: 二進位機器鳥 楊謹倫文; 麥可.霍姆斯圖; 陳信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451 程式特攻隊. 2: 螺旋圖陷阱 楊謹倫文; 麥可.霍姆斯圖;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5468 沒鰭: 陳素宜生態童話 陳素宜著; 孫心瑜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475 超成功 對話術: 突破千萬點閱率的TED演講 瑟列絲特.赫莉(Celeste Headlee)著; 連育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482 演算法下的行銷優勢 麥茲伯格(Christian Madsbjerg)著; 譚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499 品味人生12講 傅佩榮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505 地球毀滅記: 五次生物大滅絕,誰是真凶? 博恩藍(Peter Brannen)著; 張毅瑄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512 雪球: 巴菲特傳 艾莉絲.施洛德(Alice Schroeder)著; 楊美齡等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4795529 清單革命: 不犯錯的祕密武器 葛文德(Atul Gawande)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550 醫路向西非: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海外醫療之路 陳建豪,王馨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550 醫路向西非: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海外醫療之路 陳建豪,王馨儀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4795567 什麼才是經營 難的事: 矽谷創投天王告訴你真本.霍羅維茲(Ben Horowitz)著; 連育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5574 刺蝟的願望 敦.德勒根著; 林敏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598 臺南巷子內: 移民府城10年,細說建築與美食 魚夫著.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604 來不及美好 郭強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611 臨終習題: 追尋更好的善終之道 潔西卡.齊特(Jessica Nutik Zitter)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漢字臉譜文化



9789864795628 消防車出動! 凱特.麥克穆蘭(Kate McMullan)文; 吉姆.麥克穆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635 米莉的新帽子 喜多村惠文.圖; 方素珍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642 嘿!有人在聽嗎? 艾琳.恩特拉達.凱莉(Erin Elizabeth Kelly)著; 陳初版 精裝 1

9789864795659 國家為什麼會成功 強納森.迪波曼(Jonathan Tepperman)著; 譚天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666 看懂孩子的學習卡在哪: 從此不必再當碎念媽、王麗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673 台灣兒童心臟學之父: 呂鴻基 林芝安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680 星雲真善美,播種人間十年 星雲真善美傳播獎委員會策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703 雄獅堡 後的衛兵 李如青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710 青蛙大俠江河湖 湯姆牛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727 天天星期三 方素珍文; 郝洛玟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734 看漫畫輕鬆學: 整理收納 辰巳渚監修; 大野直人繪; 周姚萍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741 看漫畫輕鬆學: 禮貌禮儀 辰巳渚監修; 池田圭吾繪; 周姚萍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758 與達爾文共進晚餐: 演化如何造就美食,食物又如席佛頓(Jonathan Silvertown)著; 鄧子衿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765 失控的指尖: 愛上網是潮還是癮? 邱玉珍, 陳清芳, 楊琇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789 這一生,你想留下什麼?史丹佛的10堂領導課 約翰.漢尼斯(John L. Hennessy)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833 丹麥的幸福教養法 潔西卡.亞歷姍卓(Jessica Joelle Alexander), 伊本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857 拯救貓頭鷹 卡爾.希亞森(Carl Hiaasen)著; 黃維明譯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4795864 成功,就是要快速砍掉重練: 電商黒馬創業家兄弟傅瑋瓊採訪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901 系統失靈的陷阱: 杜絕風險的聰明解決方案 克里斯.克利菲爾德(Chris Clearfield), 安德拉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925 成長駭客攻略: 數位行銷教父教你打造高速成長西恩.艾利斯(Sean Ellis), 摩根.布朗(Morgan Br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30130 全世界史講義. Ⅱ, 近世.近現代篇 出口治明著; 郭清華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185 來自土耳其的邀請函: 吳鳳帶路！橫跨歐亞的文吳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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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30697 幽靈島嶼: 沉浮於地圖上30個島嶼故事 迪爾克.理瑟馬(Dirk Liesemer)作;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703 看韓國宮廷劇十倍樂趣!朝鮮王朝的衣食住解謎康熙奉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727 酒杯裡的世界史 宮崎正勝著; 陳柏瑤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734 餐桌上的日本史 宮崎正勝著; 陳心慧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741 日本常備藥圖鑑: 跟人買不如學會自己挑! 趣味池上文雄監修;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758 幕末: 日本近代化的黎明前 洪維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630765 幕末: 日本近代化的黎明前 洪維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630772 幕末: 日本近代化的黎明前 洪維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630796 禪與日本文化: 探索日本技藝內在形式的源頭 鈴木大拙著;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819 美國華人史: 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張純如(Iris Chang)作;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840 希特勒: 20世紀的狂人 水木茂作; 酒吞童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857 玩藝圖鑑: 成為玩具通才的170種玩法 木內勝文作; 木內勝, 田中皓也繪; 吳逸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864 生活圖鑑: 成為家事好手的1200個技能 越智登代子文; 平野惠理子繪; 張傑雄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918 台灣地名事典 蔡培慧, 陳怡慧, 陸傳傑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932 社會設計的創意服務: 啟動霄裡文化綠廊 陳其澎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73970 深夜裡的小丑波璐 吳郁婷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673987 藍調.生活 網迅雲端股份有限公司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673994 猜猜在哪? 詹昱筑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05608 房客小劉 陳玄齡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705639 我跟我 陳威諺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705615 下一班列車 張美榕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05622 魚精靈 鄭麗梅圖.文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05646 森林裡的大洞 Venta文.圖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05653 記得一朵花的名字 陳芝羽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9

遠足文化



9789869705660 獨眼派對 Kaneiya圖.文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05677 女孩與羊 林淑君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05684 啊!那是我的腿 檸檬酸姐姐(謝凱琳)圖.文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05691 謝謝你與我相遇 吳智琳圖.文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740152 童年雜貨店 張瓊分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169 阿婆與小牛 謝佳君圖.文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740176 秘密 王姿涵文.圖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740190 禮物 華蓉圖.文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740206 紅雨 蔡琇淇圖.文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740213 一半的自由 陳炫君作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740220 下一班列車 張美榕文.圖 其他 1

9789866740237 紅雨 蔡琇淇圖文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740244 魚精靈Fish elf 鄭麗梅(Meir Cheng)文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740251 記得一朵花的名字 陳芝羽圖文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788 八字集議. 辛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30795 懂的吃對食物 才能預防、治療病痛 張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801 三高族的飲食指南 馬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818 慢旅.台灣 馬繼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825 懂得食材特性 才能吃出健康 韓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832 正確食物營養搭配 確保健康百分百 韓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849 國際文化創意: 翻轉商品 行銷企劃 周嘉政, 梁祐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2824 映像台灣 焦雄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831 映像中國 焦雄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180 來到少女雜誌的編輯君 大崎梢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395 張公案. 卷參, 古井姥姥. 上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401 張公案. 卷肆, 古井姥姥. 下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425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7 1

9789863193432 貓語人: 字鬼 譚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449 符紙婆婆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456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8 1

9789863193463 乩身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3470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93487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93517 陰間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494 陰間: 黑廟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500 陰間: 捉迷藏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524 看不見的圖書館 珍妮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3531 馭光者. 2: 盲眼刀 布蘭特.威克斯(Brent Weeks)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3548 馭光者. 2: 盲眼刀 布蘭特.威克斯(Brent Weeks)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3586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93593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3616 再也不要做怨婦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3623 再也不要做怨婦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3630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3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旗林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507 適合學齡前兒童學習益智摺紙入門書 株式會社主婦之友社編; 游韻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545 超人氣犬種圖鑑BEST 185 藤原尚太郎編著; 蘇阿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569 法國鬥牛犬的調教與飼養法 DOG FAN編輯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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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26901 性別常識互動遊戲書 鴻雁編; 香蕉猴, 李婷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29 飛翔的帽子 羅特勞特.蘇珊娜.貝爾納(Rotraut Susanne Bern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98 第二片天空 派崔克.葛斯特(Patrick Guest)文; 強納森.賓利(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413 我簡單豐富的生活提案 澀谷直人作; 王詩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417 Boule!圓法鍋麵包: 讓鍋子成為烤箱中的烤箱,烘小黑公江作;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31 克服未病 石原結實作; 劉佳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55 暖養子宮: 呵護女人的第六臟 李云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62 充滿驚喜的翻轉蛋糕: 華麗倒轉!主角現身!Upsid森崎繭香著; 李亞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79 Le Creuset鑄鐵鍋全方位料理 黑川愉子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86 初學者的日本家常菜 市瀬悦子作; 李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93 童話系冰盒餅乾 福本美樹著; 李亞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09 極品果醬學 田中博子作; 涂文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16 拒癌 減醣X生酮 飲食 福田一典監修; 岩﨑啓子料理;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23 容易在家做的方模手撕麵包 福岡直子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30 繽紛香濃起司條 荻山和也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47 杯緣掛耳糖霜餅乾 Trigo e Cana作; 李亞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54 遠離過敏: 從第一口副食品開始 伊藤浩明, 上田玲子監修;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61 私果釀: 果酒.果醋.水果糖漿101 飯田順子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78 連續花樣對稱剪紙 室岡昭子作; Teresa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6585 用植物油做的輕口感司康點心 吉川文子作; 鍾佩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592 減法理家術: 有質感的簡單生活 中山亜以子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03 人妻界+主婦界 夯的小V鬆餅機食譜 福田淳子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10 用手輕抹暈染出柔和粉彩畫的溫暖筆觸 中村友美作;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27 自家製的好味好食: 用心手作的真食之味 有元葉子, Salbot恭子, 坂田阿希子等作; 邱婉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1901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民間故事文; 查璇圖; 邵雯可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2243 正方形 麥克.巴奈特文; 雍.卡拉森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50 躲貓貓 安東尼.布朗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67 熱帶魚泰瑞 賈維斯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311 讓我安靜五分鐘 吉兒.莫非(Jill Murphy)文.圖;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342 神奇的小石頭 左偉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397 我是章魚燒,我叫章魚三郎 長谷川義史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03 我的心破了一個洞 安娜.耶拿絲(Anna Llenas)文.圖; 湯玉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10 如果今天太陽不見了 塚本靖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34 如何當爺爺的保母 琴.里根(Jean Reagan)文; 李.威迪胥(Lee Wildish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41 如何當奶奶的保母 琴.里根(Jean Reagan)文; 李.威迪胥(Lee Wildish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閣林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銀河舍



9789864402458 因為我好想念你: 和你談談告別、思念與回憶 艾雪.波瑟文; 安德里亞斯.克蘭姆特圖; 賴雅靜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65 嗨!凱文: 超乎想像的隱形朋友 羅伯.畢多夫(Rob Biddulph)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72 西雅圖酋長的宣言 西雅圖酋長文; 蘇珊.傑佛斯(Susan Jeffers)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89 小池塘 新宮晉文.圖; 麥維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96 小精子向前衝 尼可拉斯.艾倫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526 城市裡的提琴手 大衛.里奇斐德(David Litchfield)文.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533 嗨!計程車 櫻世界作;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540 風之星 新宮晉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557 阿尼,該睡覺了! 馬克斯.菲斯特文.圖; 黃筱茵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2564 給老師的一封信 黛博拉.霍金森文; 南西.卡本特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571 安妮.法蘭克: 密室裡的女孩 約瑟夫.普利(Josephine Poole)文; 安琪拉.芭蕾特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01 影響孩子一生的彩繪世界經典名著: 愛的教育 愛德蒙多.德.亞米契斯文; 董麗俊圖; 賈月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376 北極熊 珍妮.戴斯蒙(Jenni Desmond)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383 神奇的賽莉奶奶 克莉絲黛兒.瓦拉(Christelle Vallat)文; 史蒂芬妮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406 一起看電影 陳玉金文; 呂游銘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854 化知識為行動: GRADE於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臨床陳耀龍等原著; 刁茂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98861 VEX IQ機器人基礎篇: 進入VEX Robotics世界的周偉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316 心驛耕新. II, 從競爭走向共生 劉炳熹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130 天興文物與史蹟.東都肁天興: 臺南市北疆文化資李德河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64037 戲說安平故事書 陳俊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355 瀛海潮: 更迭 吳冠輝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869 日語導覽台灣.第一次就上手 廖紋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4876 快樂學日語 濱口美佳, 郭欣怡, 小田早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4883 超!簡易高中生日語 陳欣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134906 韓國語這樣學就對了 林錦宏 一版 其他 1

9789866134913 輕鬆學西語 邱毓芳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3584 中村開己的3D幾何紙機關 中村開己作; 宋碧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瀛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文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安平區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碩亞數碼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縣心驛耕新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873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臺南市鯤瀛詩社, 臺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383 基礎金融法: 案例式 陳國義作 八版 平裝 1

9789865897390 保險法: 案例式 陳國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7437 陶藝創作與造型思考 李元程著 平裝 1

9789865897444 皺折語境: 李元程陶藝創作論述 李元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590 在廟口遇見新文化 台南社區大學土道公民寫作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413 Pianoboy鋼琴創作琴譜: 獨奏典藏版 Pianoboy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2420 Pianoboy鋼琴創作單曲譜: 伴奏原曲版(Layee) Pianoboy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79715 智慧教育之教師專業發展理念與案例 張奕華, 吳權威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271 旅遊醫療寶典 陳興漢著 平裝 1

9789869613538 中醫臨床病例辨證彙編 陳怡如, 謝明憲主編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13545 中醫臨床病例辨證彙編 陳怡如, 謝明憲主編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13576 陽痿早洩遺精.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61359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黃智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682060 清太醫院配方 陳玫妃校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898 全圖解生活日語一看就會說 奧村裕次, 林旦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3300 套用、替換、聊不停的零失誤萬用句: 只要這7 伊藤太, Gary Scott Fin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3317 看得到的英文文法 Open Thinking Publishing Co.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3324 全圖解生活大小事日語這樣說 田泰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3331 翻轉英文能力的100個單字 William A. Vanc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3348 全圖解生活韓語一看就會說 三志社語言研究會, 張育菁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60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2018時尚設計系. 第七期 陳少庠, 黃睦翔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舞界限藝術經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網奕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社大土道公民寫作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鯤瀛詩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77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展作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107級全體畢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1910 柯瑞平凡中的不一樣: NBA神射手的30段勇氣人周汶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673 清晨嗎哪90天. 13, 耶利米書. 下, 詩六二-七十七萬小運,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802 金融海嘯3955大衝擊: 手機新商機 概念股買盤現杜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959 豪記龍虎榜. 13 豪記影視唱片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104 兒女的傳承: 菈鳩樂恩陶創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267 幼兒園教保政策及法令與教保活動課程大鋼講 賴志彬, 張嘉芙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776 四家合註入門. 2: 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講記宗喀巴大師造論; 巴梭法王等合註; 法尊法師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5783 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 宗喀巴大師造論; 巴梭法王等合註; 法尊法師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9721509 我們共同的世界: 守護小海豹 趙鵬飛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5193 出國日本熱門必買血拼攻略 張晏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209 Garam: 奇妙的算數拼圖 拉美西斯.布恩科.沙弗(Ramses Bounkeu Safo)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216 日日補體月子餐料理: 專業月子中心打造, 百萬 孟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223 做自己管他什麼人情世故 曲瑋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230 一看就好吃!手作創意點心: 雪人馬林糖、蔬菜爆Flora Y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247 看圖賞味.葡萄酒圖鑑: 從葡萄樹到杯中物,專業 劉舫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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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陽文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莎露手作陶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博士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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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認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9789869578011 被遺忘的臺灣人: 林子瑾、吳子瑜、吳燕生學術李毓嵐等著; 廖振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732 阮劇團. 2016: 劇本農場劇作選. IV 林俐馨, 白樂惟, 汪兆謙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400 計量財務金融: 金融科技 韓傳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754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 法學新林依仁等作; 汪渡村主編 平裝 1

9789869667012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 吳季芳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050 銘傳大學經濟與統計大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銘傳大學經濟與金融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036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 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043 銘傳大學應中所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 2018年第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775 活出聖言. 丙 范玉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630 讀經隨筆 宋稚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654 瑞士熱帶于 于惠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0329 嘉義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2018 簡國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712 舞墨: 嘉義市教師書畫協會會員作品集. 第七屆 任陸森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91931 八卦醫學史 甯方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948 八卦醫學史 甯方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955 如何烤一個數學Pi 鄭樂雋(Eugenia Cheng)著; 張芷盈譯 初版一刷其他 1

9789864891962 如何烤一個數學Pi 鄭樂雋(Eugenia Cheng)著; 張芷盈譯 初版一刷其他 1

9789864891993 一口哲學: 27場當代哲學家獻給愛智饕客的絕妙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 大衛.愛德蒙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013 內向心理學: 享受一個人的空間,安靜地發揮影響瑪蒂.蘭妮(Marti Olsen Laney)著; 楊秀君譯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教師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嘉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銘傳大學經濟與金融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富者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景



9789864892037 世界史是打出來的: 看懂世界衝突的第一本書: 關真興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051 攝影師的四大修練: 打破規則的觀察,想像,表現 佛利曼.帕德遜(Freeman Patterson)著; 王比利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2075 野獸紳士: 讓你喜歡的女孩喜歡上你 巫家民(Tang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099 有分寸溝通術: 即使「你滾蛋!」也能說得漂亮派屈克.亞倫(Patrick Alain)著; 陳松筠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2112 上帝之柱 肯.弗雷特(Ken Follett)著; 黎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129 上帝之柱 肯.弗雷特(Ken Follett)著; 黎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211 與脆弱同行 尚-克洛德.卡里耶爾(Jean-Claude Carrière)著; 郭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228 未定之圖 亞蘭.米龍(Alain Milon)著; 蔡淑玲, 林德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310 怪咖心理學. 3: 明明沒有,為什麼看得見?: 當超自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2327 撕掉勵志書!: 推餐盤減肥,喝熱茶殺價,心理學家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334 上帝之柱 肯.弗雷特(Ken Follett)著; 黎安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892358 少年來了 韓江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440 (完全圖解)從海洋看世界經濟: 從海上貿易、領山田吉彥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464 文學的40堂公開課 約翰.薩德蘭(John Sutherland)著; 章晉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471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吳碩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488 金繕: 做自己的人生修繕師 托馬斯.拿瓦羅(Tomás Navarr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495 善用悲觀的力量: 培養逆境抵抗力,放大簡單的快威廉.歐文(William B. Irvine)著; 李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549 用故事教孩子邏輯思考力 冀劍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556 漂鳥集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著; 余淑慧, 余淑娟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563 血腥謀殺: 朱利安.西蒙斯寫給新手與鐵粉的推理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作; 劉韋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594 你的房間就是你的心: 終極的空間整理術,啟動改艾克索榮.貝比斯(Xorin Balbes)著; 楊語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600 異見者: 致憤怒的青年世代 克里斯多福.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著; 陳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624 伊凡.伊里奇之死: 死亡文學巔峰神作,寫給每一 列夫.托爾斯泰著; 魏岑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686 亂入時空旅行團: 帶你完美路過兩千年來20個歷詹姆斯.威利(James Wyllie), 強尼.艾克頓(Johnn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709 82年生的金智英 趙南柱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723 人間失格 太宰治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730 冷思考: 後真相時代下,我們如何在衝突中活出自亞倫.傑考布斯(Alan Jacobs)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747 科學化跑步的功率訓練: 徹底了解功率計關鍵數吉姆.萬斯(Jim Vance)著; 張芷盈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250 每一天都是色鉛筆塗鴉日 Ami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85 跟著中醫爸爸調小兒體質 劉宗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563 明天再勇敢也沒問題 LUL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056 再見媽咪,再見幸福 蓋兒.哈尼曼(Gail Honeyma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063 席地而詩 何景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070 後的秘境 東京藝大: 天才們的渾沌日常 二宮敦人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094 統計學, 強的商業武器. 商務篇 西內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24 重要的日常 山下英子, 自凝心平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31 空中老爺暴走服務 空中老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48 願所有相遇,都恰逢其時 DT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55 好的朋友 達希.貝爾(Darcey Bell)作;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62 這不是你以為的俄羅斯 裴凡強, 唐宏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79 熱狗麵包三明治: 早午餐X下午茶點心X野餐便當與儀高志作;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86 療癒瑜伽 周韶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93 Microsoft SQL Server RS報表服務 胡百敬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09 週刊文春: 總編輯的工作術 新谷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16 墨西哥捲餅105 鄭盛淑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23 指間的鹽 梅村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47 恆溫行李 林達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54 努力多久才可以喊累 艾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61 高睡眠法 西野精治作;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85 在謊言拆穿之前 川口俊和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292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 不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精誠資訊



9789578787308 @cosme日本人氣美妝排行榜2018保存年鑑 @cosme作;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315 迷糊夢 夏維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322 一日三餐減醣料理: 單週無壓力消失2kg的美味計娜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339 經典麵包配方X私房迷人料理 呂昇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346 深夜電台 無nonn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353 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林昭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384 你是時光 浪漫的解藥 蘇乙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391 辣媽Shania的快速晨烤麵包 辣媽Shan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14 尋人啟事 隙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21 松浦彌太郎的100個工作基本 松浦彌太郎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38 東京美好散策: 像生活而不只是旅行,探索在地人mih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52 生存的哲學 岡田尊司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69 等待貝里葉先生 布莉塔.洛斯盧(Britta Rostlund)作;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76 好的朋友 達希.貝爾(Darcey Bell)作;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83 短指甲的心機彩繪 根本佐和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490 跟著小氣少年自由行京都.奈良.滋賀 小氣少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06 跟著小氣少年自由行大阪.神戶.和歌山 小氣少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13 純真之心 陳菀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20 人生,一點也不BLUE Ni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37 在家也能簡單烘焙日式麵包 伊塔倫倫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44 全家人的暖心便當 劉晏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51 給孩子的限醣成長食譜 三島学著; 江部康二監修;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75 飄移的起跑線 歐陽立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605 生還者 下村敦史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612 逛市集 台北市文化探索協會作者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629 醬汁100X沙拉100 金胤晶著;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261 慧光集. 74, <>講記 世親論師造頌;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譯釋 初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951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 柬埔寨國際工作營海外志工成果專輯. 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03 GLOW: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學系作品集. 第八屆 時尚設計學系103級專刊編輯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41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4年考古題. A-D級 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9644358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4年考古題. E-F級 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937 實踐媒傳x朱拉隆功Commde移地跨海工作營成果蘇志昇, 李家瑩, 楊東樵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德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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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653 國際稅法: 兼述洗錢防制法與避稅關係 張進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5068 新一代JavaScript程式設計精解 山田祥寬著; 林子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099 塑造角色生命力!Maya動畫表演設計講座 劉怡君, 張怡德作 其他 1

9789863125112 OpenGL 3D繪圖互動程式設計 賴祐吉, 姚智原, 朱宏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129 SketchUp 2018室內設計繪圖講座 陳坤松作 其他 1

9789863125174 時尚可愛設計力。 : 抓住女孩目光的廣告案例集リンクアップ, グラフィック社編集部著;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5181 創意百分百!Photoshop超人氣編修與創意合成技楠田諭史著; 李明純, 黃珮清譯 其他 1

9789863125204 從Arduino到AVR微控制器 林聖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211 全民學程式設計: 從插畫學Java 株式会社アンク著;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228 攀岩技術教本 東秀磯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242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手機.光感應遙控自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259 數位邏輯設計附實習 楊豐瑞‧陳福春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25273 日本當代 強插畫. 2018: 150位當代 強畫師豪平泉康兒編;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297 Python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應用實務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125303 App Inventor 2 互動範例教本 蔡宜坦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5327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物聯網感測器大應用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334 從零開始!Java程式設計入門 洪國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358 區塊鏈智慧合約開發與安全防護實作 田篭照博作; 朱浚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372 圖解AI人工智慧大未來 三津村直貴著; 陳子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396 推動世界的100種新技術: 掌握未來10年關鍵產業日経BP社編;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402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AI生醫感測健康大應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419 Python神乎其技 Dan Bader著; 江良志譯 平裝 1

9789863125426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AI X LINE聲控/人臉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433 新伸展運動大全(決定版): 真人圖解示範全年萊克奚 威廉生(Lexie Williamso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25440 膝痛預防保健手冊: 健行登山必讀、圖解膝蓋結小林哲士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464 比照片更美!林亮太的超寫實色鉛筆繪畫技 林亮太作; 謝薾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488 Artlantis 7室內外透視圖渲染實務 陳坤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5532 Spark 2.x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實戰 Romeo Kienzler作; 賴裕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549 免寫程式！Excel大量資料整理術: 早點學會這些村田吉德著; 許淑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556 有氧減肥的迷思 Craig Ballantyne作;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37583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7590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7606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245 摩耶精舍遺韵 王亞法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693 英雄傳說 王佐榮監修; 小林源文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96401 大東亞戰爭と臺灣青年: 寫真報導 王佐榮監修; 鍾瑞芳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熊貓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744 記錄聲音的歷史: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 第九 林東璟, 曾冠傑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409 鹿港百工手繪圖誌 洪明萱, 紀筱榆, 黃雅君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927 益述事: 公益、藝術、音樂、科學、休閒與管理趙忠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412 動手試試看!簡易日式家庭料理! 林涼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719 台灣中醫口述歷史. III 黃碧松, 賴鎮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3447 藝彩萬象: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藝術創作展專輯. 薛丞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481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運動行銷證照」台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66882 高雄123家美食私旅: IG網紅店x視覺系餐廳x經典陳摸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109 Fate/Apocrypha. 2, 黑之輪舞/紅之祭典 東出祐一郎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116 小說少女編號 渡航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154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1, 概念交差的千月さか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239 武藝精研百餘年,轉世成精靈重拾武者修行 赤石赫々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4246 機動防衛者Dowl Masters 佐島勤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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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575644314 多雲時晴愛相逢 水稀たま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321 前不良爸爸與小綿羊老師 水稀たま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369 童年玩伴是我的英雄! 水稀たま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413 我和偶像同學的 愛學分 水稀たま作; 陳靖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47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ject Alicization 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482 煉獄死亡遊戲 河本ほむら原作; 吉村英明漫畫;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499 煉獄死亡遊戲 河本ほむら原作; 吉村英明漫畫;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512 異世界藥局 高山理図原作; 高野聖漫畫; 大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529 異世界藥局 高山理図原作; 高野聖漫畫; 大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659 TOYOTA 強工作習慣: 輕鬆提升產能,達到 大OJT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作;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680 美臀瑜伽: 打造100％回頭率好身材 北村エミ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日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小鎮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公益研究會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9789575644697 機動戰士鋼彈UC. 11: 狩獵不死鳥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福井晴敏作; 鄭人彥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703 驚爆危機ANOTHER SS 賀東招二原案.監修;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710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4727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 暁雪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4734 境域的偉大祕法. 3: 紅蓮之王與幽明境君 繪戶太郎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741 軍武宅轉生魔法世界,靠現代武器開軍隊後宮!? 明鏡シスイ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4758 軍武宅轉生魔法世界,靠現代武器開軍隊後宮!? 明鏡シスイ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476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6時雨沢惠一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772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4789 瓦爾哈拉的晚餐. 4, 山豬與仿山豬的紙包料理 三鏡一敏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796 瓦爾哈拉的晚餐. 5: 龍與弒神的主菜 三鏡一敏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802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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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5644826 創神與喪神的召喚之戰 三田誠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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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5644840 在大國開外掛,輕鬆征服異世界!. 1: 當上冒牌皇 櫂末高彰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857 ※疼愛妹妹是編輯的第一要務。 弥生志郎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864 幻獸調查員 綾里惠史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871 異世界建國記 桜木桜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888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895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4901 GUNNERS槍械異戰 天王寺キツネ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4918 GUNNERS槍械異戰 天王寺キツネ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4925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4932 終將成為妳 仲谷鳰作; 鄭湘蓓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4949 書店裡的骷髏店員本田 本田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956 殺戮遊行SMOKIN' PARADE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杓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963 殺戮遊行SMOKIN' PARADE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杓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4970 同居不安定 タカダフミ子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987 星月燦爛偶像社 葉賀ユイ作; 紅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99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時雨沢惠一原作; たもりただぢ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007 為丑女獻上花束 作楽ロク作; 紅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014 與妳相依 敲響心扉的百合精選集 仲谷鳰等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021 少女騎士團物語 犬江しんすけ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038 大人的深夜食光 イチヒ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045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原作; か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5052 橫濱車站SF 柞刈湯葉原作; 新川權兵衛漫畫;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069 殺戮的天使Episode.0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076 絕不迷失在黑學姊與黑宅邸的陰闇中 饗庭淵原作; 黑龍眼漫畫;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083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5090 再會了,美好時光 茜田千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106 也許那就是愛情 波真田かもめ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113 也許那就是愛情 波真田かもめ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120 心情呼吸 四宮和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137 友情臨界點 吉田実加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144 嵌入指間的毒藥 芽玖いろは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151 悖德的祕愛課程 本間ぴるぱ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168 五月之花尚未綻放 佐倉リ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175 青春讚歌! 波真田かもめ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182 陪睡小綿羊 高崎ぼすこ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199 管他是 還是愛 アマミヤ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05 危險的 愛處方箋 いけがみ小5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12 兔子刑警的發情期! 佐崎いま, 高瀬ろく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229 與渣男的限期同居計畫 晴山日日子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36 三日月骨董店的招牌店貓 所ケメコ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43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250 橫濱車站SF 柞刈湯葉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67 淺草鬼妻日記. 三, 妖怪夫婦大鬧修學旅行 友麻碧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74 邪臨 澤村伊智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81 我們的16位元戰爭: 啦啦啦終末論. 2 sasakure.UK原案; 入間人間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298 吸血鬼作家的異搜事件簿 澤村御影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304 女孩的玩美休閒穿搭 Saeko的手繪時尚筆記 Awano Saeko作; 呂沛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11 滿滿都是正能量企鵝Koupen Chan るるてあRURUTEA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28 捲捲麵包貓 一起來玩躲喵喵! Komugiko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35 妖怪旅館營業中. 七, 決戰前夕的必勝料理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42 TOYOTA組織管理祕訣: 實踐高效能、高價值的OJT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作;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59 Peeta葛格體態改造與生酮攻略: 混合飲食、輕斷Peeta葛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66 高校英雄傳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73 淫龍婚姻譚: 蜜蘭盛開 鳥谷しず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380 廢柴勇者下剋上 藤川恵蔵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397 愛必勝女神! まほろ勇太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403 我的快轉 愛喜劇 樫本燕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410 交叉連結. 1: 與電腦神姬春風的互換身體完全遊久追遙希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427 老師的新娘是16歲的合法蘿莉? さくらいたろう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434 口是心非的冰室同學: 從好感度100％開始的毒舌広ノ祥人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441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製技能的極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458 田中: 年齡等於單身資歷的魔法師 ぶんころり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465 黑或白 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472 不厭其煩愛情告白 さちも作; 托帕石.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489 再會了,美好時光 茜田千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496 再會了,美好時光 茜田千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5502 KEI畫集: mikulife KEI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533 山本一家有夠怪 山本アットホーム漫畫;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540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序列爭戰(劇場版) 川原礫原作; IsII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557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虛空幻界 川原礫原作; 緋呂河とも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564 科學超電磁砲外傳Astral Buddy: 幽幻姊妹 鎌池和馬原作; 乃木康仁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571 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588 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595 強筋肉社長 Testosterone原作; たむらあやこ漫畫; 尊師K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601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618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625 煙花 岩井俊二原作; 楓月誠漫畫;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632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649 愛膠囊 茉崎ミユキ作; suwa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656 LoveLive!Sunshine!! 公野櫻子原作; おだまさる漫畫;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663 在拉麵店與你相 茉崎ミユキ作; A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670 午睡公主: 不為人知的故事 神山健治原作; 一花ハナ漫畫;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687 LoveLive! School idol diary 第二季. 3, μs的聖誕節公野櫻子原作; 柴崎しようじ漫畫;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694 哲學少女與詭辯少年 里好作; 鄭湘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5700 哲學少女與詭辯少年 里好作; 鄭湘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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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5645724 隔壁的吸血鬼美眉 甘党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5731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ユカ漫畫; 小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5748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貓芝居原作; 石神一威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5755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貓芝居原作; 石神一威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5762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5779 TYPE-MOON學園: 迷你同樂會! TYPE-MOON原作; 華々つぼみ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5786 小小魔法使響 麻枝准原作; 依澄れい漫畫;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5793 小小魔法使響 麻枝准原作; 依澄れい漫畫;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5809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45816 閃偶大叔與幼女前輩 岩沢藍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5823 幸會,食人鬼。 大澤めぐみ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830 精靈、比基尼與機關槍! 神野オキナ作; 簡秀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847 錢進戰國雄霸天下 Y.A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5854 廢柴以魔王之姿闖蕩異世界: 有時作弊一下的悠藍敦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5861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5, 魔眼之王與狂神なめこ印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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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575645885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嬌憐外出妹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892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10, 零的傭兵 虎走かける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645908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5915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5922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45939 天空之上的永恆約定 こがらし輪音作; 李逸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946 在倒數計時中與妳說再見 霧友正規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5953 法國女孩瑪德琳的下町生活好吃驚 由似文作; 黃姿瑋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5960 神祕鐘殺人事件 貴志祐介作; 葉韋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5977 從破壞開始的成功商業模式: 後發也能制人的大大前研一作;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5984 博多豚骨拉麵團 木崎ちあき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5991 提昇時尚感的 速法則!: 4步驟學會達人級穿搭Aya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004 我的可愛女兒: 在那些平凡無奇的生活中, 珍貴兵庫助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011 健康才有鹿用!. 2: 獨自生活抗癌中,重返工作崗 藤河るり作; 徐屹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6028 貓生好難. 2, 遺憾中的小確幸日常 Q-rais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035 京都: 新旅遊情報.主題自由玩 ウォーカー編集部作; 陳燕華, 陳韻婷, 張瑜庭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042 小說少女編號 渡航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6059 與佐伯同學同住一個屋簷下: I'll have Sherbet! 九曜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6066 迷幻魔域Ecstas Online. 3, 在成人模式與付費的夾久慈政宗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073 妖精新娘-前世與來世的青梅竹馬同時對我告白あさのハジメ作; 李君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080 魔王大人的究極饗宴: 大排長龍的魔王食堂 多宇部貞人作; 陳靖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097 Babel. 2: 劍之王與逐漸崩解的語言 古宮九時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103 Babel. 1: 異世界禁咒與翠綠少女 古宮九時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110 機甲狩龍幻想戰記 内田弘樹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6127 勇者無犬子 和ヶ原聡司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134 86-不存在的戰區. Ep.4, Under pressure 安里アサト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141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恵比須清司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6158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寿安清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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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5646172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6189 三千世界的英雄王. 3, 女帝與劍帝 壱日千次作; 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19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6202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8, summer time reloadじん(自然の敵P)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219 說謊的男孩與壞掉的女孩. 11, 入間人間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226 圖書迷宮 十字靜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233 魔王經紀人 黑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6240 綺麗青春 さちも作; 托帕石.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257 逝者x詩歌: Ballad Opera サマミヤア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264 逝者x詩歌: Ballad Opera サマミヤア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288 世界一初 :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6301 AI電子基因 山田胡瓜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6318 AI電子基因 山田胡瓜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6325 AI電子基因 山田胡瓜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6332 Fate/strange Fake 成田良悟, TYPE-MOON原作; 森井しづき漫畫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349 伊藤老師的校園寫生: 美術老師與學生們的微錯イトウハジメ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35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桐人的一千零一夜 川原礫原作; 黑毛和牛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363 偕雲前往北北西 入江亞季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370 偕雲前往北北西 入江亞季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387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 莊茲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394 吸血鬼學姊x可愛學妹 嵩乃朔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400 甘木唯子的角與愛 久野遥子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6417 為了扭轉沒落命運,邁向鍛冶工匠之路 CK原作; 石田彩漫畫; 蒼夢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42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開趴嘍! 暁なつめ原作; ずんだコロッケ漫畫; 芙菈格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431 少女與戰車: 戰車道小百科 少女與戰車劇場版製作委員會原作; 葉来緑作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448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原作; たかの雅治漫畫;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6455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原作; たかの雅治漫畫;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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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5646479 通心變變變 川田大智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486 通心變變變 川田大智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493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6516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蝉川夏哉原作; 林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6523 非洲的動物上班族 ガム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6530 三顆星彩色冒險 力シヲ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6547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6554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一方通行 鎌池和馬原作; 山路新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6615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一方通行 鎌池和馬原作; 山路新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656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6578 TIGER&BUNNY四格短篇 Sunrise原作; 白石琴似漫畫;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6585 TIGER&BUNNY Sunrise原作; 榊原瑞紀漫畫; 思若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6592 TIGER&BUNNY Sunrise原作; 榊原瑞紀漫畫; 思若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6608 草莓棉花糖 ばらスイ一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6684 房仲菜鳥的凶宅事件簿 竹村優希作; 季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6691 看圖學收納: 整潔哥與邋遢妹的快速收納養成班長浜のり子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402 觀行天下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816 客家竹枝詞創作一百首 謝賜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550 琳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王之敏等合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6766 世界盃50巨星 傑拉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41 東京名店La Maison的法式水果塔: 盡享四季甜蜜La Maison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15 銀河騎士傳 貳瓶勉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57077 大阪超導覽. 2018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蕭雲菁,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169 間諜之家 真刈信二原作; 雨松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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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57183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57190 雷鳴與雙子星 猫野まりこ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206 愛的飛行記號 むないた漫畫; 陳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213 學生奶爸情人. 擔心受怕篇 御景椿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220 主人與獸耳少女梅露 伊藤ハチ原作; Hikari TO kage, 呂寧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周易養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88

送存冊數共計：208

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9789864757237 幸腹塗鴉 川井マコト漫畫;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7244 我要將你納入手中 くれの又秋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268 你的吻有謊言的味道 サガミワ力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7275 今天開始玩攝影!專為新手打造的數位單眼教室小石有華著; 鈴木知子監修;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282 非合法地下樂園 西塚em著; 王怡山譯 初版一刷平裝 1

9789864757299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夜汽車 夜汽車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305 超漫遊 四國 TAC出版編輯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312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7329 ORIGIN原型機 Boichi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7336 朝日奈怜一郎總是很憂鬱 嶋二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343 微笑的羊與哭泣的狼 不破慎理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350 我會永遠照顧你! 椎名秋乃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367 銀河騎士傳 貳瓶勉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57374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757381 屍者帝國 伊藤計畫X円城塔, Project Itoh原作; 樋野友行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757404 調情系 人 天咲吉実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7411 Life線上的我們 常倉三矢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428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757435 百年經典: 英國餐桌上的家庭點心58道 安田真理子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442 教出即戰力!80個主管必學的帶人技巧 佐佐木惠著; 鐘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459 卸妝也不怕!打造正素顏的美肌圖鑑 かずのすけ著; 童小芳譯 平裝 1

9789864757466 大人限定.美味烘焙甜點: 活用酒類、香辛料、香荻田尚子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473 為什麼你總是在忙著善後?: 風險管理專家親授 林原昭作; 王美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480 貓咪的斯巴達清潔.整理教室 卵山玉子著; 伊藤勇司監修;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497 擁抱火輪的少女. 3, 兩個太陽 七沢またり作; ASATO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03 勇敢懷疑: 至今深信並習以為常的,未必是唯一解長谷川雅彬著; 鍾佳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10 超漫遊 福岡: 太宰府.門司.柳川.唐津 TAC出版編輯部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27 圖解馬拉松入門: 60個馬拉松跑者不可不知的跑みやすのんき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34 我們都曾在愛裡受傷,但沒關係慢慢地總會好 卓苡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41 世界盃足球史 傑拉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58 清新風格 花草植物刺繡圖案集 淺賀菜緒子作;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65 我的科學實務課: 運用配線、接電、焊錫完成1 伊藤尚未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72 LiEat: 以謊言為食之龍與忘卻色的歌姬 △○□×(みわしいば)作; ASATO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589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757596 超漫遊河口湖.山中湖 富士山 TAC出版編輯部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02 餐飲空間設計全書 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19 日本名店「銀座久兵衛」的壽司技法全書 今田洋輔著; 安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7626 員工不廢,只是管得不對: 突破團隊極限的行為科榎本Atsushi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33 旅法甜點專家的手作甜塔: 不用醒麵x免入模x1種田中博子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40 RIZAP專業打造2週究極低醣減重食譜 RIZAP監修;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57 高敏感的你可以當好人,但不要受制於人: 人氣心根本裕幸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64 共感力: 強團隊管理法 中田仁之著; 王媗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71 馬芬與比司吉: 運用天然食材做出美味的15種特おおつぼほまれ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88 東大生搶破頭都要修的「思考力」教室: 打破天宮澤正憲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695 圖解水族箱造景: 從選擇熱帶魚.水草開始,打造 千田義洋監修; 胡文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701 Risky Game: 危險遊戲 黒うさP, WhiteFlame原作; ヤマイ作; 猫ノ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718 ARAMITAMA荒魂 ゴツボ×リュウ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7725 姬川的懶人飯 二階堂幸原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7732 公關技院. II 室積光原作; 豬熊忍漫畫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7749 十二支色 草子 待緒イサミ原著;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7756 笨拙的沉默 情 高永ひなこ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7763 笨拙的沉默 情 高永ひなこ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7770 預約星期五 かみしまあきら原作;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787 激烈瘋狂的愛我: 森田的妄想檔案 東野裕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794 我的寶貝,好期待與你相見: 準媽媽的45個願望清韓真善著; 馬毓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7800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57817 Sleeping bug 京山あつき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824 追你追你愛上你 ほむらじいこ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831 迷 上你的異香 ぴい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848 與光相逢: 好的關心就是互不打擾 蔡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855 鳥葬巴別塔 二宮志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7862 幸福燒菓子: 日本人氣料理家的珍愛食譜41款 坂田阿希子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879 倉鼠完全飼養手冊: 快來認識你的小夥伴! 大野瑞絵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886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757893 咖啡拉花技術大全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09 四季都能欣賞的迷你盆栽: 捧在手心中的小巧自橋口リカ作; 元子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16 用植物油、優格、鮮奶油製作的常備小點心: 香吉川文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23 經營的王道: 不受時代影響,企業唯一的永續生存新將命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30 美麗由內而外復甦: 輕熟女逆齡美容聖經 吉木伸子, 中村格子, 田村真奈作;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47 幸運繩帶編織112款: 學會基本技巧就能變化出無日本VOGUE社編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54 尋味.京都美食指南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61 從眼睛到味蕾都滿足!視覺系創意和菓子34款 諸星みどり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78 擺脫憤怒系人格的情緒管理: 解放90%的心理痛水島廣子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985 那些慾望城市教我的事: 愛自己,少了他的愛也不郡俏哲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005 ARAMITAMA荒魂 ゴツボxリュウジ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8029 宿舍長是料理高手 吉村佳原作; Hikari TO Kage, 呂寧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8036 攻陷佐渡男子的方法 ヤマヲミ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043 S.O.S? 鹽或砂糖? 未散ソノオ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050 滋潤同人作家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074 勇者,或被稱為怪物的少女 七沢またり作; ASATO翻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58104 基本粒子物理超入門: 一本讀懂諾貝爾獎的世界多田將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128 ORIGIN原型機 Boichi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8135 銀河騎士傳 貳瓶勉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58159 我弟弟初次的請求 つむみ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166 發情獸的調教方法 上川きち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173 這個 愛案件成立嗎 リオナ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197 任誰都能上手的創意和菓子: 好想拍照上傳! 川嶋紀子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234 提高免疫力x美容抗氧化力x補充微量元素 花草エンハーブ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241 職人嚴選手作皮革小物58款: 初學者也能輕鬆上越膳夕香著;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265 當主管哪有這麼累: 掌握團隊真實需求,輕鬆管理中村一浩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289 Google AdSense專家教你靠廣告點擊率輕鬆賺: Y石田健介, 河井大志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333 星期一的朋友 阿部共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8340 對你動了情 たなと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357 隔壁的色哥哥長得很像我的 萌角色 猫葉栞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388 ARAMITAMA荒魂 ゴツボxリュウジ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8401 十二支色 草子 待緒イサミ原著;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8456 時尚法式甜點: 步驟 詳盡,一次網羅35家熱門店café-sweets編輯部編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463 自己做 安心!風味清爽、口感鬆軟的麵包 白崎裕子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470 都是溝通不良惹的禍!給主管的「觀察」x「提問武神健之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487 夜訪日本神社寺院: 伴著星月,體驗夜間參拜的莊G.B.株式會社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500 暢所欲言!押井守漫談吉卜力祕辛 押井守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555 解放員工90%潛力的1對1溝通術: 來自日本雅虎本間浩輔著; 鄭玟羚,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8579 數位時代的行銷改革: 打造獨特品牌、建立暢銷西井敏恭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9179 經濟學: 探索生活經濟的新世界 謝振環著 3版 平裝 1

9789574839186 Coding Math: 寫MATLAB程式解數學 汪群超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407 微積分 余長義等著 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3

送存冊數共計：114

臺灣東華



9789574839414 當代餐飲經營與管理 孫路弘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421 Learning English in the real world 謝竺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9544 中級會計學(IFRS版) 徐惠慈著 5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9575 iLAB FPGA數位系統設計、模擬測試與硬體除錯陳雲潮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582 R軟體: 應用統計方法 陳景祥著 2版 其他 1

9789574839599 中級會計學 徐惠慈著 4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3754 台灣社會企業發展 回顧與展望. 2017 胡哲生等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3881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y, editor David 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7369 墨香書芬: 黃圻文文化美學題書特集 黃圻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708 古文字當代名家書畫冊. 2018 林菘義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629 玩遊戲,瘋設計: 澳洲精選13個經典遊戲場案例 李怡貞作 平裝 1

9789869508636 建築技術資訊. 第四輯 黃長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309 原運三十年: 回顧與前瞻 施正鋒, 邱凱莉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2309 原運三十年: 回顧與前瞻 施正鋒, 邱凱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5641 在家律學概說 五戒表解暨講要合刊 懺公上人表解; 果清律師主講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41 在家律學概說 五戒表解暨講要合刊 懺公上人表解; 果清律師主講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96 梵網經菩薩戒本述義 道海律師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3101 四分律名義標釋 (清)弘贊律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3118 毘尼作持要錄 安居自恣儀軌合刊 慈舟律師輯錄, 正覺精舍律學研討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3125 隨機羯磨淺釋講記 道海法師講述; 妙因法師淺釋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428 TJDMA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成果展. 2017第二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埔里獅子山正覺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音.悅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國古文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知識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7621 古倫巴幼兒園 西內南文; 堀內誠一圖; 陳蕙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683 上學去!小學生的生活和安全圖鑑 WILL兒童智育研究所編著;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690 星際大百科: 火箭與太空船 路易.史托威爾文; 蓋布瑞爾.安東尼尼圖; 李欣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706 人體大百科 米娜.雷西文; 彼德.艾倫圖; 李欣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751 我也會!小學生的物品使用圖鑑 WILL兒童智育研究所編.著;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782 一看就懂的單位圖鑑 丸山一彥監修; 荒賀賢二專欄插畫; 卓惠娟翻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1404 婆媳學問大: 黃越綏解答世代婆媳問題 黃越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10 心醉波爾多: 「波爾多的歷史學家」安東尼.勒貝安東尼.勒貝格(Antoine Lebegue)著; 莊媁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27 劉備傳 張作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531558 社群.王朝: 明代國家與社會 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著; 廖彥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65 性、高跟鞋與吳爾芙: 一部女性主義論戰史 施舜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72 養蜂人吻了我: 世界情詩選 陳黎, 張芬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96 她來了: 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柯惠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619 發明小說的人: 塞萬提斯和他的堂吉訶德 威廉.埃金頓(William Egginton)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626 人渣干政: 人渣文本帶你前進臺灣政壇第一線,坐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640 陌生的鄰居: 韓國 楊智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657 優雅的告別: 現代醫療對我們是恩惠還是折磨? 肯.修曼(Ken Hillman)著;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89 孫權傳 張作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531664 從神話到歷史: 神話時代與夏王朝 宮本一夫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671 辛老師的私房美學課 辛意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688 自己的歷史課: 嚴耕望的治史三書 嚴耕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695 祥子的微笑 崔恩榮著; 杜彥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01 10個月從五十音直接通過日檢1級: 裘莉的日語神神奇裘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18 朝貢貿易與仗劍商: 全球經濟視角下的明清外貿駱昭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25 本宮: 這些后妃不簡單.細說宮廷 張志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32 一茶三百句: 小林一茶經典俳句選 小林一茶作; 陳黎, 張芬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49 戰國重金屬之歌: 漢字與文物的故事 許進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56 一隻狼在放哨: 阿巴斯詩集 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著; 黃燦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63 法式料理聖經. II: 經典的延續帶領我們走入全新茱莉雅.柴爾德(Julia Child), 西蒙娜.貝克(Simo初版 精裝 1

9789570531770 寡人: 這些帝王有個性.細說宮廷 張志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787 韓非子今註今譯 中華文化總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編; 邵增樺註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531794 黃君璧: 白雲堂畫論畫法 黃君璧繪述; 劉墉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3410 彰化中會益山老會10週年紀念特刊 陳信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225 台灣建國神學: 從聖經脈絡中看到上帝的呼召建羅光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659 各國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權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4659 各國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權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4666 蓬勃發展的馬來西亞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臺灣基督長老彰化中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商務



9789869394673 小國大戰略: 蕞爾武力走向國際大舞台 吳東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512 台海藝蹤 馮儀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2913 腦中風100問 台灣腦中風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6848 訓練學 張嘉澤作 第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656 台灣曆書擇日學 羅山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67663 台灣羅氏易經註解. 107 羅山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946 電子構裝與銅表面處理技術 何政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953 生產管理經驗實錄. 2018 徐永道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3011 Master In TEBA品牌現場: 看見堅持的力量 蔡惠卿, 李雄慶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3802 這樣裝潢，空間2倍大！：小坪數「高效改造」金霞娜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819 1天1分鐘！增肌減脂在家健身 高稻達彌作; 藍健瑋譯 平裝 1

9789861303840 1張圖解決！問題背後的問題：一流企業都在用澤渡海音著 平裝 1

9789861303857 Anna甜蜜裱花：從杯子蛋糕開始學韓式豆沙擠 楊茵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864 奧地利寶盒的家庭烘焙：讓我留在你的廚房裡 傅寶玉著 平裝 1

9789861303871 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圖解個人所得、 鄭惠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888 完全解構！精品級甜點：從入門到進階！餅乾 金洙璟著; 張雅眉 , 彭翊鈞,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895 80%求穩、20%求飆，低風險的財富法則 顏菁羚, 鄭傳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901 美股買賣初學指引：從生活中天天看得見的「 蘇百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918 找到7%的定存 郭俊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925 第一本從基底開始做!手調飲料BOOK: 自製果醬申頌爾作; 譚妮如譯 平裝 1

9789861303932 神查帳 ：資深會計師教你看穿財報盈虧真相，鄧治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949 步驟拆解!從零開始學人物素描: 基本技法X局部金龍一作 平裝 1

9789861303956 美股研究室：用19年大數據，精準分析60種選股葉怡成, 吳盛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963 小吳醫生首度公開！知識變現金網路X經營術 吳佳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精品品牌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腦中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運動能力診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畫院(臺北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6144 橡膠工業製品技術: 工業用橡膠製品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461 台灣聲學學會107年會員大會暨第三十一屆學術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249 十善業道經演義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奉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256 人無我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263 改造命運的竅訣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270 印光大師文鈔選講 印光大師著;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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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6712 超人氣說話術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736 林肯傳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743 卡耐基傳 林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750 世界 偉大的推銷員 奧格.曼丁諾著; 何睿平翻譯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626767 不讀拿破崙.希爾,你還想成功 拿破崙.希爾, 克里曼特.斯通合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626774 只要懂得方法,你也會變有錢人 趙安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798 滾雪球高手: 巴菲特創造財富的祕密 張大羽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532 蔡上機招財開運天書. 2019 蔡上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501 好日子: 用愛打開每一天: 為愛寫詩、為愛作畫 余光中等著; 劉兆媛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3518 甜蜜的冒險: 與「糖」同行-全齡T1糖友的內在探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783 無所不能百變蛋料理: 絕對吃不膩的百變食譜!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934 一日6分鐘產後瑜珈 : 骨盆x腹部x肩胛骨,3部位纖克爾亞樹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891 坪陽再生人: 中國侗族100個轉世投胎案例實訪記李常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907 用心: 一個鄉下貧窮孩子的奮鬥故事 林進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914 好好做父親 孫雲曉, 李文道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0428 眾樂之境界: 藝術社會學導論 閻嘯平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養正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蔡上機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聲學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630 每天做の舒活瑜伽: 柔軟身心的自學練習 サントーシマ香[作]; 高尾美穂醫學監修; 廖紫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647 糀の味: 米麴好食料理 かわなべみゆき作;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4908 Tello EDU APP光速上手 洪雅慧, 呂聰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520 筆尖藝遊: 顧兆仁速寫作品集 顧兆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692 塗鴉心世界 康耀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600 疾美學: 緩解重症肌無力的療癒之旅 緩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617 少年f臉書奇遇記: 一位失意少年的校園翻轉學習康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624 每日一句正能量: 給自己每天一次心的練習 陳辭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631 微積分究竟在說甚麼? 張之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648 閱讀力 聶震寧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8877 風濤之愛 汪啟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891 護眷心 永築夢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國軍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914 一脈相傳 我國航空工業發展史(附錄) 李適彰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921 一脈相傳: 我國航空工業發展史 李適彰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938 Samson的HR日記:讓你成為高度競爭力的人力資李嵩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945 孫子兵法解析企業競爭案例 李建中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952 道藏首年 仙佛釋意: 道德經 王堡麗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969 道藏首年 仙佛釋意: 道德經 王堡麗編寫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976 天才中的天才萃智法 李鐘仁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983 我只是試了一次而已: 改變命運「試一次」的力金閔泰作;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990 暗香疏影 葉慧珊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3920 東京近郊攻略完全制霸. 2018 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37 歐洲鐵道旅行: 善用火車票完美稱霸全歐洲 王偉安,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44 希臘 李欣怡,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51 俄羅斯 朱月華,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68 跟著IG網紅玩台灣美拍瘋玩好吃全攻略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75 東京迪士尼樂園&海洋親子遊完全攻略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研究會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82 北海道: 札幌函館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99 德國 蒙金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002 克羅埃西亞 斯洛維尼亞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019 古巴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緯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銳志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養沛文化館



9789862894026 大首爾攻略完全制霸. 2018-2019 黃雨柔, 柯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033 大西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040 新加坡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057 土耳其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064 捷克 波蘭 斯洛伐克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088 九州攻略完全制霸. 2018-2019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01 台中2天1夜這樣玩 喜歡: 200個必拍景點X12條紀廷儒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18 曼谷清邁攻略完全制霸. 2018-2019 黃浩雲, 黃紹婷,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32 摩洛哥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49 京都公車旅行: 600日幣玩遍京都!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63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8 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70 新手出發!走進台灣步道小旅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87 越南.柬埔寨.緬甸.寮國 王偉安,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194 多裂肌脊椎保健運動: 36招遠離深沉而不斷復發楊琦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200 冰島 陳蓓蕾,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217 阿拉斯加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224 宜蘭2天1夜這樣玩 喜歡: 200個必拍景點X12條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950 大家的救急旅遊醫療 何清幼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825 Maxima在微積分上的應用. 基礎篇 施俊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6832 邊界因子vs碎形圖形 羅大欽, 謝良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716 人生覺旅: 重生 蔡翠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7723 問題解決導向管理個案: 台灣越南個案專刊 蔡翠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7730 大學的社會責任: 傳統市場的蛻變 蔡翠旭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7754 企業架構與資訊科技研討會論文集摘要暨大會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學院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683 Java遊戲程式設計 張宏淵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676 水域活動體驗: 溪流活動 陳鴻仁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800 我親愛的朋友fear 蜜拉.李.帕托(Meera Lee Patel)作; 林鈺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817 韓式家常便當: 118款韓食主菜x湯品x醬料x醃漬盧愛利作; 楊雅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思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休運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54

樂知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274 玻璃瓶中的植物星球: 以苔蘚.空氣鳳梨.多肉.觀BOUTIQUE-SHA編著; 連淑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81 切花保鮮術: 讓鮮花壽命更持久&外觀更美好的市村一雄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98 法式花藝設計配色課 古賀朝子著;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809 多肉小宇宙: 多肉植物の生活提案 TOKIIRO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816 花圈設計的創意發想＆製作: 150款鮮花×乾燥花florist編輯部編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881 巴黎 艾力克.菲耶(Eric Faye)作;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773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 劉紹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780 征服自然: 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大衛.布拉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著; 胡宗香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797 跳舞的熊 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著; 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977 Exploring phonics chief editor Alice Lai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24984 Exploring phonics chief editor Alice Lai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24991 Exploring phonics chief editor Alice Lai 1st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606400 Exploring phonics editor Alice Lai, Lan Crews, Tim Heebner 1st ed.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753 Story Painter: 周雋老師學生作品集: 高師大英語 周雋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6758 家庭常用中藥彩色圖鑑 張國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89 醋不只是調味品,它也可以治病養生 康永政, 康旭東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826 情商高就是說話做事讓人舒服 克里.摩斯(Kelly Morth)原著; 譚春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833 一用就靈的中老年疾病小偏方 土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840 讓您在家就可以輕鬆調養的中藥方 趙國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857 開啟一扇靈動之窗,讓我們一次次感動的故事 陳書凱編著 其他 1

9789865756864 美麗與自信: 改變女人一生的14條魅力守則 關琦著 其他 1

9789865756871 世界大師的沉思: 給人類 自然的靈性 陳書凱編著 其他 1

9789865756888 成功可以從改變自己的習慣開始 陳書凱編著 其他 1

9789865756895 快速又有效的女人疾病小偏方 土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901 醋療的日常治病與養生秘笈 康永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925 脫俗的氣質能成就女人的永恆之美 李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6932 想清楚,再出發: 克服人性弱點 鄭志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6956 美麗可以改變, 氣質可以修煉 李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6963 影響一生 有意義的44句話 李育達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212 我的沮喪與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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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慕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樂拼英文教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標竿出版社



9789866034978 大頭踏出勇敢的第一步 姚詠中文; 謝侑希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4985 大頭長大了! 姚詠中文; 謝侑希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4992 大頭 棒的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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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5256 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 梅天穆(Timonthy May)著; 馬曉林, 求芝蓉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831 時輪瑜珈 更格倫慕連著; 丹增卓津漢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800 誰與話清涼 孫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203 金剛經要解 廖榮尉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625210 了凡四訓要解 廖榮尉編著 四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033 太陽之子 古英勇 古英勇口述; 宋芳綺執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480 母親之歌: 釋論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Khenpo Tsultrim Gyamts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931 臺灣老虎郵:百年前台灣民主國發行郵票的故事李明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834 樂之森林. 2, 初學現代鋼琴家 丹尼斯.余爾門(Dennis Thurmond)著; 李宗霖翻初版 平裝 2

9789865986865 活動手冊. 2: 彈奏-樂趣-資訊搭配鋼琴教本鋼琴漢斯-剛特.霍伊曼(Hans-Gunter Heumann)作; V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6872 鋼琴小子. 2: 為兒童設計的一本活潑又有趣的鋼漢斯-剛特.霍伊曼(Hans-Gunter Heu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5297 嘿,外星人你在聽嗎? 程遠(Jacky Cheng)文; 沈奕伶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655 威利在哪裡?: 神秘探黑行動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劉嘉路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693 小豬乖乖: 乖乖慢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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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95815 五味屋的生活練習曲 顧瑜君, 張瀞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樂學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謙讓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蓮臺山人文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盤逸



9789579095877 20個STEAM新視野: 臺南創新教學典範 林媛玉等採訪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891 溫美玉社會趴 溫美玉, 王智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124 逃難者 艾倫.葛拉茨(Alan Gratz)文; 郭恩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131 都是我的 張輝誠作; 李小逸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148 陪爸爸上班 張輝誠作; 黃祈嘉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155 第十一根手指 張輝誠作; 楊念蓁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162 平面星大冒險 王文華, 賴以威文; 黃哲宏,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179 挑戰拼圖披薩 王文華, 賴以威文; 黃哲宏,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186 與眾不同鏡子星 王文華, 賴以威文; 黃哲宏,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193 鳳凰露露的祕密 王文華, 賴以威文; 黃哲宏,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308 快一點慢一點 張輝誠文; 許匡匡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315 小刺蝟愛生氣 張輝誠文; WaHa Huang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353 晨讀10分鐘: 成語故事集 李宗蓓著; 蘇力卡繪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030360 晨讀10分鐘: 成語故事集 李宗蓓著; 蘇力卡繪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030391 星星碼頭 張曼娟文; 陳狐狸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407 麒麟湯 張維中文; 南君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414 碳酸男孩 孫梓評文; 阿力金吉兒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537 我的第一套生命科學繪本. 1: 生命從哪裡來? 細谷亮太監修; 岡田惠子繪; 黃郁婷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544 我的第一套生命科學繪本. 2: 生命為何結束? 細谷亮太監修; 岡田惠子繪; 黃郁婷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551 我的第一套生命科學繪本. 3: 生命很寶貴嗎? 細谷亮太監修; 岡田惠子繪; 黃郁婷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667 獵書遊戲: 逃出惡魔島 珍妮佛.夏伯里斯.貝特曼(Jennifer Chambliss B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674 達克比辦案. 6: 暴龍遇到雞: 動物的祖先與演化 胡妙芬文; 彭永成, 柯智元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1237 檸檬水戰爭5: 魔術陷阱 賈桂林.戴維斯(Jacqueline Davies)文; 陳彥伶圖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1244 消失的新年鐘 賈桂林.戴維斯(Jacqueline Davies)文; 陳彥伶圖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285 吳恩文零失敗料理 吳恩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292 豪華焗烤&百變濃湯 柳瀨真澄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308 馬卡龍職人特選配方製作全集 任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315 造型饅頭 許毓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322 抗癌飲食法 卡洛琳安德烈, 克蘿伊威斯利著; 彭小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339 上海媳婦的家常和宴客菜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1343 改變歷史的50種醫藥 吉爾.保羅(Gill Paul)著; 崔宏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59 菇的呼風喚雨史: 從餐桌、工廠、實驗室、戰場顧曉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66 陳永信世界麵包冠軍技法: 傳統法國、天然酵母陳永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73 陳永信世界麵包冠軍技法: 傳統法國、天然酵母陳永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527 雜誌設計學: 風格定位、創作編輯、印刷加工、安荷拉.露易絲(Angharad Lewis)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534 時光寫生: 手繪0.65世紀臺灣庶民日常 呂游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541 料理的創新與思維: 蔬菜 柴田日本料理鑽研會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558 料理的創新與思維: 海鮮 柴田日本料理鑽研會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206 彩墨乾坤: 林祝玉(淳媚)水墨畫集 林祝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靜心軒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橘子文化



9789864521203 危險!別跑 王美慧文; 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425 危險!別玩 王美慧文; 黃雄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432 危險!別怕 王美慧文; 漢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449 藏在地圖裡的成語 斯塔熊文化編; 積木童畫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21456 藏在地圖裡的成語 斯塔熊文化編; 積木童畫繪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21463 藏在地圖裡的成語 斯塔熊文化編; 積木童畫繪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521470 藏在地圖裡的成語 斯塔熊文化編; 積木童畫繪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521487 我走進了名畫裡 鞠晨作; 三羊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494 兵馬俑的祕密 陳偉作; 三羊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500 一步一步學閱讀 賴慶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843 冤枉啊!大人!: 從現代法學看<>與<> 李錫棟, 鄒濬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1874 在歐洲呼喚全世界: 三十位歐華作家的生命記事高關中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632 妙妙貓遊戲國. B 曾淑杏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791 為什麼總是買到賠錢股?從「行為投資學」解析詹姆斯.蒙蒂爾(James Montier)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400 舉債致富: 華爾街頂尖財務顧問教你顛覆傳統的湯姆.安德森(Tomas J. Anderson)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417 計量價值的勝率: 結合愛德華素普計量交易與巴韋斯利.格雷(Wesley R. Gray), 杜白.卡萊爾(To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9506 卜卦新手的秘訓基地 幸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372 無止境的殺人 宮部美幸作; 王華懋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0389 少女音樂盒 北山猛邦著; Rapp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206 Fish Story: 龐克救地球 伊坂幸太郎著; 阿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95213 星期五的書店 名取佐和子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0790 水晶宮主人 楊采潔作; 林傳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806 黑精靈與白精靈 花小瓜作; 嚴凱信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287 地藏菩薩本願經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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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02925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0293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龍羽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0

獨立作家



9789578502949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02956 地藏菩薩本院經(上中下合訂本)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02963 佛說無量壽經 (曹魏)三藏法師康僧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02970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02987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02994 維摩詰所說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528 法は水の如し: 慈悲三昧水懺講記 . 上編 釋證厳講述 其他 1

9789869630573 法音清流. II: 合唱曲集 釋德慇, 宋茂生策劃 平裝 1

9789869630580 溫暖滿人間: 慈濟歌精選曲譜《合唱譜》 釋德慇, 陳安娜, 林幸惠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131 餐飲設備 涂政邦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714 唐 顏真卿 爭座位文稿 蔡明讚修復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106 左傳思想探微 張端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3113 海峰詩集 劉大魁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3120 梅園雜著 戴君仁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533 《三命通會》釋例 廖平喜, 廖珮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731 手作法式千層蛋糕 鄭清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48 維也納風味菓子麵包書 李志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55 經典手作在地糕點的經典美味 林宥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62 超人氣創意造型麵包 陳國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806 跨時空的父子對話: 蘇景炫七十億先父蘇甲竹雕蘇景炫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6885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8 高文媛等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靜軒書藝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澳登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龍泰生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翰英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223 北管歌歌北管 蘇鈺淨, 呂鈺秀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974 下酒食.微醺時: 今天的下酒菜是什麼?100道有品池銀暻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981 明天也要和貓一起 趙晟恩著; 紀仲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998 韓國職場為何那樣!?: 成為首爾上班族不輕鬆,苦鄭E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1501 阿蘇卡的日本祕境再發現 阿蘇卡 平裝 1

9789869701518 玩出孩子大能力: 2-9歲五感潛能開發遊戲書,吸 金姝延作; 魏汝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1518 玩出孩子大能力: 2-9歲五感潛能開發遊戲書,吸 金姝延作; 魏汝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1525 一收到位!專業團隊的3步驟收納術: 收出待客、韌與柔生活團隊作 平裝 1

9789869701532 一個人的環遊世界遊戲書: 出發到世界35個城市紅色鯨魚, 朴貞雅著;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318 台灣音教界達翁: 陳賢東老師八十回憶錄 陳賢東筆述; 邱靖雄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325 《競》我就是我,將 華麗轉身 林渝宸口述; 邱靖雄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715 寄情湖畔的情與思: 樹德科技大學文藝創作獎得黃文樹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81 十六季: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107級畢業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648 蓮師心要修持: 障礙遍除 蓮花生大士著; 趙雨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686 心靈花園 : 祝福 療癒 能量 七十二幅滋養靈性的費絲.諾頓(Faith Nolton)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693 三句擊要: 以三句口訣直指大圓滿見地、觀修與大遍智龍欽巴尊者著; 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講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709 我還記得前世: 我兩歲,我有天生棒球魂: 來自洋凱西.伯德(Cathy Byrd)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716 寇斯的修行故事 莉迪.布格(LidyBügel)著; 趙雨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723 全然接受這樣的我: 18個放下憂慮的禪修練習 塔拉.布萊克(Tara Brach)著; 江涵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730 我走過一趟地獄 山姆.博秋茲(Samuel Bercholz)作; 貝瑪.南卓.泰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754 如果用心去愛,必然經歷悲傷 喬安.凱恰托蕊(Joanne Caccitore)著; 袁筱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554 Sight words繪本精選: Don't be afraid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561 Sight words繪本精選: Abby's new sister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578 Sight words繪本精選: I love my grandparents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585 Sight words繪本精選: Thank you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592 Sight words繪本精選: Cora be careful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0608 Sight words繪本精選: Otto the Bully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學齡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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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德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橋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通識教育學院

貓貍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橙實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955 父母離婚對於子女學習成就之影響 王枝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62 醫院組織屬性對志願工作者影響之研究: 以宗教蔡長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79 善終與送終: 從儒家喪禮思想探究可行的進路 李慧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86 易筋經與健康生命 廖俊裕, 林恩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10 流動.變異: 傳統戲曲之文化演繹 柯香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5840 勞動法隨觀 蔡信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5864 工程契約理論與實務: 兼論政府採購法 謝哲勝, 李金松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675871 永續消費與消費公民權 廖世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5888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丙級術科實作精解 劉南明, 江可達, 江俊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000 布農族的大山大樹: Tahai Ispalalavi布農族文化傳洪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092 荒漠甘泉 考門夫人(Charles E. Cowman)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498 上帝作的,怎麼作?: 創造、科學與基督教徒信心Robert B. Fischer著; 吳文秋譯 1版 平裝 1

9789575568504 說話有夠神: 聖經教我的幸福說話術 施以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535 我-約翰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542 我-約翰(簡體字版)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559 恩典以法大: 百歲東元阿嬤林偕明穱的生命活力林偕明穱口述; 尹可名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054 兒童史詩哈農 陳俊宇, 孟少康, 郭成飛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16061 鋼琴書. 和弦編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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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6019 好男人病毒: 解除好人毒素脫離單身苦海(簡體字江健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1608 島居 謝昭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407 日出三角湧 王湘琦作 平裝 1

9789863232414 舟而復始 趙乾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421 紅塵五注 平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438 看見你的眼裡有蜂蜜 卓純華作 平裝 1

9789863232445 給留學生的韓語詞組學習辭典 金聖愛, 周至善著; 曾晏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452 愛情女人 平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469 巫婆の七味湯 平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476 我年輕的 人 陳義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483 女人權力 平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506 撕書人 伍軒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513 未來,一直來一直來 林正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520 人物速寫 林文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537 另一種生活 章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544 黑色鑲金: 羅智成詩集 羅智成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568 黑色鑲金: 羅智成詩集 羅智成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3232551 脫北者,男同志 張英進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575 保密到家 段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五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爵士大師音樂教育

翰蘆圖書



9789863232582 中間的孩子們 溫又柔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599 酒的遠方 林文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605 茱萸集 汪曾祺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232612 西風獨自涼: 清初詞人納蘭 樸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629 松鼠的記憶 楊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636 倫理學 羅傑-坡爾.德洛瓦(Roger-Pol Droit)著; 陳太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643 泥炭紀 羅智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650 王善壽與牛進 黃春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667 茱萸集 汪曾祺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3232674 真文法 許皓, 蕭志億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5342 微霞與桑榆: 陳亮恭醫師的世紀思索 陳亮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999 江郎不才盡 妙筆寫出文字花: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第十一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優勝同學等作; 聯合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621 課本裡學不到的英文 陳智華編輯.集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443 走跳嗡嗡嗡: 豐原.翁仔社: 歷史與文化導覽 謝永茂, 林欣寧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4300 講義式個體經濟學 郭鐘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931 連怪獸也要刷牙 潔西卡.馬丁奈羅(Jessica Martinello)文; 葛雷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780 末日之火. 上: 彌勒聖道行. 四十七部曲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9789866752797 末日之火. 下: 彌勒聖道行. 四十八部曲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9789866752803 宇宙神通之眼 彌勒皇佛作; 決賢神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452 自我覺察: 朝向內在快樂的過程 許添盛口述; 張郁琦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469 早期課 Jane Roberts著; 梁瑞安譯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9595476 愛自己的7堂必修課: 「真正做自己」的內在生 張鴻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595483 人生的幸福清單 許添盛主講; 齊世芳執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新聞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聯合報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公司



9789869595490 愛他,就讓他做自己: LOVE症候群身心靈無痛治張鴻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13009 一起來玩工作坊: 賽斯思想操作手冊 王怡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50642 敘愛: 雖然無法給予他們完整的救助,但我們給予何日生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33 井上老師的生活日語行動教室: 初級 井上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970 靜農佚文集 臺靜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540 胡適日記全集 胡適著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51601 小小猴私家偵探 David Serlin著; Brian Selznick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618 大英暗黑料理大全: 烤孔雀、活蛙派、煎腦渣,和Peter Ross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632 當經濟遇上法律: 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 邱澎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649 百年降生: 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 李時雍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51656 宋代驛站制度 趙效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1700 字遊字在的語文課: 和孩子玩文字遊戲 林彥佑著; 黃淑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717 錦灰 盛可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724 <>完全使用手冊: 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萬毓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731 潘金蓮的餃子: 穿越<>體會人欲本色,究竟美食底李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748 幼醫與幼蒙: 近世中國社會的緜延之道 熊秉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755 大破壞: Facebook、Google、Amazon制霸,如何引Jonathan Taplin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762 上學去 莊世榮著; 許育榮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779 放學後 陳玉金著; 曹益欣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786 放假了 曹銘宗著; 楊麗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793 當代社會中的理性 Charles Taylor著; 蔣馥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809 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Jean-Luc Domenach著; 何啟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823 視覺、性別與權力: 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梁慕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830 向50位頂尖管理大師學領導: 淬鍊商業思想的50Thinkers50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847 國族音影: 書寫台灣.電影史 洪國鈞著; 何曉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861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卷三(1955-1959) 王洞主編; 季進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878 台灣歷史故事. 1: 原住民與鄭式王朝的時代(史前王淑芬故事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892 書寫青春: 台積電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 第 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908 李家同談教育: 希望有人聽我的話 李家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939 羅馬帝國衰亡史(精選本) 吉朋(Edward Gibbon)著; 席代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946 儒家與康德 李明輝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570851953 消除緊張的體操 童嘉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960 重探西遊記: 神佛妖魔人間事,三藏師徒取經歷險高全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977 偽公務員的菜鳥日記: 給跳坑公職的青年、水深寶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984 她們 任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011 漢寶德談美 漢寶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028 台灣歷史故事. 5: 日本統治的時代(1895-1945) 周姚萍故事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035 新韓國人: 從稻田躍進矽谷的現代奇蹟創造者 Michael Breen著; 方祖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042 我在我城: 第二故鄉寫作 姚嘉為, 周典樂, 陳玉琳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0852042 我在我城: 第二故鄉寫作 姚嘉為, 周典樂, 陳玉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059 當古典遇到經典: 文言格林童話選 格林兄弟著; 佚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066 腳踏食地的智慧.給青年農夫的信: 如何打造自然石倉食物農業中心企劃製作; 蔡依舫, 林芳瑜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080 鄉醫鄉依: 謝春梅回憶錄 何來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110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 Hans Michael Baumgartner著; 李明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127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 林滿紅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2134 古地圖密碼: 1418中國發現世界的玄機 劉鋼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158 日本思想全史 清水正之著; 田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165 正說清朝十二帝 閻崇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189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0852196 因為我愛你 李如青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2264 黑龍江: 探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Dominig Zieglr著; 譚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聯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9007 蕭風 茶碗創作集 許文正, 莊秀玲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300 美西6大國家公園之旅 陳俊誠作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343 在地翻轉: 臺灣社區媒體的新浪潮 胡元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2350 揭穿假新聞教戰守則 Liliana Bounegru等作; 胡毓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641 挑戰學測試題成功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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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30363 日語口譯實況演練 何月華, 林雅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30370 內地式改姓名の仕方(日文版) 宮山豐源, 廣田藤雄共編 修訂一版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326 小世界: 點點童詩創作集. 2 邱依辰等著; 周靖函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4333 小小的心願: 點點童話創作集 蕭列邦等作.繪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6821 策略形成及執行 吳安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852 掠食者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王瑞徽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6890 偉大城市的二次誕生: 從紐約公共空間的凋零與珍妮特.薩迪可罕(Jamette Sadik-Khan), 賽斯.索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913 打敗NASA上太空 麥克.馬西米諾(Mike Massimino)著; 林志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937 巡心者. I: 甦醒 A. J.史泰格(A. J. Steiger)著; 楊佳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944 巡心者. II: 風暴 A. J.史泰格(A. J. Steiger)著; 楊佳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951 懸崖上的野餐 瓊恩.琳西(Joan Lindsay)著; 易萃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968 KENNY甘思元運動健護全書: 17個關鍵認知x7大甘思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982 社區設計的時代 山崎亮作;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999 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全紀錄: 深入事故現場,從核開沼博, 竜田一人, 吉川彰浩著; 劉格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019 本質: 超越時代的字體排印學巨匠,1950年代的四艾米爾.魯德(Emil Ruder)作; 林欣璇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357026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作;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357033 福爾摩斯先生收. IV, 莫里亞提的復仇 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著; 蘇雅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057 設計聖殿: 從HP、Apple、Amazon、Google到Fac貝瑞.凱茲(Barry M. Katz)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088 弟之夫 田龜源五郎;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57095 弟之夫 田龜源五郎;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57101 弟之夫 田龜源五郎;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57118 弟之夫 田龜源五郎; 黃廷玉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點點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維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0

聯想視覺設計工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1061 衝動瑜伽: 身體的自由流動 霍陀賓(Torbjorn Hobbel)著; 曾秋梅, 呂春熹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528 馬太福音研讀. 五, 十四至十七章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0190 STEAM UP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523 流浪者之歌 陋室五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4516 流浪者之歌 陋室五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975 平常即奇蹟: 內在科學超維對談(簡體字版) 湯瑪斯.希伯爾(Thomas Huebl), 史蒂芬.布雷當巴克(Step精裝 1

9789869622769 悲喜人間 聶崇永著 平裝 1

9789869622738 激流湧進: 黃埔軍校第六期生研究 陳予歡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22776 激流湧進: 黃埔軍校第六期生研究 陳予歡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22783 天國.家國.流浪者 張化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903 管理學概論 林仁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9357 大人全聽姑娘的 秦米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364 大人全聽姑娘的 秦米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9388 娘子坑夫不手軟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395 娘子坑夫不手軟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401 娘子坑夫不手軟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418 娘子坑夫不手軟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425 醫家小才女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432 廚娘攻略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449 廚娘攻略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456 廚娘攻略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463 抱著娘子數銀子 七夕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470 抱著娘子數銀子 七夕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487 抱著娘子數銀子 七夕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494 權相的小嬌娘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500 權相的小嬌娘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517 權相的小嬌娘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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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舊香居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8

雙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歸主



9789864659524 權相的小嬌娘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531 權相的小嬌娘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9548 貴女嬌養手冊 六月螢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555 貴女嬌養手冊 六月螢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562 貴女嬌養手冊 六月螢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579 美人如花但有刺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586 深藏不露下堂妻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593 深藏不露下堂妻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609 深藏不露下堂妻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616 深藏不露下堂妻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623 判官姑娘愛撩神 言午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9630 判官姑娘愛撩神 言午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9647 溫柔嬌娘惹不得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654 美味甜妻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661 國舅爺拐媳婦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678 國舅爺拐媳婦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685 國舅爺拐媳婦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692 國舅爺拐媳婦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708 胖閨秀好招搖 惜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9715 胖閨秀好招搖 惜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9722 初來嫁到亂後宅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739 娘子多嬌世子折腰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9746 娘子多嬌世子折腰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9753 郎有絕色妹有財 潤鈺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760 郎有絕色妹有財 潤鈺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777 郎有絕色妹有財 潤鈺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784 郎有絕色妹有財 潤鈺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791 大婚晚成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807 大婚晚成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814 大婚晚成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821 醫品郡主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838 我家王爺是隻貓 佟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845 稻香甜妻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852 稻香甜妻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869 稻香甜妻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876 稻香甜妻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883 稻香甜妻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9890 稻香甜妻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9906 夫人傾城傾國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913 夫人傾城傾國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920 夫人傾城傾國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937 夫人傾城傾國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944 寵妻蜜史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9951 寵妻蜜史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9968 一見夫人誤終身 雲朵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975 一見夫人誤終身 雲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982 一見夫人誤終身 雲朵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999 代嫁夫人 香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2080 財迷藥娘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2097 首輔寵妻那些年 杏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2103 首輔寵妻那些年 杏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2110 首輔寵妻那些年 杏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2127 首輔寵妻那些年 杏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2134 太子,你穿幫了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2141 懶姑娘嫁高門 春之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2158 懶姑娘嫁高門 春之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2165 懶姑娘嫁高門 春之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2172 賜福小閨秀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2189 賜福小閨秀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2196 食色雙全小廚娘 淺亦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2202 食色雙全小廚娘 淺亦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2219 高門妻寶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2226 高門妻寶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2233 高門妻寶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2240 小喬大夫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2257 胖姑娘威震後宅 雪檸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2264 胖姑娘威震後宅 雪檸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2271 胖姑娘威震後宅 雪檸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2288 胖姑娘威震後宅 雪檸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2295 蹭飯王爺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8240 全民英檢進擊版初級口說測驗 郭慧敏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08257 全民英檢進擊版初級寫作測驗 郭慧敏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6065 總體經濟學 黃明聖, 施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171 社會工作概論 王行等合著; 謝秀芬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263 國際貿易實務 鄭義暉, 林麗琬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579096287 研究方法: 質化與量化方法之應用 W. Lawrence Neuman原著; 郭思餘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294 諮商理論與技術導讀: 諮商學習者的入門地圖 姜兆眉, 蘇盈儀, 陳金燕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6300 總體經濟學習題解答 賴景昌, 廖嘉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9096317 量化研究法. 一, 資料處理與分析技術 邱皓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324 服務行銷: 價值創造 鄭紹成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721 張羽新竹上茶 張羽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082 Your guide to French pronunciation & grammar Michael Campbell, Clement Hattiger編著 其他 1

9789869532099 Beginner's Guide to French Grammar and Syntax Michael Campbell, Clément Hatti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657501 Beginner's Guide to Russian Grammar and Syntax Michael Campbell[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657518 Glossika Beginner's Guide to PERSIAN Grammar anMichael Campbell[作] 其他 1

9789869657525 Korean for Chinese speakers: how to pronounce Han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657532 韓文漢字對照工具書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503 OrigiN簡學/誌. 二0一八 盧家正, 廖哲葦, 江愷任合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薩摩亞商萬語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簡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薩摩亞商一諾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86

簡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101 癌症病人怎麼看自己?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18 創傷後的壓力與成長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25 病人自主權在哪裡?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32 哪些癌症會遺傳?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49 台灣端粒疾病Telomere Diseases治療啟動!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56 兒童血癌可以預防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63 糖尿病與癌症是哥倆好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70 高貴的醫療比較好？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2187 癌戰!Google可幫多少忙?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728 日本文化單字大全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 福長浩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8735 實用英語會話大全(字頻/大考/英檢/多益,四類字王琪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1895 水彩双週記: 周運順水彩繪畫 周運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9883 六堆客家及其周邊社會與文化變遷: 族群互動論林淑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111 邁向塞爾特之邦大道 張勝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166 海洋人物的歷史、傳說與形象變遷 江政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265 飲食文化與保健 李瑞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272 經典重現之文創觸角 陳秀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296 大學文學講記 吳銘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302 災難的衝擊與災後的重建: 性別與文化的觀點 謝臥龍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01319 哲學與人生: 人生、繞路與哲學 薛清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01326 正視公民與人性: 納斯邦哲學思想研究 薛清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01333 生涯與職能發展學習手冊 許雅惠, 杜惠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357 職場商用英文寫作 侯惠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01364 國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模式 黃昭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371 方興未艾: 學科補習效益在臺灣的發現 陳俊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388 結構方程模式: 實例分析與應用 黃昭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9418 藝友書畫會20週年專集 顧炳星等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686 螢幕判官 光穹遊戲原創故事; 崑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693 螢幕判官.美術設定集 光穹遊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008 被收購商遺忘的裝屍紀錄簿 崑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015 一路逆瘋 馬尼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藝友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文文化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檸檬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268 My First Do Re Mi 3-6歲學音樂學英文系列: 樂理吳玉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86275 My First Do Re Mi 3-6歲學音樂學英文系列: A-Z英爆米花創意音樂工作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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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5605 小慢板 衛斯理每天想甚麼 Wesley Yang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612 偶們在一起: 動畫小學校 白千澄企劃撰文; Ann Lo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900 獨情信 鳩殼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282 新手學鋼筆畫!鋼筆素描&插畫 Anit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29 航海王成功學 山田吉彦著; 廖婉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43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日本史 周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81 一吃就上癮!美味秒殺烤箱菜: 100道靈油煙超省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98 我愛飯糰君: 55種幸福創意飯糰 稻田早苗著 初阪 平裝 1

9789869676304 風靡全球極品美味可麗餅: 一支平底鍋輕鬆完美柳瀨久美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11 影子籃球員 終研究 影子籃球員研究會編著; 郭子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28 我愛防彈少年團BTS NOYE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35 歷代帝王職災報告 何乃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42 皂界名師的私房玩皂密技 手工藝(工、商、協)會師資群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59 簡單好味道!就愛煲粥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73 排球少年!! 終研究 排球少年!!研究會編著; 廖婉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80 史上 有梗的花樣餃子 Paradise Yamamot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397 世界上 好吃的`雞料理 笠原將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597 手術前後飲食養護全書 芳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603 養好子宮,氣色好‧經期順‧更好孕 胡維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627 暗殺教室 終研究 Happy Life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672 是機關卡片也是紙盒相本 許立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209 高孝午 再生 高孝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224 爺爺的英文課教材 林豐隆, 林潔珍, 黃宥明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967 力克GEPT全民英檢初級. 2 Lifeng Tseng, Wenchi Lin編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藝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霧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爆米花創意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麗典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197 溪谷流水: 膠彩畫的基礎 蔡雲巖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258 道與技之間: 林珮淳藝術的啟示與警世 林珮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95 張大千vs.愛痕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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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6316 逍遙王外傳: 側寫蕭勤 蕭勤口述; 吳素琴文字撰寫; 吳錫欽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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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2425 驚人の足療對症按摩 簡綉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432 好種,好用の香草調味盆栽 高浜真理子栽培監修; 植松良枝食譜製作 平裝 1

9789869542449 超萌小女孩髮飾 李那英著;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456 好醫生不會對你做的45件事 岡本裕作; 王曉維譯 平裝 1

9789869542487 第一本專為中高齡寫的不失智活腦書 白澤卓二監修; 蔡姿淳譯 平裝 1

9789869542494 純天然精油保養品DIY全圖鑑 陳美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1327 死亡的十四行詩: 密絲特拉兒詩選 密絲特拉兒著; 陳黎, 張芬齡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34 墟行者 洪茲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34 墟行者 洪茲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41 修補生命的洞: 從原生家庭出發,為童年療傷 胡展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58 夾縫中的女人 蘿芮.理查森(Laurel Richardson)著; 羅愛萍, 王蜂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72 奴工島 姜雯著; 陳黎, 張芬齡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89 一不小心就被吉: 白話的生活法律對策 雷皓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96 惡俗小說 羅士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426 人生障礙俱樂部: 臨床心理師的暖心小劇場 劉仲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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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70902 破解英文DNA. 文法篇 Ryan H. C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70902 破解英文DNA. 文法篇 Ryan H. C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譯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嚴凰城壺雕創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竺林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龐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863 門主很忙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9573870 玫瑰色鬼室友. 卷三, 狂靈隨行 林賾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887 玫瑰色鬼室友. 卷四, 昔日病因 林賾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894 除魔派對. vol.4: 黑鳥占卜今日兇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604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62611 神使劇場: 夢的覺醒夜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7618 走在歐洲小鎮的石板路上 謝孟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6559 Move on!: grammar and spelling. 1 text Su-O Lin, David Doyle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886 當代英雄: 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 米哈伊爾.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作; 丘光修訂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653 臺灣水庫治理: 翡翠水庫的經驗 姚祥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677 蔣經國先生傳 小谷豪冶郎著; 陳鵬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684 南懷瑾研究 勞政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714 歲月本長 解俊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721 榮耀時刻 陳威仰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387 失落的優雅: 阮義忠經典攝影集 阮義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12396 這是一本移民法規選擇題 謝安, 泰米, 陸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426 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歷屆試題解析 熊韻隼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433 張璐的民法選擇題 張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440 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喬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457 這是一本刑法解題書. 進階篇 夜冶鳴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471 正好的民法選擇題 林政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488 這是一本商事法解題書 果殼, 果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01 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18 好齊x好多!總複習. I: 律師司法官第一、二試. 2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25 好齊x好多!總複習. II: 律師司法官第一、二試. 2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32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凱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549 凱莉教官教你七週成為空姐: 空/地勤全就業指南凱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56 這是一本憲法選擇題 霸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63 止戈外傳: 問天 Yang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70 羅文國考公民 羅文編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魔法動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



9789578612587 就是這本法學知識體系+解題書 謝安, 楊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594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選擇題 尹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600 這是一本刑法法典 周易, 大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617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蔡志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624 憲法文章速覽 霸告, 文城武, 西門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631 正好的民法解讀書. 進階篇 林正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648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植憲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655 沒有不可能的人生: 從素人跑者到台灣女子百傑邱靖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662 這是一本財稅法解題書 夏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679 勞動御守: 台大女律師完全解答勞工求職、在職陳琬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686 格鬥!現行考銓與公務員法! 良文育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693 這是一本高考行政法解題書 周凌, 周董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612709 這是一本行政學選擇題 許多, 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716 勞動法令職場實務應用 邱祖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723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 法夫子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809 財務總監「菁英培訓版」 讀品企研所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816 推理破案王: 祕密殺人事件簿 羅亮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823 專屬B型人的血型星座大解析 米蘭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830 公司跟你想的不一樣: 做到 好才能「活」下來陳正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03577 王龍溪良知四無說析論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584 從天台圓教論儒家建立圓教之可能性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591 新儒家情懷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07 新版讀經教育說明手冊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14 讀經教育百問千答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21 一場演講 百年震撼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38 讀經教育全程規劃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45 語文教育新典範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52 立於不敗之志與業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69 讀經與大才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76 國學之涵育與時代使命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83 認識新儒家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690 儒釋道西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06 為學與樂學: 第一到四屆論語一百夏令營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13 永恆的理想: 文禮書院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20 儒家的道德意識: 2009東林寺講學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37 大時代大擔當: 中央民族大學講座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44 道德的形而上學: 2012春季系列講座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51 為人與處事: 員工培訓講座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68 論語七講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75 網路回覆集成. I, 讀經原理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782 網路回覆集成. II, 讀經實務(上) 王財貴著 平裝 1

9789867003799 網路回覆集成. III, 讀經實務(下)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805 網路回覆集成. IV, 宣導與推廣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812 網路回覆集成. V, 論學錄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829 季謙先生微博(-2013/09)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836 季謙先生微博(2013/10-2014/01)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03843 季謙先生微博(2014/02-)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讀經文教



9789867003850 易經講課錄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03867 易經講課錄 王財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688 玻璃娃娃鑽石心 夏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567695 我不是弱者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3506 倒楣阿飄遇強敵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13 窮神窮神不要來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20 停不了的愛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37 神仙花狗出任務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44 搗蛋小英雄 曉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51 你是我的英雄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68 徘徊街頭的女孩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75 天使媽媽熱線中 維他命熙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82 遊戲開始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3599 為什麼不是我?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05 我的女神好朋友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2729 我們.一個女人 顏敏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29 我們.一個女人 顏敏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43 傳杯集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50 自助餐鬥陣粗飽趣: 外食族必備的飲食指南 寶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67 六臉魔方 金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81 漫漫搖滾路 NEO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98 撕下標籤,找回自己,你是你自己 大的勇氣: 22個張淑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04 愛麗絲之後: 金車奇幻小說獎決選入圍作品. 第 小葉欖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11 鷹翎: 金車奇幻小說獎決選入圍作品. 第四屆 叩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28 鳶人: 金車奇幻小說獎決選入圍作品. 第四屆 李偉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35 鹿洲戰紀: 金車奇幻小說獎決選入圍作品. 第四 樂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42 吹不散心頭上的身影: 王建生散文選 王建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73 鏡頭外的林佳龍: 從台中下雪的那晚談起 呂佳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80 50天,從德國玩到摩洛哥! 施丹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897 封印 力量之火. 藍卷 暴走邊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927 骨折: 陳秀珍台華雙語詩集 陳秀珍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972 活著,在這一年: 林煥彰中英對照詩集 林煥彰著; 黃敏裕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023 華文俳句選: 吟詠當下的美學 吳衛峰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1367 二戰謎團真相 秦書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374 危樓上的盛宴: 1793-1901中西文明交鋒下的烏合聶作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381 一次讀懂心理: 15部心理學大師經典 陳書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398 一次讀懂宗教: 10大世界宗教探索 王學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404 一次讀懂音樂: 10位世紀音樂大師精選 王星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228 鹽田曬玉細說從頭: 七股鹽場職工口述歷史 許献平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靈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鹽鄉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0

驛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釀出版



9789868993228 鹽田曬玉細說從頭: 七股鹽場職工口述歷史 許献平作 平裝 1

9789868993235 臺南市西港區有應公廟採訪錄 許献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090 末劫因果 [鸞友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