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857 秩序.混沌: 王怡惠陶塑創作 王怡惠作 精裝 2

9789869196864 位移.標記: 王怡惠陶藝創作 王怡惠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608 老貓療養院 江伯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1300 淳風晧月: 晧月精舍二十週年名家暨師生書法聯展作品集釋如範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032 大器逍遙 胡朝聖總編輯; 黃亮融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0131 慢火料理聖經 宋建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2083 你家の老狗過得好嗎?: 讓日本人氣獸醫師教你老狗照護的6大面向小林豊和, 五十嵐和惠編;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199 我的第一本火車博士小百科(注音版) 林晉丞文稿.圖片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05 芳香精油全圖解: 初學入門最完整芳療圖解功效大全,聰明活用由內到外滋養身心!王慎明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038 什麼都可以大飯店: 沒有規矩真的好嗎? Aron Dijkstra作; 童夢館編輯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36 美女與野獸(注音版) 安.萊森(An Leysen)著;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43 小廚師的魔法蛋糕: 一起實現夢想吧! 李昭乙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50 小白魚的爸爸 Guido Van Genechten作;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67 我的床在哪裡?晚安,該睡覺了! Anita Bijsterbosch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74 是誰搶到那顆星星: 快樂分享,不爭奪! Penguin Tua Rak文; Patcha Disyanant圖; 璟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81 我不亂生氣: 穩定情緒塗鴉書 萊斯利.艾仁賽德(Leslie Ironside), 海雅.艾仁賽德(Haia Ironside)作; 約翰.畢格伍(John Bigwood)繪;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298 專注力UP: 創意著色書 蘿倫.法恩斯沃(Lauren Farnsworth)編輯.撰寫; 切莉.卡洛(Chellie Carroll)等插畫;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311 到底還要等多久?: 學會等待,培養耐心! Warangkana Krittasampan文; Patcha Disyanant圖; 璟玟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6728 Doctor without borders: portrait of Carlo Urbani author Lucia Bellaspiga; translator Tian Ruei Juang 平裝 1

9789866286735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volume 16editor Cheng F. Le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6704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editor by Cheng-few Lee, Shih-Ti Yu, Bing-Huei Lin 平裝 1

9789866286711 From peasant to emperor: the life of Liu Bang author Victor Cunrui Xiong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Ainosco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Airiti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巩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晧月佛教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方藝廊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9-07-08)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80401~1080628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38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猫猫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804 畫說日常.台灣24個節氣創作 葉佳純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582 清新&可愛小刺繡圖案300+: 一起來繡花朵.小動物.日常雜貨吧!BOUTIQUE-SHA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3825 實用滿分.不只是裝可愛!: 肩背&手提okの大容量口金包手作提案30選BOUTIQUE-SHA著; Alicia Tung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13832 手繪植物風橡皮章應用圖帖 HUTTE.作; Mir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3849 MARUGO教你作職人の手揉黏土和菓子 丸子(MARUG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3856 令人著迷の梭編蕾絲小物設計: 基礎花樣X飾品應用sumie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3863 零碼布裝可愛!超可愛小布包X雜貨飾品X布小物: 最實用手作提案CUTE.90BOUTIQUE-SHA作; 周欣芃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13870 簡單直裁の43堂布作設計課 BOUTIQUE-SHA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377 簡單.可愛.超開心手作!袖珍包兒x雜貨の迷你布作小世界BOUTIQUE-SHA著; 吳思穎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508 Stories of magic and enchantment by William R. Mistele 1st.ed. 平裝 1

9789869492515 Enlightened living by Martin Faulks 2nd.ed. 平裝 1

9789869492522 The Elemental Equilibrium: Notes on the Foundation of Magical Adepthoodauthor Virgil 平裝 1

9789869492546 Mermaio tales by William R. Mistele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92553 Adepthood: complete success on all levels edited by Anna Wyatt 平裝 1

9789869492560 The other brotherhood: when freemasonry crossed the English channelAuthor Darren Lorente-Bull 平裝 1

9789869492577 The spirit of magic: rediscovering the heart of our sacred artby Virgil 2nd ed. 平裝 1

9789869492584 The spirit of magic: rediscovering the heart of our sacred artby Virgil 2nd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2825 小兒子. 9, 我的弟弟 駱以軍原著; 吳中義, 李玟瑾, 陳曼昀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832 山河袈裟 李修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870 碎琉璃 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917 燙一首詩送嘴,趁熱: 管管百分百詩選 管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924 跨越: 文學、電影與文化辯證 張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955 同婚十年: 我們的靜靜生活 陳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709 南台灣的守望者 周全池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906 雷強木刻版畫. 2008-18 by Jon Renzella 1st ed. 平裝 1

9789869571913 Fragments by Christian Schafferer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709 5條路線.曼谷輕鬆玩. 2019年版 LOL Travelbooks編輯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LOL Travelbook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Jou Industrial Desig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Lei Studios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Falcon Books Publishing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INK印刻文學

送存冊數共計：2

CCYeH-A插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9789869715270 雷浩斯教你破解巴菲特護城河選股祕密 雷浩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15287 超額報酬: 向全球頂尖投資大師學習如何打敗大盤弗雷德里克.范哈弗貝克(Frederik Vanhaverbeke)著; 羅耀宗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715294 人人都能學會存到100張金融股全圖解 <>真.投資研究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8108 美股達人Joseph揭密: 巴菲特準星投資術 Joseph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8115 自學也能輕鬆上手的程式交易: Multicharts基礎、實戰與釋疑陳宏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8122 Goals!沒有目標,你哪裡都到不了: 12步驟解決你人生、職場、家庭、社交的魯蛇焦慮博恩.崔西(Brian Tracy)著; 林麗雪, 徐致菁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324 彩色書 陳曉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812 無界的島 洪韵婷作 平裝 1

9789869687829 無界的島 劉星佑, 洪韵婷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637 指數投資: 指數型基金完全指南,買對ETF讓懶人也能定投10年賺10倍銀行螺絲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644 餐桌上的偽科學: 加州大學醫學院教授破解上百種健康謠言和深入人心的醫學迷思林慶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651 市民跑者之王: 波士頓馬拉松冠軍川內優輝打破常識的跑步訓練法津田誠一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668 故事行銷: 寫文案,先學故事,照樣造句寫出商業等級的爆文指南李洛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17652 給7-11歲孩子的哲學大哉問 關娜耶勒.布雷(Gwénaëlle Boulet), 安蘇菲.席拉爾(Anne-Sophie Chilard)文; 巴斯卡.勒麥特(Pascal Lemaître)圖; 梁若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17706 夢的力量: 如何解讀與集中潛意識裡的心靈能量喬.史萊特(Joe H. Slate)著; 王聖棻、魏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713 自然醫學百科 麥可.莫瑞(Michael T. Murray), 約瑟夫.皮佐諾(Joseph E. Pizzorno)著; 一中心翻譯團隊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517720 女巫的男孩 凱莉.龐希爾(Kelly Barnhill)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737 醫療靈媒-甲狀腺揭密: 橋本氏甲狀腺炎、葛瑞夫茲氏症、失眠、甲狀腺機能低下、甲狀腺結節與EB病毒背後的真相安東尼.威廉(Anthony William)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744 條條經絡通脈輪: 從穴道打通脈輪,找回健康人生約翰.克羅斯(John R. Cross)著; 鄭姝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751 轉念瞬間,喜悅無處不在: 當拜倫.凱蒂遇見<> 拜倫.凱蒂(Byron Katie), 史蒂芬.米切爾(Stephen Mitchell)著; 謝明憲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909 wow cow細胞復原力: 髮現抗白的毛囊再生密碼 黃琇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600 相物. I, 戰漢玉粹 吳正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0129 行政程序法送達逐條釋義及實務問題解析 王志強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0136 不動產(利用)法典 林育智主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730136 不動產(利用)法典 林育智主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730143 反貪腐學釋論 劉育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0150 勞工人資法典 沈以軒主編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一方青出版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言堂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Studio 11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amtamART TAIWAN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772 當然問貓才清楚! 日本貓名醫全面解析從叫聲、相處到身體祕密的130篇喵喵真心話山本宗伸監修;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789 金球: 矽谷創投與NBA冠軍,金州勇士如何改寫歷史艾瑞克.馬林諾斯基(Erik Malinowski)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796 一學就會,泰國媽媽味 阿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56716 打造富足的簡單生活: 從包包、衣櫃到辦公桌,「打理生活」是人生最有效的投資日經Woman著; 連雪雅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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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4807 仙佛說典故: 幸福語錄集. 卷二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04821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1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04838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2, 臺灣時期199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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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1737 岐阜 飛驒高山.白川鄉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武濰揚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744 山陰 鳥取.松江.荻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展寧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775 阿里山森林鐵路與台灣林業鐵路傳奇: 擁抱鐵道的山林之愛蘇昭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1306 風兒吹 蔡叔玲編輯; 人上人文化事業企劃部美編插畫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692 眼整形藝術 曹仁昌主編; 廖文傑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64715 臨床導向解剖學 Keith L. Moore, Arthar F. Dallry II, Ann M. R. Agur作: 周明加等譯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1893 在孩子6歲前翻開這本書 腦科學&兒童教育委員會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54 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 實數的生存法則: 上大學前你必須全面掌握的數學概念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61 人生,從不生氣開始變好: 情緒管理師也在用的82個反轉人生術安藤俊介著; 廖佳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78 要有好孩子,先從好父母開始!: 兒童心理學,先懂孩子再懂教施臻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85 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 形體全攻略: 上大學前你必須全面掌握的數學概念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992 量子物理史話: 上帝擲骰子嗎? 曹天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131 幻想之翼 張淑勤, 郭鴻韻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300148 臺灣當代宗教小說作家群像 林慶文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5757 幸福不是因為擁有很多,而是因為執著很少 魏棻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924 腎不虛，人不老，百病也不侵：這樣做，讓過勞、健忘、衰老的腎虛症狀通通消失楊靜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489 實用心臟超音波學 熊名琛主編 第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人人



9789866929496 生物統計學入門 沈明來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78741 無良小道士 土豆,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8758 無良小道士 土豆,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8864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9731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9748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9755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9762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9779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9786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997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0冊 1

9789578190269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0375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0450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046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8190511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190542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190559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190566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190573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190580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190597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19066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190672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190689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190696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190719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190726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190733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19074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190757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0764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190771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190788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190795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190801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190818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190825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0832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0849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190856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190863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190870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190887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190894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19090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19091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19092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190931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190948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0962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0979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0986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190993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星文化



9789578191006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191013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191020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191037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191044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19105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19106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1冊 1

978957819107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2冊 1

978957819108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3冊 1

9789578191099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1105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1112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1174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191181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19119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191204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19122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1

978957819123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1

9789578191242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1

978957819121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578191259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1266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1273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191280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191297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191303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191365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1372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1389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1396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1402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1419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1426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1433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191440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191457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191464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1471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1488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1518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1525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1532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1549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1556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1563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157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57819158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1

978957819159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57819160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578191624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191631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19164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19165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191662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191679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191686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191693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191709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191716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191778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191785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19179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191808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191815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191846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191853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191860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191877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191884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19189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19190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191914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191921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191938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191945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19195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191969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1976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1983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1990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2003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201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4冊 1

978957819202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5冊 1

978957819203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6冊 1

978957819204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7冊 1

9789578192058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192065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19207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19208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19209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192102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2119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2126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213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192140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192744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2751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2157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2164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217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19218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192195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192201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192218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192225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192232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192249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192256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192775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2263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2270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2768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2287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192294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192737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2300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2317 凡人修仙系統 齊離霄S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2324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819235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192362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192379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192386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192393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19240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19241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192423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19243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192447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192454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192461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19247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192485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2492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2508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2515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192522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2539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2546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2553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2560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2577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2584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2591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260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192614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19262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192638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192645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819265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8192669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192690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2706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2676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2683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2713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192720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192782 醫門宗師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192799 醫門宗師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192805 醫門宗師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192812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192829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192836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19284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8192850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2867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2874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2881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2898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2904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2911 太古龍尊 五岳之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2942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2959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2966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2973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2980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2997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193000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193017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193024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193031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19304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193055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19306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8193079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8193086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19309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8冊 1

978957819310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79冊 1

978957819311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80冊 1

9789578193123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3130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3147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3154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3161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317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19318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19319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193208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193215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19322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193239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193246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193253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193260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3277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3284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3291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3307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3314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193321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193338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193345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193352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193369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3376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3383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3406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3390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3413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3420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3437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3444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345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19346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193475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19348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193499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19350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19351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19352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19353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193543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19355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19356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193574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193581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193598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193697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3703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3710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193727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193741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193758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3765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3734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193772 醫門宗師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3789 醫門宗師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3796 醫門宗師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3802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193819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193826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193833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193840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193857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193864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193871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193888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193895 春野小神醫 胖子小蠻腰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3925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19393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8193949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819395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193963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19397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19398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8193994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4007 都市之萬能APP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4021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19403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19404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194052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194069 神道丹尊 孤單地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194076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194083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194090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194106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194113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194120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194137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194144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194151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194168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194175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4182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194199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194267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194274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4281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194298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194304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194311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194328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194335 全職法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194342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194359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194366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194373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194380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4397 我是都市醫劍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194427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194434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19444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19445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194465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819447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819448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19449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19450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194557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194564 濟世鬼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19458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19460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819461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8194625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194632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19466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81冊 1

9789578194687 至尊守護 九宮格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194700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194717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194724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194731 無良小道士 孤帆遠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194779 醫門宗師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194793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194809 神魂武尊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195035 造化之王 豬三不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195073 萬古神帝 飛天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195110 太古神王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19515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819519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819557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31 慚愧僧文集. 第十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312 認知小乘與大乘的修持: 二00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於台灣高雄菩提院陳明安主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336 幸福之音. 第十九集, 學佛修行開發智慧光明 聖開導師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343 無常的震撼: 弟弟的如夢人生 報恩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350 地藏王菩薩的精神與願力 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963 Liz關鍵詞: 美食家的自學之路與口袋名單 高琹雯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3

送存冊數共計：382

人乘佛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163 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 黃素貞, 藍博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214 從煤礦工人到大學教授: 我的回憶 盧盛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245 毒蘋果札記. 2 施善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21183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 美好的雨天 阿斯特麗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克.布塔方圖; 球球館編輯群譯 精裝 1

9789864421206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 那個東西 阿斯特麗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克.布塔方圖; 球球館編輯群譯 精裝 1

9789864421213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 月光下的派對 阿斯特麗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克.布塔方圖; 球球館編輯群譯 精裝 1

9789864421220 艾德蒙和他的朋友們: 艾德蒙的生日 阿斯特麗德.戴斯博爾德文; 馬克.布塔方圖; 球球館編輯群譯 精裝 1

9789864421237 大比爾和小比利 梁曉燕文; 吳月娥, 王美玲圖; Michael譯 再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4421244 佛勞利的冒險 何修宜文; 簡永宏圖; Michael譯 再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4421251 膽小的皮亞諾 何修宜文; 吳嘉倩, 簡永宏圖; Michael譯 再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4421268 動物搖滾樂 梁曉燕文; 趙良安, 潘衍裕圖; Michael譯 再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4421275 怪獸孟思特 梁曉燕文; 吳月娥, 王美玲圖; Michael譯 再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4421282 青春泉 何修宜文; 閔玉禎圖; Michael譯 再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4421305 一個罐子開了花 芷涵著 平裝 1

9789864421312 月光兔子的心願桂花米糕 李偉著 平裝 1

9789864421329 時光郵局 喻虹著 平裝 1

9789864421336 野蜂飛舞 顧抒著 平裝 1

9789864421343 騎自行車的青蛙 鐘銳著 平裝 1

9789864421350 像任正非一樣去經營 周婷, 於富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21367 像雷軍一樣去行銷 周婷, 王曉斌編著 平裝 1

9789864421374 像馬雲一樣去溝通 劉麗編著 平裝 1

9789864421381 寫在二十四節氣裏的古詩詞.春 蕭寒著; 文魯工作室繪 平裝 1

9789864421398 寫在二十四節氣裏的古詩詞.夏 蕭寒著; 文魯工作室繪 平裝 1

9789864421404 寫在二十四節氣裏的古詩詞.秋 蕭寒著; 文魯工作室繪 平裝 1

9789864421411 寫在二十四節氣裏的古詩詞.冬 蕭寒著; 文魯工作室繪 平裝 1

9789864421428 含羞草與瘋狂的馬桶蓋兒 胡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54372 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 陳三平(Sanping Chen)著; 賴芊曄譯 平裝 1

9789578654549 義大利.海洋城市的精神: 中世紀城市如何展開空間美學和歷史陣內秀信著; 李雨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556 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 後蒙古時代與世界史的重新構圖杉山正明作; 陳心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563 天工,諸神,機械人: 希臘神話與遠古文明的工藝科技夢雅筑安.梅爾(Adrienne Mayor)著; 愷易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570 行為: 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作; 吳芠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654587 文明的遊牧史觀: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楊海英著;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600 1927:民國之死 余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54617 指數投資末日: ETF還是好標的?威脅被動投資的六大未來趨勢尼爾斯.詹森(Niels Jensen)著; 吳凱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631 D-DAY: 諾曼第的巔峰時刻 史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E. Ambrose)著; 雲曉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648 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林慕蓮(Louisa Lim)著; 廖珮杏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662 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 跳脫土耳其視角的非伊斯蘭帝國林佳世子著; 林姿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679 基地帝國的真相: 走訪60多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對其歷史、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再思考大衛.范恩(David Vine)著; 林添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54686 每個人的短歷史: 人類基因的故事 亞當.拉塞福(Adam Rutherford)作;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2271 當代藝術市場結構 羅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325 九歌小說選. 107年 阮慶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332 星星都已經到齊了 張曉風著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2349 九歌一0七年童話選之許願餐廳 謝鴻文主編; 王淑慧等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九歌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九童國際文化



9789864502356 九歌一0七年童話選之神仙快遞 謝鴻文等主編; 王淑慧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370 九歌散文選. 一0七年 胡晴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387 華文文學百年選. 馬華卷. 1: 散文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394 華文文學百年選. 馬華卷. 2: 小說、新詩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400 無用的日子讀老莊: 老莊相對論給人生的十則指引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417 為阿嬤做傻事: 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1 楊富閔著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2424 我的媽媽欠栽培: 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2 楊富閔著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2431 子宮 盛可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448 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 雙重構造的精神史 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8243 力翰科學: 綠能機關王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977 測量製圖. 102-106年: 國家考試試題解析 九華土木建築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09 土木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07 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39842 地球生物演化的奧秘 猪鄉久義監修 精裝 1

9789864139859 從0到1 自媒體品牌行銷術 王靖傑著 平裝 1

9789864139866 看故事學語文: 成語故事造句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873 看故事學語文: 寓言故事造句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880 性教育繪本: 小雞雞在哪裡? 小欣文; 小比圖 精裝 1

9789864139897 如意金箍棒 小千文字; 蕭秝緁繪圖 精裝 1

9789864139903 乖寶寶好習慣: 不愛刷牙的小虎 豪小喵文字; PP小姐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910 紅鼻子醫生,我不舒服! 楊郁薇文; 凌晨傍晚工作室圖 精裝 1

9789864139927 跟著中醫學養生: 通經活血調理體質 武國忠著 平裝 1

9789864139934 啊!有年獸 杜小爾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34161 破解養生玄機 活到天年的祕密 武國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260 男女の阿德勒心理學 岩井俊憲作; 余亮誾譯 平裝 1

9789863734277 想要活到老走到老,只要深蹲就可以 小林弘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284 吸引力法則實現你的願望: 教你成為「吸引力法則」實踐者于佩樺作 平裝 1

9789863734291 2019豬事大吉開運農民曆 湯鎮瑋作 平裝 1

9789863734307 中醫名家研究 黃帝內經養生祕訣 武國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314 36種好行為好習慣 孩子成功起點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3734338 你沒招了嗎?親子談話100招 劉純芳作 平裝 1

9789863734345 居家風水禁忌88種 湯鎮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352 永遠流傳的機智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3734369 永遠流傳的孝順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3734376 永遠流傳的好學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3734383 永遠流傳的友愛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3734390 永遠流傳的勇敢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3734406 永遠流傳的善良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3734420 預防腦中風 內山真一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437 吸引力法則打開潛意識 進入催眠狀態 于佩樺作 平裝 1

9789863734444 長命百歲養生智慧 武國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451 不偷懶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468 守紀律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力翰文教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樺



9789863734475 有恆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482 負責任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499 不依賴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05 機智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12 公德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29 不貪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36 分工合作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43 不半途而廢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50 專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67 謙虛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74 奮發向上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81 誠實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598 熱心助人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04 積極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11 團結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28 不以貌取人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35 分享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42 寬恕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59 孝順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66 有勇氣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73 同情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80 自信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97 愛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697 愛心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703 互相幫助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710 值得信任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727 學習新事物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734 不亂發脾氣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4741 不固執的故事 人類智庫內容製作中心作; 羅門藝術中心插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652 好棒的交通工具 克莉絲汀安娜.茵兒(Christiane Engel)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669 美麗的鳥兒 邱貢(Chorkung)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676 好棒的公園 露易絲.佛修(Louise Forshaw)圖; 賴雅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683 好棒的火車 喬.拜厄特(Jo Byatt)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690 好棒的朋友 莎曼珊.曼瑞迪斯(Samantha Meredith)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06 好棒的小獅子 瑪麗亞.內拉多娃(Maria Neradova)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13 奇妙的動物 李嘉朗(Lon Lee)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20 奇妙的身體 尹娜萊(Naray Yo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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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8009 艋舺護照: 悠遊艋舺城市博物館 蔡承恩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72987 禪修教觀: 教理與實修操作手冊 鄭振煌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473281 禪修教觀: 教理與實修操作手冊 鄭振煌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473304 般若心經的思想及其哲學 妙峰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18714 土地登記實務突破 鄭絜心,葉曉梅,張益敏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9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小小市民文化創意



9789578418769 不動產常用法規 曾文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290 人生札記 許明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908 復興崗七期同學畢業六十年文集 梁正弘等作; 毛善祥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930 九天講古與湘夫人文集 顏湘芬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817947 開運聖經. 2019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1897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蒙古野馬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464 選擇不做普通人: 魯蛇翻身術,運用十倍勝法則,透過行動力讓自己擺脫平凡葛蘭特.卡爾登(Grant Cardone)著; 凌瑋譯 平裝 1

9789869376471 冠軍心理學: 天賦不是一切,比賽是一種心理遊戲,影響奪冠的關鍵因素是心理狀態吉姆.阿弗雷莫(Jim Afremow)著; 王傳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488 學生為什麼不喜歡上學?: 認知心理學家解開大腦學習的運作結構，原來大腦喜歡這樣學丹尼爾.威靈漢(Daniel T. Willingham)著; 謝儀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1406 這一生的幸福計劃 索妮亞.柳波莫斯基(Sonja Lyubomirsky)著; 謝明宗譯修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65035 日本語10000字辭典: N1,N2,N3,N4,N5單字辭典(精修版)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042 出擊!日語文法自學大作戰. 初階版 吉松由美, 千田晴夫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066 出擊!日語閱讀自學大作戰. 初階版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5073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單字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5080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5單字、文法、閱讀、聽力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097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必背文法大全(攜帶本精修版)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03 出擊!日語單字自學大作戰. 初階版step 1 小池直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10 出擊!日語聽力自學大作戰. 初階版step 1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27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4單字、文法、閱讀、聽力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34 日本語10000字辭典: N1,N2,N3,N4,N5單字辭典(攜帶本精修版)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41 出擊!日語文法自學大作戰. 中階版step 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58 出擊!日語閱讀自學大作戰. 中階版step 2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65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單字、文法、閱讀、聽力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72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N3,N4,N5必背單字大全(精修重音版)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89 出擊!日語聽力自學大作戰. 中階版step 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196 出擊!日語單字自學大作戰. 中階版step 2 吉松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202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2單字、文法、閱讀、聽力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219 日本語動詞活用辭典: N3,N4,N5單字辭典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新版 其他 1

9789862465226 出擊!日語閱讀自學大作戰. 中高階版step 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5233 出擊!日語文法自學大作戰. 中高階版step 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730 一年有半: 謝帆 林岱隆, 謝媛婷, 郭齡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必佳英語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山田社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牛頓科學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久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元書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938 Grammar map 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策畫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7945 Grammar map 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策畫編著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4364 腦殘遊記 姚瑞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4371 好時光 姚瑞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2900 The 何采柔[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2917 尋找曼荼羅: 暗黑的放浪者 楊茂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4299 小豆子的大冒險 大衛.卡利文字; 賽巴斯提安.穆藍繪圖;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619 保險法論 鄭玉波著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464916 小小的寶藏: 寄居蟹與海葵的共生 劉小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923 小斑長得不一樣: 小馬來貘的神奇偽裝術 劉小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5005 試在必得: 高中文化史總複習 卓心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5029 行政法 黃俊杰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508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車畇庭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5128 學測指考英文制勝句型 王隆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500 明清史 陳捷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5524 20分鍾稱霸大考英文作文 王靖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586 商事法 潘維大, 范建得, 羅美隆著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5661 木蘭辭 林世仁譯寫; 克蕾夢絲.波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5715 我的小小禪樂 艾莎.傅吉耶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5722 我的樂器家族 夏洛特.侯德爾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739 發現莫札特 夏洛特.侯德爾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5746 搖落的風情: 第一奇書<>繹解 卜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760 知識生產與傳播: 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 劉龍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784 粥的歷史 陳元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5791 慈悲清淨: 佛教與中古社會生活 劉淑芬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5807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史美奐等編著; 鄭惟厚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5821 詩心 黃永武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465838 8個你不可不知的環境議題 吳依璇等編著; 魏國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845 綠野仙踪 李百川著; 葉經柱校注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465852 哲學概論 冀劍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5883 流浪的君子: 孔子的最後二十年 王健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5890 小獅子的鬃毛 木果子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5906 以色列史: 改變西亞局勢的國家 陳立樵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5920 南斯拉夫史: 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 洪茂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5937 50天搞定新制多益核心單字 張秀帆, 盧思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944 中國史學名著 錢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5951 毛毛蟲男孩 江明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5968 王陽明哲學 蔡仁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5975 Coding man. 4: 再次開啟的門 K-production著; 金璂守繪; 顧娉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982 三國人物與故事 倪世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5999 決戰古文!: 一本讀懂高中推薦選文15篇暨名家經典朱怡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002 祕魯史: 太陽的子民 何國世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6019 書中有一道牆 強.艾吉(Jon Agee)文圖; 賴嘉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6026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466033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466040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466057 人生兩好球三壞球 林繼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064 牛頓的金錢教室: 怎麼賺錢?怎麼花錢? 李香晏著; 尹智會繪;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071 我在你身邊 喜多川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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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未來耿畫廊



9789571466101 埃及史: 神祕與驚奇的古國 張倩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6118 海上的潘妮 荷瑪.希爾文特文; 勞爾.谷瑞迪圖; 李家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6156 閱讀經典文學時光之旅. 英國篇 宋美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163 巨大無比的小東西 碧翠絲.阿雷馬娜文圖; 尉遲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6170 閱讀經典文學時光之旅. 美國篇 陳彰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187 容得下你 容得下我 安娜依塔.塔姆利安文圖; 吳蕙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6194 少年偵探團 江戶川亂步著; 曹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200 妖怪博士 江戶川亂步著; 徐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217 怪盜二十面相 江戶川亂步著; 譚一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749 天有二日?: 禪讓時期的大清朝政 卜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231 一草一天堂: 英格蘭原野的自然觀察 John Lewis-Stempel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248 Coding man 05: 次元旅行 K-production著; 金璂守繪; 廖品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262 聖女貞德的戰爭教室: 反對戰爭的理由是什麼? 李香晏著; 李敬錫繪; 邱子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293 長腳的房子 蘇菲.安德森(Sophie Anderson)著; 洪毓徽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1466293 長腳的房子 蘇菲.安德森(Sophie Anderson)著; 洪毓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323 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 吳秀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330 Build Vocabulary through Reading輕鬆讀出國中必備字彙力Susan M. Swi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354 勿忘我 南西.范.拉恩文; 史蒂芬妮.葛瑞金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6392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466415 青銅魔人 江戶川亂步著; 徐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422 透明怪人 江戶川亂步著; 曹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439 臭臭部落 艾莉絲.葛拉維文; 瑪嘉莉.呂什圖;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6453 大金塊 江戶川亂步著; 傅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583 米開朗基羅的藝術教室: 藝術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申然淏著; 趙勝衍繪;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34841 閱讀歐洲版畫 劉興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2118 別把老虎吵醒了 卡勒斯.巴勒斯特羅斯作.繪; 許舒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132 大家都愛快樂熊 卡勒斯.巴勒斯特羅斯作.繪; 許舒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00 這樣玩,工程車原理好簡單 伊恩.葛拉漢作; 卡勒斯.巴列斯特羅斯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24 帶路: 通過鏡頭探索一帶一路的商機、風貌、人情李秀恒著; 李佳燁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31 細看藝術: 揭開百大不朽傑作的祕密 蘇西.霍吉作; 林凱雄, 陳海心, 謝雯伃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79 地面下有什麼呢? 夏綠蒂.吉利安作; 尤瓦.左默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93 解碼莫內 理查.威爾斯(Richard Wiles)作; 席玉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309 腦內心機: 從催眠、安慰劑和虛假記憶揭開大腦自我暗示的秘密艾瑞克.文斯(Erik Vance)著; 賈可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316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50大即將消失的景點 雅絲米娜.特里夫尼(Jasmina Trifoni)著; 盧郁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323 元素週期表終極圖鑑: 118個化學元素的知識大百科湯姆.傑克森(Tom Jackson)作; 張必輝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330 國家地理恐龍爭霸戰 珍.阿格雷斯塔, 艾芙瑞.伊莉莎白.赫特作; 林凱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347 絕對機密小百科 克里斯賓.波伊爾(Crispin Boyer)作;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354 經典古董車: 1920至1960年代的名車傳奇 瑟巴斯提亞諾.薩爾威提(Sebastiano Salvetti)作; 金智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125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57大最美國家公園 伊蓮娜.畢安奇(Elena Bianchi)作; 謝孟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149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一生必遊的500經典路線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盧郁心等譯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361 國家地理終極太空探險地圖集:宇宙地圖.遊戲.觀星活動一起穿梭宇宙，在太空中找樂子!卡洛琳.迪卡瑞斯托法諾(Carolyn Decristofano)作; 胡佳伶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702 我是3D天才小畫家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23103 包公故事 許高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110 康熙遺詔(1722) 簡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127 井岡山精神 何虎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134 延安精神 何虎生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小石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65

送存冊數共計：67

大石國際文化



9789864023141 長征精神 何虎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158 西柏坡精神 何虎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196 巧讀西遊記 (明)吳承恩原著; 高欣改寫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202 巧讀紅樓夢 (清)曹雪芹原著; 高欣改寫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753 月亮情人 陳碏文; 徐至宏圖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786 濁之蓮 張紹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61854 冷的感覺 寒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1854 冷的感覺 寒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926 平凡是真,平淡是福 潘瑞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933 人不能不壞: 生活中絕對受用的處世技巧 張正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102 找找變色龍 米亞芙尼作; 小果文創編輯部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2119 數學摺紙百科3.4.5歲: 用形狀玩摺紙遊戲 培育數學力!大迫ちあき監修; 許郁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126 數學摺紙百科5.6.7歲: 用形狀玩摺紙遊戲 發展圖形力與思考力!大迫ちあき監修; 許郁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6817 聽見改變的呼喊: 即使不被看好,依然要全心相信自己陳昆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6824 百變美后主播 高子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64825 揪出時間小偷的看板管理法: 微軟、Zara、HP......這樣精實流程,免做虛工、省時有餘裕,部屬被動變主動。多明妮卡.迪格蘭蒂絲(Dominica DeGrandis)著; 廖桓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870 世界最強的思考武器-心智圖: 大腦最愛這樣想事情。15張以上圖解、99項實例應用,從學生考高分,到100強企業,超過百萬人使用東尼.博贊(Tony Buzan)著; 黃貝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894 怎麼睡還是累?因為你吃錯了: 瘦不了、睡不好、常沮喪，老被念「怎麼這麼懶」，其實這是腎上腺疲勞，治累名醫教你正確飲食、不藥而癒。本間良子, 本間龍介作;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00 好人主管的惡人管理學: 同事都是好人、開心工作的職場，對你傷害最大；出現受責難的惡人，反而幫公司成長。為什麼？曾和利光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17 世上有顆後悔藥: 人生是不斷的選擇支撐起來的，有悔就有路，選擇權一直在你手中。曾鵬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24 法式教養口頭禪: 從吃手手到唸大學，法國父母怎麼對話而不責罵，孩子堅強有教養荒井好子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31 肛剛好: 北京協和醫院菊花醫師，跟你談羞羞的腸道林國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48 股海老牛專挑抱緊股,穩穩賺100％: 10項指標篩選股票,四大心法看準買賣點,伺機抱緊,這輩子從此穩穩賺股海老牛著 平裝 1

9789579164955 重設你的人際邊界 喬治.戴特(George Dieter)著; 廖桓偉, 李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62 讀史的長進: 歷史從不同情弱者，不迷信宿命，讀歷史是為了寫歷史，歡迎來到大人的世界。程萬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79 修復身體的超級食物 穆罕默德.奧茲(Mehmet Oz)作;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986 雜談的能力: 生活中想遇到好康、工作時想遠離爛事,你得從不談正事的軟話題開始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平裝 1

9789579164993 殘酷世界的生存法則: 我的興趣能當飯吃嗎?肯努力一定能提升能力嗎?如果我盡力了還是辦不到,該怎麼辦?橘玲作; 黃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036 30歲後,你會站在哪裡?: 那些多方嘗試和不敢嘗試的人,都將淪入貧性循環,我該如何替未來做好準備?狄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043 工作一定要用到的統計: 如何證明自己正確研判?別人的報告哪裡有破綻?產品熱賣是方法對了或只是湊巧?光有大數據還不夠,只有統計才能給你答案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作; 李貞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654050 耳鼻喉科名醫告訴你,最新暈眩症療法: 70％的暈眩是耳疾所致!簡單的翻身、眼球運動和手指體操,頭暈不再來。肥塚泉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067 精英必修的人文課: 復旦大學大受歡迎的一堂課,從詩經到紅樓夢,讓視野與氣度不同。一条課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081 一年就被挖角的工作技術: 想在職場上立刻引人注目,你肯模仿某些人嗎?絕對不做哪些事?連你用哪些文具都是關鍵。福山敦士作;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098 讀解力 吉田裕子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朋友文化



9789579654104 為什麼法國高中要考哲學?: 年輕人要學會思考,然後決定自己要怎樣的「幸福」!坂本尚志作;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111 整型檯上的人生: 「看不出來」的完美,最痛苦。怎樣的結果才叫成功?伊莎貝菈.薩爾法提(Isabelle Sarfati)著; 黃明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324 小青鬧端午 王文華文; 林師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9355 狐狸阿聰. 2 王玄慧文; 陳品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9393 班長下台(25週年紀念版) 桂文亞文; 曹俊彥, 詹迪薾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3716 河馬河馬大嘴巴 劉思源文; 陳完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3723 猴子小山的母親節禮物 王文華文; Asta Wu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7609 守夜者. 2, 黑暗潛能 秦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7616 徹底根治!尿失禁深蹲肌力操 奥井識仁著; 方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7623 銀魂最終研究: 萬事通的祕密題材帳簿 Happy Life研究會編著; 廖婉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7647 航海王最終研究. 6: 法則之謎 航海王法則研究會著;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7661 讓你瘦身一輩子!燃脂快瘦餐 劉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020 方型烤盤烤出鬆軟戚風蛋糕 吉川文子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037 小野月世開課!柔美傳神的水彩人像: 新手不可不知的21項要點小野月世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044 你的綠茶必須有點生薑 平柳要著; 邱顯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42685 妖怪地圖: 世界各地的神祕生物: 雪怪、狗靈、年獸、鳥身女妖等等珊卓拉.勞倫絲(Sandra Lawrence)著; 史都華.希爾(Stuart Hill)繪; 黃筱茵, 微光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9542708 麵包大師的學徒 彼得.萊因哈特(Peter Reinhart)著; 許景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42715 人間西遊: <>裡的世道、人生與情難 張怡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2739 生存的12條法則: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混亂生活開出的解方喬登.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著; 劉思潔, 何雪綾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026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7071 肇論略注 (明)匡山沙門憨山釋德清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939 佛說無量壽經 (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920 築光: 曙光女中德思樓的重建之路 張景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9943 奈米細菌: 慢性病的引爆點 曾坤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598 誰來當國王 陳麗鈴文; 陳羿文圖 其他 1

9789869730303 有人想要當神仙 陳媺慈文; 簡叡箴圖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海豚意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茶壺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埕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風文創



9789869730310 外星人大鬧黑森林 蕭惠云文; 戴湞琪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323 骨頭先生,你的心跳是幾下?關於人體的奇妙知識菲利普.阿道夫(Philip Ardagh)著; 麥可.高登(Mike Gordon)繪; 陳雅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330 暴龍的手為什麼那麼小?關於恐龍的驚奇探索 菲利普.阿道夫(Philip Ardagh)著; 麥可.高登(Mike Gordon)繪; 陳雅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347 蜘蛛竟然是近視眼?關於蟲蟲的趣味發現 菲利普.阿道夫(Philip Ardagh)著; 麥可.高登(Mike Gordon)繪; 陳雅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907 撒落的星星 西加奈子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914 達洋的生日 池田晶子作;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921 伊凡的第一次旅行 池田晶子作;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938 瑪西與爸爸 池田晶子作;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945 諾爾馬戲團來了 池田晶子作;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952 魔女撿到小寶寶 池田晶子作;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969 達洋的美味好夢 池田晶子作;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976 月光下的影子祭典 池田晶子著;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990 公主不在城堡裡 潔西.波頓(Jessie Burton)著; 安琪拉.芭蕾特(Angela Barrett)繪; 林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123 鑑識科學好好玩: 採證指紋、鑑定DNA、搜集微物跡證......五大主題x40個跨學科實驗,成為小小CSI鑑識專家!吉姆.魏斯(Jim Wiese)作; 陳偉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004 第四天 莎拉.羅茲(Sarah Lotz)著;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510 不可能,又怎樣: 工人之子的總統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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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61683 鍵盤三十三 黃瑞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8322 數學龍騎士. 2, 圖形 李準範作; Ntoon漫畫;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452 數學龍騎士. 3, 測量 李準範作; Ntoon漫畫;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513 名著好好讀: 安徒生童話(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537 原來如此閱讀趣: 我的第一本 兒童安全圖畫書(簡體字版)豆豆魚作 平裝 1

9789863018612 怪怪怪怪物(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3018674 海王八爪鯊 陳紹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681 零添加!柔軟溼潤磅蛋糕 Ennismore garden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698 超合金暴龍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704 暴走屍械 陳紹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711 情緒勒索: 那些在伴侶、親子、職場間,最讓人窒息的相處(簡體字版)周慕姿著 平裝 1

9789863018728 大腦衝浪: 你只需要一點心理學,衝破人生僵局!(簡體字版)劉軒著 平裝 1

9789863018735 黑龍騎士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742 數學龍騎士. 4, 規律 李準範作; Ntoon漫畫;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759 別讓錯誤的營養觀害了你: 你吃進的是營養還是負擔?(簡體字版)白小良著 平裝 1

9789863018766 裝甲小丑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773 BABY100認知圖鑑(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8780 BABY100交通工具(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8797 韓國人氣烘焙師甜點課: 60道經典創意食譜,百變技巧全圖解!趙恩崢作;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803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簡體字版) Peter Su著 平裝 1

9789863018810 令人挫折的不是跌倒,而是從來不敢向前奔跑(簡體字版)徐竹著 平裝 1

9789863018827 五代中醫救命之方: 保心臟、斷焦慮、抗血糖、去肝炎,急慢症實證病案大解析(簡體字版)張鐘元, 張維鈞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陸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小異



9789863018834 鋼羽軍團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841 星空戰士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858 最強刺客 饒國林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865 給孩子的漢字繪本: 漢字的演變(簡體字版) 鄭庭胤編著; 陳亭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872 給孩子的漢字繪本: 漢字好好玩(簡體字版) 鄭庭胤編著; 陳亭亭繪 平裝 1

9789863018889 生化人危機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902 勁腿戰士 陳紹霖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919 超古代兵器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926 數學龍騎士. 5, 分類 李準範作; Ntoon漫畫;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957 西遊記繪本: 花果山美猴王(簡體字版) 小千文; 蕭秝緁圖 精裝 1

9789863018971 蔡康永的情商課: 為你自己活一次(簡體字版) 蔡康永著 平裝 1

9789863019022 能自處,也能跟別人好好相處: 成熟大人該有的33個心理習慣(簡體字版)劉軒著 平裝 1

9789863019060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怎麼可能忘了你(簡體字版) 志銘, 狸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258 高血脂,你吃對了嗎? 陳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104 股王的下一個百年: 從中國名酒看茅台集團的經營之道汪中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159 喚醒身體的自癒力: 用禪的智慧幫你找回心中的平靜包祖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173 心態,決定你的世界 Sam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180 一灸見效: 古法艾灸的簡易祛病方 石晶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11197 穴位完美配對按摩法: 名醫教你對症調養消百病紀清, 王桂茂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108 日本與臺灣: 為何兩國是命運共同體 加瀨英明著; 崔立傑, 劉季樺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142 坎城創意獎結案報告. 2018年 賴治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602 金剛經的真面目,你讀對版本了嗎?: 八種譯本的比較-以派系思想為主。釋定泉著; 蕭振士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6321 素食者的雞精: 啤酒酵母 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6338 勝鬘經輕鬆讀: 男女平等成佛的關鍵根據 蕭振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6345 肇論白話輕鬆讀: 用智慧尋找佛道 蕭振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6352 好習慣不用刻意練習: 每天只要多做一點點,輕鬆製造慣性,就能簡單改寫人生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727 圓覺經輕鬆讀 蕭振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803 用傾聽取代說服,贏回話語主導權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827 3分鐘放鬆!: 舒緩壓力、更有效率的59個靜心遊戲淼上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834 華嚴經開悟後的生活智慧: 入法界品精要 (唐)實叉難陀原譯; 蕭振士, 梁崇明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45661 與魔鬼聊天: 為什麼邪惡可能是種美德?最強魔鬼生存法則佐藤蜜郎作;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685 人間失格 太宰治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692 情緒賽局 艾雅爾.溫特(Eyal Winter)作; 高英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708 財富的幾何學: 行為金融大師教你排除大腦中的貧窮因子,正確錨定金錢與幸福的關係,讓投資與財務規劃100%發揮布萊恩.波提諾(Brian Portnoy)著; 李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722 有限理性: 行為經濟學入門首選!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共舞,理解人類真實行為的最佳工具友野典男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739 紀律的交易者: 培養贏的態度,成功的交易80%靠心理,只有20%靠技巧馬克.道格拉斯(Mark Douglas)著; 劉真如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7645746 交易聖經: 六大交易致勝通則,建立持續獲利的贏家模式布倫特.潘富(Brent Penfold)著; 羅耀宗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849 媒材動員: 曾定榆藝術家展集 曾定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魚廣告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大都會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963 漢文雅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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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8346 天湖堂興建史 周亦龍等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505 大湖長壽宮 碧湖宮 觀音亭廟誌 林柏勝總策劃 精裝 1

9789869745505 大湖長壽宮 碧湖宮 觀音亭廟誌 林柏勝總策劃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74019 飲料與調酒(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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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75276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412 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5436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程馨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5443 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5450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七. 107年度 歐昌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5511 工程力學焦點速成+高分題庫 良運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5740 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5757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頻出題庫 郝強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5825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法(含概要) 成在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5832 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 亭宣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863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二. 107年度陳培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5870 逼真!法學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任穎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5887 政府採購法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900 名師壓箱秘笈: 課程與教學 舒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5924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郝強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931 行政學(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948 主題式測量學(含概要)精選題庫 林志憲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5955 國文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962 灌溉排水概要 林震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5979 行政法(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5986 社會學 陳月娥編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5993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006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一: 教育理論基礎 舒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013 政治學(含概要)混合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蔡力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020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二: 教育實務運作 舒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037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三: 教育政策法規與輔導特教舒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051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068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八, 107年度 吳姍姍, 伍湘芬, 邱鉦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075 國小教甄口試實例演練 何元亨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082 保健食品概論. 2, 營養篇 陳珮茹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099 金融數位力一次過關 李宗翰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105 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溫陽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112 農業概論 蔡耀中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129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三,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陳嘉文, 潘雲, 蔡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136 主題式土木施工學概要高分題庫 林志憲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143 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精闢新解(含教行、教心、測統、教史哲、比較、教概等)陳培林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湖廟宇聯合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發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創意空間廣告



9789864876150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重點整理+歷年試題解析二合一過關寶典艾帕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167 地景文化、永續觀光與文創產業 丘昌泰, 劉宜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174 不動產估價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 林筱涵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181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 林筱涵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198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6204 會計學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211 電力系統重點整理+高分題庫 廖翔霖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228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陳盛, 王一周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235 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242 租稅申報實務 賦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259 租稅申報實務: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賦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266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含概要)精析 陳正祥, 成傑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273 海巡法規(含概要) 江南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297 逼真!電工機械(電機機械)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鄭祥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303 水利工程概要與水利工程設計 張明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310 移民政策與法規 張瀚騰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6327 國文(作文)(快速上手+歷年試題)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334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等相關法規 簡正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341 國文(作文)(速成+歷年試題)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35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江秀敏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365 最新題型國文: 測驗精鍊(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楊仁志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6372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成宜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389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玥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396 會計學(包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陳智音, 歐欣亞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6402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大意) 盧金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419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乙級技能檢定術科實作秘笈李秋燕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426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包括所得稅法、稅捐稽徵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方君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6433 保健食品概論. 1, 實務篇 黃馬克, 李明怡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440 犯罪偵查(含概要) 趙豐群, 何瑞修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457 犯罪偵查 劉偉祥, 何瑞修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464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471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48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學術科經典試題總彙黃金銀, 王森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495 一擊必中初考英文 黃亭瑋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501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賦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518 公民: 看這本就夠了(初等特考) 邱樺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525 國文: 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 鍾裕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6532 國文: 測驗(包含公文格式用語)焦點速成 高朋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549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陳椿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556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溫陽, 關偉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563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張玉玲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570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一,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世界文化史(含概要))陳書翊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587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含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594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海巡特考) 溫陽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600 一次考上地政士專業證照(專業科目+國文) 陳椿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617 海巡勤務(含概要) 蔡玉荷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6624 普通化學實力養成 陳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631 英文焦點速成 劉似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648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662 台灣原住民族史及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含概要、大意)邱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679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686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乙級技能檢定學科分類題庫李秋燕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693 法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成宜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709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重點統整+歷年試題解析二合一過關寶典陳怡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723 國中小校長主任甄試教戰手冊 林翠華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730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6747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猜題及歷屆試題 龍田編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6754 工礦衛生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6778 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翊銜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785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歷年考題大觀 徐弘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792 準備國考的第一堂公民課: 看這本就夠了 蔡綸, 朱曦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808 地方自治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朱華聆, 郝強編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6815 校長主任甄試金榜必讀160題 林翠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6822 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章庠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6839 英文: 看這本就夠了 劉似蓉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846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含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李宜藍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853 公民焦點速成 蔡力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6860 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林志忠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6877 風險管理制度與實務重點統整+歷年試題解析二合一過關寶典陳盈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891 工業安全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907 戶籍法規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紀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6921 請問,國考好考嗎? 開心公主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938 領隊實務. 一, 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945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台灣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導遊人員)邱燁, 章琪, 陳書翊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952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邱燁, 陳書翊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976 補教名師教你成功自學領隊導遊英文 張馨文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6983 導遊實務. 一,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6990 領隊導遊英文(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7010 領隊實務. 一, 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7027 導遊實務. 一, 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7034 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政類超強5合一 千華名師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7102 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類超強4合一 千華名師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7171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7249 領隊實務. 二, 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97621 無冕的帝王: 曹操 公子齊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751 馬化騰人生哲學課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768 陸費逵談教育 陸費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836 家有財婦: 時代麗人理財非常道 王貴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843 暴獄 韓先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850 把小日子收進手帳裡 阿怪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867 來自全世界的育兒經 馬克.伍兹著; 鄭志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874 落葉集 公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881 解壓密碼 王貴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898 蜥蜴腦法則 吉姆.柯明斯著; 劉海靜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04 風中之櫻. 1: 丢夢紀 殷健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11 風中之櫻. 3: 真幻源 殷健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28 風中之櫻. 2: 古蓮花 殷健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35 風中之櫻. 4: 大道書 殷健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42 結婚季 吳佳駿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59 解決衝突的關鍵技巧: 如何增加你的有效社交 達納.卡斯帕森著; 王麗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66 超體能健身 托尼.尼克爾森著; 李哲峰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80 養育女孩(父親版) 梅格.米克著; 劉海靜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4997 事業單位,那點事兒 倪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00 帶孩子去森林: 來自「森林學校」的遊戲與成長指南彼特.洪頓, 珍妮.沃倫著; 劉海靜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17 馬雲: 一路這樣走來 李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24 聰明人都在看的成功心理學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31 跟各國人都聊得來: 三個月外語流利術 本尼.劉易斯著; 王婷，黃姝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48 路線圖 王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55 做擅於給孩子減壓的貼心父母 李世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62 福布斯咒語全集 北野淳一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79 婚姻啟示錄 李蘇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79 婚姻啟示錄 李蘇章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2

送存冊數共計：122

千華駐科技



9789575925086 監獄長手記 韓先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093 跟任何人都聊得來: 最受世界500強企業歡迎的溝通課邁克.貝克特爾(Mike Bechtle)著; 陳芳芳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109 空巢: 我的養老誰做主 弋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116 精簡社交 莫拉格.巴雷特著; 王麗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123 書院門 南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130 傅斯年談教育 傅斯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147 鹹的人 王悶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154 別跟我說你懂應聘 子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5161 活在當下 牛頓著; 李宛霏，吳瑕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871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二十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9561 會問問題,才會帶人: 問對問題,等於解決了大半問題;把問題問出來,你將受惠於答案克莉絲.克拉克-艾普斯坦(Chris Clarke-Epstein)著; 馮克芸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9578 寂寞田野: 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 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著; 卞思梅, 何源遠, 余昕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585 尋找創意甜蜜點: 掌握創意曲線,發現「熟悉」與「未知」的黃金交叉點,每個人都是創意天才亞倫.甘奈特(Allen Gannett)著; 趙盛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592 鋸齒形的孩子 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著; 林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608 女人要帶刺 Roberta Gregory著; 何穎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9615 天體運行論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張卜天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39622 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戈革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39639 世界的和諧 克卜勒(Johannes Kepler)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張卜天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39646 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 牛頓(Isaac Newton)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王克迪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39653 相對論原理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范岱年, 許良英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39660 站在巨人肩上: 物理學與天文學的偉大著作集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等著; 霍金(Stephen Hawking)編.導讀; 張卜天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9677 我所受的傷 葉揚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139684 雲沒有回答: 高級官僚的生與死 是枝裕和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691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139707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139714 真實世界的倫理課: 82個影響你一生的思考練習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721 從易經看鬼谷子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738 大開眼界 羅馬娜.洛瑪尼新(Romana Romanyshyn), 安德瑞.雷西夫(Andriy Lesiv)著.繪; 楊馥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745 鱷魚的一天 喬凡娜.佐波莉(Giovanna Zoboli)著; 瑪麗亞恰拉.荻.喬治(Mariachiara Di Giorgio)繪; 吳文君責任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752 但願有一天你會懂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769 但願有一天你會懂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776 厭世女兒: 你難道會不愛媽媽? 厭世姬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783 迷宮城堡 提耶利.布爾西(Thierry Bourcy), 法蘭斯瓦-亨利.蘇利耶(François-Henri Soulié)著; 陳太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790 威斯.安德森作品集: <>動畫電影製作特輯 蘿倫.威佛(Lauren Wilford), 萊恩.史蒂文生(Ryan Stevenson)作; 俞智敏, 李建興, 林潔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806 犬之島 望月峰太郎, 威斯.安德森作; 馬世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813 終極慢活: 現在是當老人最好的時代 卡爾.歐諾黑(Carl Honoré)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716 會!日本語初階. 2 できる日本語教材開発プロジェクト等著; 嶋田和子監修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723 滿點聽解N4 中村かおり, 福島佐知, 友松悦子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730 長照.看護基本用語.用例詞典: 日.中.越.英 四國語三橋麻子等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754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II, 聴解タスク 牧野昭子, 田中よね, 北川逸子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761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I, 聴解タスク 牧野昭子, 田中よね, 北川逸子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785 漫畫版!錯誤中學習日語 バックホルツのいこ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785 漫畫版!錯誤中學習日語 バックホルツのいこ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785 漫畫版!錯誤中學習日語 バックホルツのいこ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808 日語檢定考前必勝問題集N4文字.語彙.文法 飯嶋美知子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815 日語檢定考前必勝問題集N5文字.語彙.文法 飯嶋美知子等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6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7

大葉大學資管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401 觀自在寶覽 大圓滿祖師廟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40771 當我睡著之後,世界還醒著 蘿拉.柯奧恩作; 彭康兒繪; 周怡伶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788 就是愛變魔術!讓你變身人氣王的漫畫圖解魔術百科魔術師.亞瑞斯原案.監修; 小崎雄腳本; AUN幸池重季漫畫; 李彥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18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1, 點子不是只有一個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18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1, 點子不是只有一個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25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2, 排排看、找找看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25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2, 排排看、找找看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32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3, 以流程圖畫出未來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32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3, 以流程圖畫出未來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49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4, 演算法遊戲大挑戰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49 (不插電)小學生基礎程式邏輯訓練繪本: 4, 演算法遊戲大挑戰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63 經典傳奇故事: 魔瓶 謝武彰文; 徐進圖 三版 精裝 1

9789578640870 經典傳奇故事: 夜裡來的老虎 謝武彰文; 徐進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887 地球叔叔教我的事 藤原宏宣文; 法生圖; 詹慕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900 令人抓狂的小女孩 丹地晶子文.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917 分數: 從分數的寫法到分數的乘除 荻野仁漫畫; 李彥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924 NEW全彩學生快速記憶英語圖鑑字典: 情境學習常用單字、片語和會話句型佐藤久美子監修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40931 隱形男孩 裘蒂.路德維希文; 帕提斯.巴頓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955 小鱷魚家族: 多多和神奇泡泡糖 麥克.史密斯文; 米雅圖; 林芳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979 小昆蟲大舞臺: 獨特觀察角度的昆蟲圖鑑 森上信夫攝影.文字; 黃悠然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153 圖說歷史故事: 先秦 陳金華編寫; 楊學成繪畫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6160 圖說歷史故事: 秦漢魏晉南北朝 陳金華編寫; 楊學成繪畫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748 楚辭.飛鳥.繪: 水彩.色鉛筆的手繪技法,重現古典文學的唯美畫卷介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755 血染的皇權: 中國歷代天子鬥爭史 王振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779 圖說歷史故事: 隋唐五代兩宋 陳金華編寫; 楊學成繪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918 義大利愛經 米羅.馬那哈(Milo Manara)著; 韓書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34932 妖怪森林外傳 曾耀慶等作; 洪雅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949 城市裡,有時候 61Chi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715 論漢字與羅馬字互動及教育文化(1994-2017) 余伯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88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2019: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107年試題)張凡, 洪逸, 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089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含工程力學概要、機械力學概要)). 2019(104-107年試題)張皓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737 國營事業講重點(熱力學與熱機學) 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98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19: 微積分(105-107年試題)歐大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77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熱力學(含熱傳學、熱工學)). 2019(101-107年試題)姜伯, 李祥, 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碩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圓滿祖師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熊



978986345393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流體力學(含流體力學概要、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流體力學與水文學)). 2019(103-107年試題)李祥, 林禾, 林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59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19(99-107年試題)張碩, 詹森, 韓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22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含機械製造學概要)). 2019(103-107年試題)莊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39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機械設計(含機械設計概要、機械原理概要、機動學與機械設計)). 2019(103-107年試題)祝裕, 程東, 莊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615 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法律實務組). 2019(105~107年試題)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653 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調查工作組). 2019(107年試題)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660 國營事業講重點(電磁學) 李長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707 個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編著 四版 平裝 2

9789863455714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政風類). 2019(103-107年試題)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738 研究所講重點(流體力學新傳) 林禾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5745 研究所講重點(流體力學新傳) 林禾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575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空氣污染與噪音防治)三、四等. 2019(102-107年試題)何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76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廢棄物處理工程(含廢棄物處理工程概要、廢棄物工程))三、四等. 2019(102-107年試題)何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77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與管理(含環境規劃與管理概要))三、四等. 2019(102-107年試題)王瀚, 張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783 研究所講重點(資料結構(含精選試題)) 洪逸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5790 火災調查與鑑識實務 廖茂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5806 公職考試講重點(法學緒論(含法學大意)) 陳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581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含環境科學概要))三、四等. 2019(102-107年試題)王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820 計算機概論: 研究所講重點 洪逸, 劉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583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三、四等. 2019(102-107年試題)石濤, 王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84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磁學). 2019(100-107年試題)李長綱, 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851 公職考試講重點(計算機概論)三、四等 劉逸, 張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5882 消防機械 謝景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590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立法程序與技術)三等. 2019(103-107年試題)軒諭, 賽利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91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電子學(105-107年試題)鄧茗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929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表解 沈子勝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455936 研究所講重點(自動控制系統) 張碩, 詹森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45594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商事法)三等. 2019(102-107年試題)文心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9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半導體工程). 2019(99-107年試題)劉強, 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967 研究所講重點(超強工程數學) 張衡, 張群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5981 研究所講重點(超強工程數學) 張衡, 張群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5974 研究所講重點(超強工程數學) 張衡, 張群編著 六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45599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 2019(104-107年試題)吳鋼, 楊智, 羅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0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政治學(含政治學概要)). 2019(104-107年試題)謝望民, 高聞, 衛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1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學(含行政學概要)). 2019(104-107年試題)謝望民, 高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2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資料結構(101-107年試題)林偉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3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系統專案管理(103-107年試題)張逸, 張瑞, 楊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4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資料處理(100-107年試題)吳鋼, 林偉, 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5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儀表概要). 2019(99-107年試題)劉強,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6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 2019(100-107年試題)陳澤,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7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 2019(104-107年試題)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87 公職考試講重點(空氣污染防治及噪音管制) 何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09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含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刑事訴訟法概要、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三、四等. 2019(105-107年試題)蕭峰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概要). 2019(99-107年試題)陳澤, 李元, 孫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1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含國文、英文)). 2019(107年試題)李華, Jacob Wu, 葛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2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人類學). 2019(97-107年試題)丁永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3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2019(97-107年試題)洪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4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本國文學概論(含本國文學概要)). 2019(101-107年試題)李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5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文化行政概要)). 2019(101-107年試題)洪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6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藝術概論(101-107年試題)高尚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7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世界文化史(含世界文化史概要)). 2019(101-107年試題)丁永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186 物理冶金學(含材料科學): 研究所講重點 楊慧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456193 材料熱力學(冶金熱力學): 研究所講重點 楊慧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45620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工程數學(103-107試題)程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21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電路學(103-107試題)張鼎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23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法學知識(107年試題)陳理, 鄭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24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電力系統(102-107年試題)林力, 袁大為, 李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25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計算機概論(105-107年試題)張逸, 羅文, 陳峻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261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電機工程技師(102-107年試題)鄧茗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285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19: 經濟學(105-107年試題)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29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通信與系統(99-107年試題)時越, 項揚,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308 保安監督人複訓教材 吳武泰, 邱晨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631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政策). 2019(99-107年試題)謝望民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32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公共管理(102-107年試題)謝望民, 高士奇, 高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33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地方政府與政治(103-107年試題)袁湘晴, 高仲, 高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346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19: 國文(105-107年試題)王箏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345635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行政法(106-107年試題)陳理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360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19: 英文(105-107年試題)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377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環境工程技師(102-107年試題)石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38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環境污染防治技術(103-107年試題)王瀚, 劉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469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19: 物理(105-107年試題)周哲揚, 郝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483 公職考試講重點: 中華民國憲法 陳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6520 單元操作: 研究所講重點 林隆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6537 輸送現象: 研究所講重點 林隆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656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租稅各論(100-107年試題)張天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57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2019: 稅務法規(103-107年試題)張天啟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10139 哈佛人必讀的32堂賽局戰術: 用13個職場攻防法則,讓善良的你也能勝出!福田晃市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153 心病解剖書: 潛意識裡的傷，只有自己知道。用他們的故事，讓自己重新活一次!曾奇峰著 平裝 1

9789578710160 我如何以「IB國際文憑」 錄取世界名校?: 提早掌握語言、簡報、寫作力,重新找回被低估的實力!蘇弘曆著 平裝 1

9789578710177 我在股海賺二億: 傳奇交易員寫給散戶的9堂投資必修課!工藤哲哉著; 林信帆譯 平裝 1

9789578710184 我決定我是誰: 在負能量爆表的人生路上,我不活在別人的嘴裡!鍾明軒著 平裝 1

9789578710191 情緒智商: 哈佛大學代代相傳的3堂自我管理課!譚春虹著 平裝 1

9789578710207 「溫暖討喜」的微狡猾交往術: 付出1%的努力,就能提升99%貴人運的65個技巧!內藤誼人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578710214 精準溝通: 哈佛高材生必讀的4堂人際成功學! 譚春虹著 平裝 1

9789578710221 開小店最該要做的事: 從投入最少本錢,到選擇最佳地點的35個技巧!王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5930 小修與沃特: 美味大探險 工藤紀子作.繪;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227 小修與沃特: 長長的旅行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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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7910 這是什麼店? 秦好史郎文.圖; 劉握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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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8658 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733 想點什麼菜呢? 秦好史郎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733 想點什麼菜呢? 秦好史郎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740 明天天氣怎麼樣? 秦好史郎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740 明天天氣怎麼樣? 秦好史郎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832 地下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863 猜字謎,學語文 吳燈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863 猜字謎,學語文 吳燈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894 創意魔小開學趴 郭恆祺作; BO2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8931 三球毛線,編織自由 亨利克塔.克里斯蒂娜文; 河野雅拉圖; 沙永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962 虛擬實境閱讀大賽. 2, 飛天遁地美猴王 譚麗霞著; 簡翊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8979 寶寶的臉: 我的第一本臉譜書 陳宥達編著; 林柏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986 海底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993 小卡車兜兜風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006 滿天星,亮晶晶 杜榮琛文; 韓舞麟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037 爸爸的傑作 許雅梅文; 棗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068 和雨蛙爸爸一起: 昆蟲採集初體驗 松岡達英文.圖; 邱承宗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075 毛毛的爆炸頭 山西源一文.圖; 盧本文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82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魯文化



9789862119082 吉布的小汽車 市川里美文.圖; 武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099 超級理髮師. 2, 今天是兒童日 乾榮里子文; 西村敏雄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105 廁所幫少年偵探. 4, 外星男綁架之謎 林佑儒著; 姬淑賢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112 廁所幫少年偵探. 6, 來自哇啦星球的謎語 林佑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129 廁所幫少年偵探. 10, 古屋夏日謎團 林佑儒著; 姬淑賢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143 蠑螈與壁虎: 有點像又有點不一樣 松岡達英文.圖; 邱承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150 狐狸忘記了 馬丁.巴茲賽特(Martin Baltscheit)文.圖; 林美琪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167 你會上學校的廁所嗎? 村上八千世文; 瀨邊雅之圖; 周姚萍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204 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 菲立普.史戴文; 艾琳.史戴圖; 柯倩華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235 小修與沃特: 遇見新朋友 工藤紀子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516 親一下小鱷魚 西恩.泰勒(Sean Taylor)文; 班.曼托(Ben Mantle)圖; 上誼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530 您好,歡迎光臨!逛商店街 齋藤忍文.圖; 郭孚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554 點點玩創意 赫威.托雷文.圖; 周婉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561 點點愛塗鴉 赫威.托雷文.圖; 周婉湘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454 XS程式交易煉金術 杜昭銘, 數據金, 黃建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734 北屯區人文歷史初探 張明權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87046 漫畫STEAM科學史. 1, 石器時代到古希臘,奠定科學基礎知識鄭慧溶著; 辛泳希繪; 鄭家瑾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487053 華德福教育的本質: 華德福創始人Steiner暢談「身心靈全人教育」的思考與初心(華德福100週年紀念版)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著; 李宜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060 許願椅失蹤了: 英國最受歡迎童書女王.華德福中小學指定閱讀(許願椅. 2)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著; 聞翊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084 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 卡倫.荷妮(Karen Horney)著; 林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5161 教孩子情緒管理套書 謝淑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9125161 教孩子情緒管理套書 謝淑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9125376 不用獎勵、不必處罰,我就是喜歡做的事 姜景琇文.圖;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383 我怕狗狗,狗狗也怕我嗎? 任溶溶文; 沈苑苑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390 我不想吃這個!那個也不吃! 貝絲堤.派金森(Betsy Parkinson)文; 尚恩.可瑞司特(Shane Clester)圖; 王舜愉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06 便便真厲害!: 大自然動物的生存絕招 莎拉.馬特(Sara Martel)文; 莎拉.琳恩.柯倫貝(Sara Lynn Cramb)圖; 翁菀妤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13 你離我太近了,請給我一點空間! 克里絲蒂安.瓊斯(Christianne Jones)文; 凱爾.艾金森(Cale Atkinson)圖; 黃婷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20 這是哪一國小朋友的腳呢? 鄭海永文.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37 你是媽媽眼中獨一無二的孩子 提利.羅伯埃克特(Thierry Robberecht)文; 吉內特.霍夫曼(Ginette Hoffmann)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44 和大象一樣重的謊言 提利.羅伯埃克特(Thierry Robberecht)文; 艾絲黛兒.敏思(Estelle Meens)圖; 翁菀妤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51 鯨魚的眼睛 珍妮佛.奧康奈爾(Jennifer O'Connell)文.圖; 張家葳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68 不要一直學我啦! 喬納森.艾倫(Jonathan Allen)文.圖; 游卉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75 孩子,我第一眼就愛上了你 扎克.布希(Zack Bush)文; 格雷戈里歐.勞勒提斯(Gregorio de Lauretis)圖; 翁菀妤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482 我希望我爸爸 安丹兌文; 曺原希圖; 李伊苓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墩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3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億



9789573052661 七海一燈: 悟「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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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5787 零基礎學漢方芳療: 一次學會中醫理論、調香原理,融會貫通35種精油的中西效能唐金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794 為什麼丈夫什麼都不做?為什麼妻子動不動就生氣?高草木陽光著; 林依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800 看穿男人的心機套話術 加百列.帕拉西奧斯作; 蕭淑惠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817 巴哈花精應用指南: 獨創38種花精冥想練習,幫你釋放情緒壓力中澤厚子著; 王毓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824 法國藥劑師的兒童芳香療法: 以精油照護兒童的108種病症丹妮兒.費絲緹著; 劉書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426 超簡單!貓咪健康按握術: 每天十分鐘,輕鬆按按保平安蒂娜.史丁皮格.盧汀瑟(Tina Stümpfig-Rüdisser)著;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433 超療癒!狗兒健康按握術: 每天十分鐘,輕鬆按按保平安蒂娜.史丁皮格.盧汀瑟(Tina Stümpfig-Rüdisser)著;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017 中式麵食乙級完勝密技 羅靖瑋, 蕭美珍, 黃陳玉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24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19 張清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31 截糖好生活: 30天你也可以減脂10斤,年輕10歲,科學斷糖,永不復胖張慧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48 心靈療癒的3D果凍花 卞柔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55 潘明正老師的甜點實驗室: 不只說How也說Why!開店配方、技巧不藏私大公開潘明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62 邱師傅的烘焙天地 邱献勝, 馮寶琴, 鍾昆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86 居家,男人的吐司 王宗祐, 黃葉嘉, 許慶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557 上師的足跡 巴巴台灣行 阿南達拉麗塔(Avtk. Ananda Lalita' A'c.)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564 羅摩難陀回憶錄 阿闍黎羅摩難陀(Acharya Ramananda Avadhuta)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4011 好想吃冰淇淋 Dr. M文; Shiny Shoe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629 風景素描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72 基礎油畫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71 靜物素描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71 靜物素描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88 花卉鉛筆素描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88 花卉鉛筆素描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95 基礎鉛筆素描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95 基礎鉛筆素描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8507 色鉛筆素描技法. 2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8507 色鉛筆素描技法. 2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202 漫畫大霹靂復刻典藏版 鄭問編繪; 黃玉郎監製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醫囝囡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貓流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555 好睡: 新的睡眠科學與醫學 楊定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0562 怯濕寒百病消,調養即治療 楊世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0579 頭腦的東西: 一個真實的新科學 楊定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0586 無事生非: 不同,甚至顛倒的生命與靈性觀 楊定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0593 為何我們愛得,又傷又痛?: 終止親子彼此錯待,教養專家破除以愛為名的控制、依賴、寄生、批評,找回家的歸屬感盧蘇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57409 我跑來跑去,從旅行中尋覓心靈 林保寶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57416 帶著媽媽去旅行 林保寶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3798 慢老 黃惠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941 我們住在焦慮星球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韓絜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958 智能商業模式 曾鳴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4016 活著的理由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洪瓊芬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4054 一流的人如何保持顛峰 布萊德.史托伯格(Brad Stulberg), 史蒂夫.麥格尼斯(Steve Magness)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4061 浪漫台三線人文足跡款款行: 行腳。樟之細路 陳世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4061 浪漫台三線人文足跡款款行: 行腳。樟之細路 陳世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4078 浪漫台三線心靈足跡款款行: 探訪。心適原鄉 陳世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4085 浪漫台三線產業足跡款款行: 喚醒。老舖創生 陳世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4092 關鍵課題思考 清水久三子著; 林佑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4108 如何說服一隻貓? 傑伊.海因里希斯(Jay Heinrichs)著; 李祐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4115 好好拜託 海蒂.格蘭特(Heidi Grant)著; 謝儀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4160 新聞不死,只是很喘: 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 黃哲斌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26866 「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吳慧卿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7426 朝日新聞校對王教你日文寫作術 前田安正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570 好吃又澎湃!創意熱炒40道: 一鍋三步驟,從家常到宴客,豐盛食材美味上桌!瓦勒利.多樂(Valéry Drouet)著; 王晶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921 科技世代一定要會的英文: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潘亭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976 減鹽料理可以這麼好吃!: NHK嚴選80道家常食譜,少用一半鹽,美味又健康小田真規子監修; 米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983 下一座世界工廠: 黑土變黃金,未來全球經濟引擎與商戰必爭之地-非洲孫轅(Irene Yuan Su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990 新零售狂潮: 數據賦能x坪效革命x短路經濟,優化人、貨、場效率,迎接零售新未來劉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003 柏林HOLIDAY: 柏林圍牆.帝國建築.文化遺產.歷史蛻變軌跡,德國啤酒與傳統料理,一本就GO!柳相鉉著; 獨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010 日檢N1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作; 詹兆雯, 游翔皓譯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2488027 別傷心,我會陪著你 科里.杜若菲德(Cori Doerrfeld)文.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8034 New TOEIC新制多益文法滿分關鍵 蕭志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041 慢遊首爾小巷弄: 精選12大區148個新潮景點,跟著在地人關鍵字玩出不一樣的首爾SK Planet著;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058 韓語40音就該這樣學! 魯水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065 品牌親密度: 6大原型x3大階段x3大層級,增強品牌與消費者互動與共鳴,圈粉又圈錢馬里奧.納塔雷利(Mario Natarelli), 蕾娜.普拉派爾(Rina Plapler)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072 晉升吧!A級職員: 職場苦手必讀,把上班阻力變動力,打造職場勝利組小山昇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089 我喜歡我自己! 莎曼珊.柏傑(Samantha Berger)文; 克哈斯可耶特(Kerascoet)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8096 謝謝生命中的討厭鬼: 學會心靈轉化法,讓笨蛋天使幫你重拾平靜與快樂!羅伯特.貝茨(Robert Betz)著; 楊婷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973 達磨二入四行觀: 惟覺安公老和尚經典開示錄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文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5

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609 可操作的民主: 蘿蔔規則進村記 寇延丁, 袁天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616 親自活著 寇延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612 耕.墨: 柯耀東87書畫展 柯耀東作 平裝 2

9789869694629 伴/絆: 趙宗冠、唐双鳳家族六人聯展 趙宗冠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866 醫道存真: 抗癌心得筆記 吳南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873 懸壺雜記: 民間中醫屢試屢效方 唐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1215 我早就知道 玉米辰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9659 台灣旅遊地圖王: 宜蘭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666 台灣旅遊地圖王: 新竹市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673 台灣旅遊地圖王: 苗栗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680 台灣旅遊地圖王: 嘉義市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697 台灣旅遊地圖王: 基隆市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03 台灣旅遊地圖王: 花蓮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10 台灣旅遊地圖王: 馬祖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27 台灣旅遊地圖王: 金門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34 台灣旅遊地圖王: 澎湖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41 台灣旅遊地圖王: 台東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58 台灣旅遊地圖王: 雲林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65 台灣旅遊地圖王: 彰化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72 台灣旅遊地圖王: 南投縣 地圖王製作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89 台灣旅遊地圖王: 新竹縣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796 台灣旅遊地圖王: 屏東縣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02 台灣旅遊地圖王: 嘉義縣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19 台灣旅遊地圖王: 台灣環島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26 台灣旅遊地圖王: 台北市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33 台灣旅遊地圖王: 新北市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40 台灣旅遊地圖王: 桃園市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57 台灣旅遊地圖王: 台中市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64 台灣旅遊地圖王: 台南市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9871 台灣旅遊地圖王: 高雄市 地圖王製作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743 臺三線,桃園客家第一庄 蘇于修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戶外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天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田工場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9789863144168 蔣家媳婦. 上集 蔣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64 蔣家媳婦. 下集 蔣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751 世界年鑑. 2019 中央通訊社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505 基督活力運動在華50年紀念特刊 張象文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0824 <>中的雷鳴遠資料彙編 侯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325 巴哈花精問答集: 為您解答巴哈花精的基本準則與標準約翰藍索(John Ramsell)著; 柯智美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696 從悲劇中開出幸福花朵的人生智慧-叔本華 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著; 木云, 林求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314 我不吃藥,照樣擊退膽固醇與中性脂肪 長島壽惠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321 憤怒也好,生氣也可以: 不被他人操縱情緒的憤怒使用說明書李忠憲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345 張力中的孤獨力: 孤獨,讓學習與思考更有威力 張力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352 醫生說「請你運動!」時,最強對症運動指南: 日本首席體能訓練師教你: 1次5分鐘,釋放身體痠痛疲勞,降中風、心臟病死亡率!中野.詹姆士.修一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457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三十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681 建築速寫: 空間的圖像筆記 戴楠青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683 魔女的謊言 奈樂樂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5690 跳下去的一秒 奈樂樂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3603 喝掉!喝掉! 蔡明昌文; 鄭郁欣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411 炒蛋炒蛋,炒吵吵! 陳進隆文; 張河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6428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56435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56442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56459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56466 海豚與男孩 陳進隆文; 楊宗明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少年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丰光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永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活力運動全國秘書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通訊社



9789869356473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56480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56497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744409 Word sudoku V-1200 林育如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812 水仙情 王竹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829 易仇 王竹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64686 臺灣國際金壺獎陶藝設計競賽展專刊. 2016第六屆羅英銀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964693 竹花籠 陳盈達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8964709 熔 范振金作 精裝 1

9789578964716 銀壺通鑑. [壹] [銀壺通鑑編輯委員會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8964723 號級古董茶事典: 普洱茶溯源與流變 楊凱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8964730 臺灣國際金壺獎. 2018第七屆: 陶藝設計競賽展專刊羅英銀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477 同濟大學中醫大師傳承班授課精華錄 顏新, 顏乾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4491 職場華語一點就通 樂大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301 蒲輔周醫案 中國中醫研究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206 解開加密貨幣的致富密碼 游凡花(Athena You)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318 廚具解構大全 中華民國廚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380 血壓的科學健康全書 毛利博著; 汪欣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01 生酮抗病醫囑書: 60道奇蹟食譜X4原則X6步驟強化正常細胞,惡死癌細胞麻生怜未作; 駱香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18 攻心談判聖經 朱建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25 變化點管理: 面對全球化蝴蝶效應,「應變力」是勝出關鍵原嶋茂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32 咖啡杯測的科學: 從生豆購買,烘焙調校,到萃取曲線,追求頂極咖啡必學的品味技術IBLINE編輯部著;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49 你的大腦很愛這麼記!: 完整82項腦科學記憶訣竅,回想力擴增10倍山口佐貴子著;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56 活用心理學讓安靜內向是才能 神岡真司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63 不用好口才,也能聰明回話 伊庭正康著; 汪欣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70 時間經濟學: 最佳工作時序白金四原則,讓時間價值極大化的「鬼速工作術」美崎榮一郎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87 解除每天毒害健康讓你變胖的糖毒危機 大衛.辛振可(David Zinczenko), 史蒂芬.培林(Stephen Perrine)著;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094 用故事表達,輕鬆感動任何人: 學會賈伯斯說故事技術,粉絲、部屬、客戶都一路跟隨穆瑞.諾瑟爾(Murray Nossel)作; 林雨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06 真希望,我25歲就懂這些事: 學歷不頂尖,缺乏好口才,也能脫穎而出的職場變身計畫夏目俊希著; 駱香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13 做人要好心,不是好欺負: 7步驟!擺脫情緒勒索,不受委屈更受歡迎緒方俊雄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化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行億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王竹語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五行圖書



9789578602427 阿祖校外教學趣,Let' s Go! 黃振裕作; 蔡嘉驊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34 那些年最美好的時光 日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41 洞洞鎮的耶誕派對 劉彤渲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458 漫畫版軍事科普小百科: 超級戰艦 趙柏竣原作; 林傳捷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65 一學就會!超簡單漫畫技法. 超可愛動物變裝篇 亦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72 世界火車快樂行: 給小學生的第一本火車科普書. 3賴怡君腳本; 米奇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89 勇闖南極歷險記 李國靖, 阿比原作; 氧氣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496 暖暖的火鍋湯 王美慧文; 林玥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502 我的烘焙青春 日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519 天堂來的臉書 黃振裕作; 李憶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526 神祕雨林大冒險 李國靖, 阿比原作; 黃嘉俊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533 嗯......便便出來吧! 林波夏文; 張倩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540 超欠扁日記. 1, 150cm老么物語 郭小幻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557 超欠扁日記. 2, 米蟲求生篇 郭小幻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571 別跑!菜園大盜 魏柔宜作; 楊琇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588 征服高山大作戰: 從高山到步道-漫畫圖解登山自救安全守則蔡明原原作; 黑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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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1925 都市更新師認證系列. 高階: 都市更新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195 獨孤求敗選擇權獲利祕技: 多空盤都能賺的入門5堂課獨孤求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984 問對問句,讓你邁向銷售巔峰 卓天仁, 林裕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991 別讓抗壓力害死你: 寫給心累上班族,找回工作平衡的逆境力榎本博明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33 尖叫感: 行動電商X自媒體33個關鍵文案技巧 馬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40 原物料投資最該懂的事 盧冠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57 圖解帶人的技術: 一秒讓員工動起來的41件事 岩田松雄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88 膽小投資人必看,7天學會常勝交易 二階堂重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608 日商顧問狂推提案一次就過的技術 下地寬也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615 圖解7種不被情緒綁架的煩惱整理術 有光興記監修; 胡恆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188 極簡閱讀: 將海量資訊去蕪存菁、化為己用,才是硬道理趙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201 外商公司都在用的49個邏輯思維 速溶綜合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218 散戶勝經101問 田中彰一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225 纏中說禪: 中國傳奇股神的交易關鍵與致勝之道培峰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0402 銀河倒流 林博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445 天下無敵方對論 吳財秀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187 白陽易經講解本. 一, 入門八堂課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7212 仙佛說故事. 1, 親子共讀本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7229 白陽易經講解本. 二, 美好的擁有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日信牙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明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仁風文創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天河創思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305 馬湘貞畫集 馬湘貞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664 業報緣起與成就無上智慧: 以阿含、般若為線索而連貫之蔡耀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671 燈下.夜泊 徐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307 IN新竹: 定置漁場 諶淑婷等採訪撰文; 支流有限公司企劃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31848 珊瑚保育與針織珊瑚手作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633118 我寫.我思.我在: 反思寫作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林文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423 小熊維尼的幸福魔法書. 2: 慢慢來 沒關係 小熊維尼原著; RHK編輯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8430 愛麗絲的幸福魔法書: 開拓自己的道路 夢遊仙境的愛麗絲原著; RHK編輯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662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55屆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55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6394 提問與討論的教育奇蹟 全聲洙著; 葉美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417 光與黑暗的一千年: 中世紀思潮、大航海與現代歐洲的誕生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著; 張曉璐, 羅志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424 如何寫書法: 觀念心法與技術工具 侯吉諒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96431 如何寫楷書: 破解九成宮 侯吉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455 勇闖埃及 施盈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479 設計師的布包美學提案 Bell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509 我鐘樓上的野獸 傑洛德.杜瑞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523 最後7日: 第7號牢房. 3 凱瑞依.卓威里(Kerry Drewery)著; 亞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554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陳俊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585 學習如何學習 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 泰倫斯.索諾夫斯基(Terrence Joseph Sejnowski), 阿利斯泰爾.麥康維(Alistair McConville)著; 林金源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592 陰陽師. 第十四部, 醍醐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608 貓的小宇宙: 動物怎麼看世界?日本動物行為學之父解讀不為人知的生存智慧日高敏隆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660 悲慘世界 雨果作; 張婷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677 阿爾卑斯山的少女 喬安娜.史畢利(Johanna Spyri)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691 北一女的青春國寫作課 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707 瑞士不簡單 陳雅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745 飢餓: 你只看見我的身體,沒看見我內心的痛 羅珊.蓋伊(Roxane Gay)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820 阿嬤,不要忘記我 楠章子文; 石井勉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6837 微小記號 王聰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433 Touch Base. 4 written by Dennis Grant, David Hepburn Layout 2nd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天馬行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元素人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原大學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支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9304 餘裕翫賞: 元家企業50周年玉魚珍藏展 曾肅良, 鄒曉雲文字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202 慾望馬 羅際堯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034 妥瑞症的暗夜天光: 別再說他愛搗蛋 李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041 自學中醫祕笈. 實用篇: 人體還原法與再平衡秘訣高富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058 石室祕錄: 奇醫治奇病128法 (清)陳士鐸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593 中國歷代筆記故事類型索引 金榮華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460 中国文化大学日本語文学科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 日本の言語.文化.思想.宗教.社會.歷史に関する研究と教育論文集. 2019年方献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484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洪昌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491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9洪昌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453 食品驗證與稽核實務研討會輯要 游宜屏, 徐如音, 王家盈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323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十屆: 規劃城鄉與開發管理新思維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875 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集. 2018 羅玲玲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415 感恩的人生: 文大三十年 林彩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439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年譜初編 李仕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廣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動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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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都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日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口傳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家博愛公益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恩樂文化



9789869536844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30TH(享鏈結Share!Link!)畢業特刊. 2019邱雅琪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882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19 黃盟元, 熊同銓, 潘明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740 This is達文西 祖斯特.凱澤(Joost Keizer)著; 克莉絲汀娜.克里斯托弗洛(Christina Christoforou)繪; 李之年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900 我很勇敢 Jen Porter著; Katie Saunders圖; 元將文化編輯小組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917 我很棒 Jen Porter著; Katie Saunders圖; 元將文化編輯小組譯 精裝 1

9789865881924 我很體貼 Jen Porter著; Katie Saunders圖; 元將文化編輯小組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931 我愛乾淨 Jen Porter著; Katie Saunders圖; 元將文化編輯小組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948 I Can Say 鄧立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81955 I Can Say 鄧立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1962 I Can Say 鄧立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81979 I Can Say 鄧立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81986 Peek A Boo: Home Sweet Home 鄧立平總編輯; 呂芷祐美術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993 Peek A Boo: Let' s Go! 鄧立平總編輯; 呂芷祐美術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25630 Peek A Boo: Myself 鄧立平總編輯; 呂芷祐美術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25647 Peek A Boo: Friends in Nature 鄧立平總編輯; 呂芷祐美術設計 平裝 1

9789862525654 Peek A Boo: Wonderful World 鄧立平總編輯; 呂芷祐美術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25661 Peek A Boo: My Fun Life 鄧立平總編輯; 呂芷祐美術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102 阿婆有國際乾 鍾振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752 誤會: 卡繆的三幕劇 卡繆作; 金恒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69 動盪的亞洲外交: 一位外交官的證言 池田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76 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 李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83 秋刀魚的滋味 廖志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790 國家之夢,文化之愛: 一個詩人的台灣守望. 2017-2018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6788 草蝦繁、養殖實務操作手冊 林文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029 台灣材料人.成就世界事: 20位領航者的人生故事洪健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7529 兩岸藝術家創作大展. 2018 楊月明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水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材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六堆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園生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509 一國兩制.臺灣模式 李夢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540 56年鑑: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 2019 台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805 信心試驗31天: 從神的名字認識祂 狄克.普奈(Dick Purnell)著; 佘晨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1812 信心試驗31天: 更親近神 狄克.普奈(Dick Purnell)著; 佘晨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1829 信心試驗31天: 信心帶你做大事 狄克.普奈(Dick Purnell)著; 賀健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612 臺灣藥籤 顏美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3285 中國攝影學會年鑑. 2019 郭奇男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179 自性功德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294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中華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217 國際道教生命關懷與臨終助禱學術論壇論文集. 2018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10534 揮舞翅膀,流動宇宙的意識: 漢字夢工廠北美廠報告書. 2019洪燕梅著; 林家瑜, 孫明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565 屈原儒道思想探微 許瑞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619 西醫來華十記 蘇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626 鏡老花移映新影: 清末四部擬<>小說的歷史與婦女群像蘇恆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633 臺灣國民小學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與分析 蔡金田, 許瑞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640 臺灣原住民重點國民中學補救教學理念與實證分析蔡金田, 蔡政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657 學校兼任行政教師行政專業能力指標建構與分析蔡金田, 趙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756 解放漢字,從「性」開始: 論漢字文化及心靈教學(中法對譯本)洪燕梅著; Chou Lim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817 臺灣設計美學史. 卷一, 神話至明 楊裕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824 臺灣設計美學史. 卷二, 盛清臺灣 楊裕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0831 臺灣設計美學史. 卷三, 當代臺灣 楊裕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太乙淨土道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乘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醫藥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釩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2791 靜岡,喔嗨唷! Kay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814 我的第一本時尚服裝插畫書 羅安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883 開始在英國自助旅行 李芸德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2890 捷克.布拉格: 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21個城鎮 張雯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906 巴塞隆納自助超簡單: 精選分區玩樂x實用點餐教戰老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913 開始在瑞士自助旅行 蘇瑞銘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2920 開始在挪威自助旅行 林庭如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937 Traveller's曼谷泰享受 吳靜雯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944 搭地鐵玩遍倫敦 李思瑩, 英倫懶骨頭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951 搭地鐵玩遍釜山 Helena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2968 昨日.今日.明日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作;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975 曼谷.象島: 順遊達叻府、尖竹汶府 傑菲亞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982 搭地鐵玩遍曼谷 葉志輝作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2999 開始在澳門自助旅行 凱恩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3002 搭地鐵玩遍首爾 索尼克文字.攝影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3019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 老包, 舞菇, Jeff Chen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026 阿姆斯特丹 蘇瑞銘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040 走!到法國學廚藝(夢想實現版) 安東尼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057 開始在歐洲自助旅行 蘇瑞銘, 鄭明佳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3071 瑞士 蘇瑞銘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3088 開始在西班牙自助旅行 區國銓, 李容棻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3095 開始在美國自助旅行 陳婉娜作 十版 平裝 1

9789863363101 搭地鐵玩遍新加坡 但敏作.攝影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3132 搭地鐵玩遍大邱(附安東、慶州、浦項、海印寺)海蓮娜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125 冰島深度之旅: Guide to Iceland專欄作家的超詳盡景點攻略冰島島民Lau Yuet T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163 這就是法國人: 從食衣住行育樂了解法式生活 陳麗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170 畫家帶路,基隆小旅行 王傑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3187 第三人生自己設計 張芳玲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5205 完美練習: 成功解鎖1萬小時魔咒,將技能轉為本能的學習法則道格.勒莫夫(Doug Lemov), 艾麗卡.伍爾維(Erica Woolway), 凱蒂.葉次(Katie Yezzi)作; 陳繪茹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212 創造新我.新地球【阿乙莎靈訊】 譚瑞琪著; 尤俠繪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229 世界很兇殘,不懂管理就很慘 崔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229 世界很兇殘,不懂管理就很慘 崔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236 除了死,都只是擦傷: 一個狂熱編輯的革命工作哲學箕輪厚介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236 除了死,都只是擦傷: 一個狂熱編輯的革命工作哲學箕輪厚介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250 你的煩惱,哲學家早有答案 小林昌平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267 原子習慣: 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詹姆斯.克利爾(James Clear)著;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274 失控,是最好的安排 楊右任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2137 女性之心靈書寫身影: 從班婕妤到蘇偉貞 蕭湘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2250 老克密碼: 指考七千 吳澄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2281 乾爽一生: 兒童尿床與尿失禁 楊緒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8403 中醫男科臨床經驗集; 翁瑞文總編輯 翁瑞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中醫男科醫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1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方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223 憨那法語: 喜悅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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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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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68884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24屆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523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學術論文摘要集. 2018Meng-Shan Sharon Wu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305 SPC GLOBAL美容美髮創新研究與學術研討會集冊(日本福岡發表). 2017陳俊中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7951 專題郵刊. 21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7457 走筆大世界: 中華民國筆會90/60紀念文集 黃碧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228 智能挑戰者自立生活學習指南. 4, 如何規劃休閒與生活吳怡芬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611 臺灣電力電子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十五屆 趙貴祥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411 曲藝人生: 北管亂彈.雞籠馨傳 游淑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713 運動教練學會春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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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4943 南部展. 第66年 劉俊禎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教練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力電子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統民俗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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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理燙髮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題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美容美髮技術研究會

金光明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943 學校建築與特色發展 康燕玉執行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4248 護理倫理案例精選集 張佳雯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4063 中華弘道書學會 翰藝乾坤兩岸書法交流作品集. 二0一八李淑好, 李國揚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511 永續農業. 第39期: 提升農業生產力與品質之永續作為鍾文鑫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99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2019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085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會議手冊. 2019第十一屆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所有投稿作者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556 這次是一本Lumion 8的書: 渲染無需等待 陳力欣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109 星星進程教師手冊: 勇氣的考驗 劉惠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116 太陽進程教師手冊: 狂風谷的寶物 劉惠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123 星星進故事教材: 勇氣的考驗 劉惠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130 太陽進程故事教材: 狂風谷的寶物 劉惠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637 憶見古玉 林雲騰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767 華颺50: 中華科技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李玉珍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582774 華科半世紀 孫永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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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義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系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小毛克利探索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弘道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校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9789869099080 與孩童共度教會年 莫妮卡.維克史壯-約克拉(Monica Vikström-Jokela)作; 阿妮塔‧波庫提 ( Anita Polkutie )圖; 陳家勳翻譯1st ed. 精裝 1

9789869099080 與孩童共度教會年 莫妮卡.維克史壯-約克拉(Monica Vikström-Jokela)作; 阿妮塔‧波庫提 ( Anita Polkutie )圖; 陳家勳翻譯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926 溫馨心.世代情. 107: 穿越時空深「話」您: 好漾爺爺奶奶藝文創作比賽優勝作品專輯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483926 溫馨心.世代情. 107: 穿越時空深「話」您: 好漾爺爺奶奶藝文創作比賽優勝作品專輯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895 李成吉八十書画攝影展 李成吉著 精裝 1

9789868940895 李成吉八十書画攝影展 李成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523 憨言呆語. 第六集, 山僧的歌章-醒來 得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69523 憨言呆語. 第六集, 山僧的歌章-醒來 得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943 孫子商道: 不連續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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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7108 時尚美容國際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7 蔡琦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9909 發揚國粹: 唐濤百歲紀念專輯 唐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284 觀光領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題庫. 108年 吳偉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284 觀光領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題庫. 108年 吳偉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013 台東地區重要農作物之病蟲害防治核准用藥手冊林盈宏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307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二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509 故事,祢我他: 跨文化敘事的宣教 湯姆.史蒂芬(Tom A. Steffen)作; 盧沐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植物保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藝術推廣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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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商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美容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康堤禪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124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9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49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107 擎宇武學系列. 一, 太極拳氣功導引 林朝來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74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創校50週年特刊 張明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337 足跡.事蹟.軌跡. 四 心想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344 足跡.事蹟.軌跡. 五 心想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351 足跡.事蹟.軌跡.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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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59956 委任與消費金融精選判決評析 楊淑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9956 委任與消費金融精選判決評析 楊淑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083 翻轉時空找錯誤: 你不知道的古文明 阿曼達.伍茲(Amanda Wood), 麥克.喬利(Mike Jolley)文; 法蘭西斯.凱瑟(Frances Castle)圖; 魏嘉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6759 長頸鹿有煩惱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藍.史密斯(Lane Smith)圖; 游珮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6773 我好生氣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文圖;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6797 我好難過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文圖;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099 我好害羞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文圖;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105 我好嫉妒 曾荷麗(Aurélie Chien Chow Chine)文圖;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129 明天會是好天氣 蘿西.伊芙(Rosie Eve)文圖; 許雅雯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523 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107學年度 [潘銘正, 李國興主編] 平裝 1

9789869495523 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107學年度 [潘銘正, 李國興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549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8: 書.孩子的翅膀. 下 張文哲撰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4904556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9: 改變世界的書 張文哲撰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4904563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10: 偉大的心靈工程師 陳琬琪撰文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7967 日頭[]床了: 葉日松客語童謠創作集 葉日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7974 一池蓮花 賴文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7998 曙光文藝傳奇 楊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臺科大健康科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想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擎宇武術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醫事科大

中華徵信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114 中.韓美術交流展. 2016 胡雅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46121 中.韓美術交流展: 創作作品專集. 2018 胡雅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6121 中.韓美術交流展: 創作作品專集. 2018 胡雅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801 和掌 朱謙, 邱詩涵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1452 十二步驟的療癒力: 擺脫成癮,啟動轉化 康復之友著; 丁耕原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469 內行星: 從水星、金星、火星看內在真實 霍華.薩司波塔斯(Howard Sasportas), 麗茲.格林(Liz Greene)著; 楊沐希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237 遠藤周作怪奇小說集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770 初春夢的寶船: 遠藤周作幽默小說集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265 宛如希望之歌 讓.端木松(Jean d'Ormesson)著; 張穎綺譯 平裝 1

9789863601289 夢.意識.佛法: 達賴喇嘛與科學家對話 薩拉.豪斯曼(Zara Houshmand), 羅伯.李文斯頓(Robert B.Livingston), 亞倫.華勒斯(B.Alan Wallace)編; 鄭振煌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296 少即是多 古狄恩.范登布洛克(Goldian VandenBroeck)編選; 倪婉君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296 少即是多 古狄恩.范登布洛克(Goldian VandenBroeck)編選; 倪婉君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302 當代文化大論辯 杰夫瑞.C.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史蒂芬.謝德門(Steven Seidman)編選; 古佳豔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302 當代文化大論辯 杰夫瑞.C.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史蒂芬.謝德門(Steven Seidman)編選; 古佳豔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319 海倫凱勒的戰前歲月: 1936-1937日記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著; 陳蒼多譯 平裝 1

9789863601326 批判西潮五十年: 未之聞齋中西藝術思辨 何懷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333 珍貴與卑賤: 未之聞齋散文.隨筆 何懷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340 矯情的武陵人: 未之聞齋批評文集 何懷碩著 平裝 1

9789863601357 什麼是幸福: 未之聞齋人文藝術論集 何懷碩著 平裝 1

9789863601364 無界之疆 凱蒂.哈里斯(Kate Harris)著; 鄧伯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4299 節日故事 陳俐妤編著; 久久童画工房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4367 天啊!大塞車 許麗萍文; 彭大爺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374 國王的洗澡水 黃慧敏改寫; 彭大爺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435 袖珍英漢字典 呂惠雁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510 易隱: 卜易玄機 王聖文編校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4534 鬼怪小百科 齊世芳編著; 李文斌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4558 萬法大觀 黃耀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4565 河洛卦數揭祕 法主堂山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4589 小狼的禮物 腸子文; 莫侯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4596 男生愛女生 黃慧敏文; 杜小爾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4602 阿甘洗澡咯! 胡韶真文; 黃純玲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4640 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350 零下十八度的願望 陳景聰著; 南君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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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送存冊數共計：14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緖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中韓美術交流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文薈樓出版編輯合作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181 海倫.凱勒 海倫.凱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198 海蒂 喬安娜.史派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602 魯賓遜漂流記 丹尼爾.狄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619 福爾摩斯 柯南.道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626 岳飛 錢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633 三國演義 羅貫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2192 泰雅生活足跡 桃園市復興區國中小學生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260 紅屁股的猴子 盧千惠文; 曹俊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277 看見印尼: 橫跨赤道的彩虹國度 李東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284 我們只能歌唱: 蔡焜霖前輩的生命故事 蔡焜霖口述; 蔡秀菊記錄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291 典藏台灣史. 一, 史前人群與文化 劉益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307 典藏台灣史. 二, 台灣原住民史 詹素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314 典藏台灣史. 三, 大航海時代 林偉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321 典藏台灣史. 四, 漢人社會的形成 溫振華, 戴寶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376 漁港好日: 寫畫台灣小漁港 陳玉珠, 陳武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383 暗夜的螃蟹 魏樂富文; 葉綠娜譯; 潘家欣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396 兒科護理學重點精粹 林寶玉, 林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688 社區衛生護理學 吳瑞文等作 8版 平裝 1

9789869611695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黃宣宜等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9681001 心理學 江昱明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81018 產科護理技術手冊 陳映如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025 新護理師寶典. 4, 兒科護理學 莊淑怡, 藍淑芬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9681032 急重症護理學 謝春蘭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056 基本護理學核心攻略 黃詩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063 長期照顧實務 陳惠姿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681087 輔英實驗班、普通班學生學習策略、創造性傾向與學業成就之比較研究及其教學應用許錦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0592 Kissing 3 closer Krist, Singt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0875 今志異之紙人堂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0943 誰的小眼睛還沒看影帝 莫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950 誰的小眼睛還沒看影帝 莫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974 謹然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998 謹然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981 謹然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41018 貓的遺產 畫眉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1032 貓的遺產 畫眉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1025 貓的遺產 畫眉郎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41131 非職業半仙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1148 非職業半仙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1230 奪夢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1247 奪夢 非天夜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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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平心工作室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玉山社



9789869238151 渡：在現實與想望中泅泳: 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 第五屆東南亞移民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105 台.日美術交流展. 2018第44屆 張建雄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591 子青詩作選: 咖啡的滋味 魯子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788 針刀疼痛治療學思路 蔡德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916 辛夷花兩週年紀念特刊: 台灣工藝之美及辛夷花主角簡介林正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923 誠樸精勤書院: 喜願塾地集 吳振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309 成語大爆點 第33屆信義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0316 絕妙小廚的瘋狂食驗 第33屆新生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0323 童手童腳遊台灣 第33屆松江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0330 跟著時針起步走: 我在天母園的大小事 第33屆天母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258 居家修理教科書 西澤正和監修; 彭春美譯 平裝 1

9789869740272 私藏東京X橫濱古今紀行: 跟著老照片、古地圖,探索城市發展的軌跡原島廣至著; 鄭景文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4694 幸運的科學: 普林斯敦高等研究院「運氣實驗室」為你解開「幸運」的秘密珍妮絲.卡普蘭(Janice Kaplan), 巴納比.馬殊(Barnaby Marsh)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20 敏感得剛剛好: 高敏感族情緒整理術,讓憤怒、悲傷、嫉妒、焦慮不再破壞你的人際關係!伊麗絲.桑德(Ilse Sand)作;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37 醫道同源: 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 蔡璧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44 99歲國醫大師無病到天年的養生秘訣 路志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51 你的善意,是孩子的光: 有教無淚,從愛出發,神老師的陪伴全教養沈雅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68 活著覺得麻煩的人: 日本精神科名醫教你走出迴避型人格困境,活得更輕鬆自在!岡田尊司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75 謝謝你,來到我身邊: 這些年,過動兒教我的事 何善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82 不罹癌的生活: 抗癌權威教你無癌過一生 羅倫佐.科恩(Lorenzo Cohen), 艾莉森.潔弗利絲(Alison Jefferies)著; 林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299 思維破局 馬華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515 善終守護師 柴田久美子著; 洪金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正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正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蒙特梭利幼兒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日美術協會



9789866162237 節稅保典 現代保險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9040 梧兜尚水: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畢業專刊. 108級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8862 Vocabulary for You 歐亦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48879 Reading for You 張卜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48886 Travel English for you 林怡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99358 Wonderland奇幻食光 魚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699433 馬雅260: 來自星際馬雅的能量訊息 ESRA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464 角落小夥伴的生活之角落小夥伴名言 San-X株式會社監修;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99570 亞洲插畫年鑑. 2019 本本國際有限公司編輯統籌 初版 精裝 1

9789579699648 樂觀很好但我不需要: 紅唇客棧的消極生活 ETHAN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662 小胖老師王勇程的家用烤箱手感麵包 王勇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09 騰蛇的騙局: 讓我們豎起中指來 米高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30 追尋失落的漢醫 郭育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54 叱吒風雲: 吳經國拳力出擊 吳經國著; 曾意芳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54 叱吒風雲: 吳經國拳力出擊 吳經國著; 曾意芳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78 英敗: 民進黨政府垮台的最後一哩路,黃子哲百萬點閱的狂腥文黃子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78 英敗: 民進黨政府垮台的最後一哩路,黃子哲百萬點閱的狂腥文黃子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85 拉.烏盧.胡的人類大預言 史提夫.羅德斯(Steve Rhodes)著; Lallen Sa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92 日文超圖解!: 抓出自學最容易搞混的100個核心觀念,將單字、助詞、文法分好類,超好背!王可樂日語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815 邱寶郎的四季廚房: 吃當令享受美味的101道私廚菜譜邱寶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839 鑽石大全 李承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699853 手作木筆全書 徐志雄作; 樂爸採訪.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884 我和你之間的故事,從旅行開始 李小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707 台灣公路花園盆栽學會會員作品展. 第二十一屆陳秀忠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801 蛻變: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祖北港徒步進香. 2018駱調彬總編輯 其他 2

9789869669818 祈福: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祖往北港徒步進香. 2019駱調彬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800 Happy Halloween. 1: 萬聖節馬戲團 林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888 夢的解析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 孫名之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7932 反造再起: 城市共生ING 侯志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949 反造城市: 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侯志仁主編 增訂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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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沙屯媽祖婆網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布里居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田尾公路花園盆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匠美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1330 零恐慌!: 神奇十句法訓練大腦永久擺脫焦慮恐慌症克勞斯.伯恩哈特(Klaus Bernhardt)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354 調香手技: 55種天然香料萃取實錄 蔡錦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385 成癮的大腦: 為什麼我們會濫用藥物、酒精及尼古丁邁克爾.庫赫(Michael Kuhar)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415 建築素描: 從入門到高階的全方位教本 麥可.阿布拉姆斯(Michael C. Abrams)著;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446 廉價的真相: 看穿資本主義生態邏輯的七樣事物拉傑.帕特爾(Raj Patel), 傑森.W.摩爾(Jason W. Moore)著; 林琬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453 花樣棒針編織全攻略: 200款玩色新圖案 非典型原創設計一次收錄安德莉亞.蘭基爾(Andrea Rangel)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477 穿著像個女人?: 限制到解放,工作女性百年寫真 阿布拉姆斯映像編輯部編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06513 micro:bit小創客初體驗: 使用Microsoft MakeCode 巨岩出版編輯部, W.W創客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06520 Windows 10電腦世界初體驗 巨岩出版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06537 Scratch 3程式設計真簡單 巨岩出版編輯群, 許世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4828 跳接天使: 脆弱又堅強的手繪日誌 阿彬叔叔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7834 土就是這樣: 古采學生作品輯. 2018 林昭慶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2719 乙級技能檢定: 飛機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郭鳴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2788 記帳士會計學概要(適用普考、高考、地方特考、關務四等、會計師、公職考試)實作寶典含解析本吳秀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3242 丙級車床: 車床項學術科含機工類共同學科分類試題通關寶典沈柏廷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5192 配管基礎實務與應用(含自來水配管.自來水管學科解析)林英男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574 丙級美容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何玉環, 向翊欣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7264 電動二輪車原理與維修技巧 陳嘉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7479 PVQC機械工業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含自我診斷Demo版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486 當mBot遇上樂高積木: 創意主題製作-使用App Inventor 2撰寫App遙控機器人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509 從CNC走入文創生活: 使用Bravoprodigy 陳宜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561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7820 丙級技能檢定: 電腦硬體裝修術科通關寶典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4557837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奪照寶典 寶鑑工作坊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7844 乙級技能檢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必勝祕笈 乾龍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7905 Python與人工智慧入門: 使用DJI Tello和Microsoft Azure連宏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950 機械加工實習. 下 蔡俊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998 Makeblock創客空間套件與mBot專題製作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001 數學學測模擬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李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018 玩星際探險家學運算思維: 含星際探險家桌遊包吳聲毅, 方嘉岑, 梁淑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025 引擎實習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032 引擎原理: 技術型高級中學 動力機械群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056 數學. B 施賢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58070 指尖下的對決: 電競行銷與新媒體傳播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094 丙級技能檢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謙育, 楊瑋倫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8124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廖倉祥, 陳奇明, 王繹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186 Mirco:bit與iPOE B1智慧車完美結合含邁客盃運算思維與創意設計大賽範例試題馮建中, 馮景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采藝創環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巨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卡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本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99264 都是為你好: 揭穿原生家庭的幸福謊言 長谷川博一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295 5小時清醒力: 日本醫師教你晨型人的大腦深度休息法坪田聰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01 芳香療法大百科 派翠西亞.戴維斯著; 李靖芳譯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578799318 筋膜系統伸展全書: 日本筋膜博士教你解決下肢浮腫、小腹凸出、頸椎僵直、腰酸背痛、慢性疲勞!竹井仁著; 邱顯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25 不養生訓: 喝酒、不忌口、談戀愛!過得快樂,才是人生!帶津良一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32 零秒速讀法: 打破「精讀」幻想,教你跳躍閱讀、高效率的讀書法!宇都出雅巳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49 為什麼父母的愛令人痛苦: 完美的親子關係只是幻想信田小夜子作; 邱顯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56 寶寶的量子力學 克里斯.費利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63 寶寶的物理學ABC 克里斯.費利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70 寶寶的牛頓力學 克里斯.費利 平裝 1

9789578799387 寶寶的物理光學 克里斯.費利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394 寶寶的量子資訊學 克里斯.費利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00 寶寶的量子糾纏學 克里斯.費利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31 撫觸療法的康復力量 山口創作; 曾沛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48 Scratch積木程式教室 谷口充監修;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55 AI必修課: 日本情感研究權威的人工智慧秒懂攻略坂本真樹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62 職場小人操控心理學 片田珠美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79 養氣血先養脾胃: 中醫大師無病到天年的養生方蘇鳳哲, 路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24 世界第一簡單藥理學 枝川義邦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86 養溫: 體寒為百病之首,預防疾病先暖身 石原結實作;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493 過度教養: 危險的乖孩子、控制狂媽媽和缺席的爸爸長谷川博一著; 馬淑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09 缺鐵: 吃對鐵遠離憂鬱症、恐慌症,精神科醫學博士的臨床實證x飲食療法藤川德美著;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16 頭蓋骨按摩導引全書 寺林陽介著; 內野勝行監修;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23 吃對油,不過敏: 異位性皮膚炎是因為吃錯了油! 林裕之作; 黃品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30 你不必活給別人看: 覺察謬誤的價值觀,典範轉移的練習加藤諦三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47 女孩的季節變換調整體質養生書: 配合生理週期養血遠離過敏鈴木知世作;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54 寶寶學英語的秘訣,跟你想的不一樣: 用對方法,啟發天賦!廖和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15 一流超業的暖心成交,養客慢賺才會大賺 川田修著; 陳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22 100%高分子水溶性幾丁聚醣的強效 國際高效率幾丁聚醣研究會著; 田中耕太郎監修; 李壯源編譯修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096 納粹中國 余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08 廉能政治的實踐家: 陳定南傳 黃增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15 青年入陣: 十二位政治工作者群像錄 楊盛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22 正義的追尋: 臺灣民主地圖. 第四卷 余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6609 富貴良方-地藏菩薩本願經另解(繁體字版) 張喆著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546 山.靈.敬: 回返祖靈智慧的人間淨土特展專輯 王彬全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054553 愛與光: 聖經繪畫故事特覽圖錄 王彬全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054560 深河遠流: 南傳佛教文化特展 展覽手冊. 2018典藏特展卓靜美, 鍾偉愷撰文 平裝 1

9789869054577 博物館學與文化: 博物館與文化遺產、城市、神聖及博物館定義研討會論文選輯陳國寧主編 平裝 1

9789869054584 貓呢? 蔡曉琼, 余承峯文; 蔡曉琼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591 多元文化教育校園巡展 資源手冊 蔡雅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玉皇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宗博館

送存冊數共計：25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主流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662 宋畫全集. 第四卷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0605754 四書集註 (宋)朱熹集註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6724 蒙特梭利教育密碼 劉冷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204 孤寂的荒音: 洪錦坤詩集 洪錦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345 新象: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108級動態展作品集專刊美容造型設計系108級全體同學內文撰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670 到岸請君回頭望 蔡小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687 賣萌可恥但好用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694 P.S.我愛你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700 替娶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717 謀得良夫 艾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724 那一夜 橙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731 一不小心睡了你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748 美男如獸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755 不負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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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8552 臺北-上海民間收藏元青花特展圖錄專輯. 2019年許明, 周世雄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928 佛門必備課誦本 平裝 1

9789865924935 業報差別經淺釋 釋心聖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901 花園媽: 鹽行天后宮誌 李志祥作 第一版 精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028 法律與生活 李永然, 施盈志合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608 房地合一稅申報.節稅規劃一手掌握 黃振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4684 共有土地處分實務與技巧: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高欽明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684 共有土地處分實務與技巧: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高欽明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691 記帳.報稅錯誤160問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854691 記帳.報稅錯誤160問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854707 土地法實用: 總論.地籍.地用 李永然, 林永汀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康鹽行天后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史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客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南應用科大美容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弘冠教育



9789574854707 土地法實用: 總論.地籍.地用 李永然, 林永汀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714 李永然律師談生活、工作與修行: 從辦案中的見聞談起李永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714 李永然律師談生活、工作與修行: 從辦案中的見聞談起李永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721 土地法實用: 地稅.徵收.地政士執業 李永然, 林永汀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738 不動產抵押權的法律運用與實務操作 李永然等作; 吳旻錚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745 土地開發與建築法規應用 黃宗源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5985 千字佛精選集: 眾生皆有佛性 法界遊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6364 最初和最後的呼喚 張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96 法界論 法界遊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088 很久很久以前,在日本有個村子裡 土屋佳惠編; 入江千春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088 很久很久以前,在日本有個村子裡 土屋佳惠編; 入江千春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279 誰在搞飛機: 黑五機長瘋狂詹姆士的苦勞奴記 瘋狂詹姆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491 聆聽生命組曲 陳彩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729 窗光日記 葉素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958 暑假.慢遊中國: 馬背上的草原與被鐵路串連的城市吳宗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965 心觀自在: <>發隱記附<>融心解 釋定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972 失去甜味的糖 劉碧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989 耶穌降世、被釘十架與復活的時間 林永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798 人生的第一道曙光 周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996 天下無雙傳奇首部曲: 序章.伏魔 小生成對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88009 城市速寫: 讓阿貴建築師帶你城市漫遊 曹登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16 偏鄉孩子上舞台: 我和我的模特兒學生們 張筑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23 MBTI實用性格解析 張立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30 分炊國聯盟 劉奕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47 長盛宴.美人妝 佫靈陌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588054 淡淡香: 在愛中相遇 李敏求等合著; 陳逸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61 微笑一生,好運相隨: 第二甲子應有的人生觀 Homer Ch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78 嫦娥與吳剛 秦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85 打開心靈的寶盒: 啟動內在無限潛能 葉服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092 零到一的夢想起飛 鎖國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08 台湾の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長音の知覚研究 洪心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15 貝多芬中後期鋼琴曲代表作研究 嚴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22 雲裡的心海 永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39 猴戰 沈子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46 、<>"人物"之形象 邱安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8153 銀行的那些事 Lint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60 康熙台北湖 徐毅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77 通識法治教育與教學: 臺灣民主憲政之實踐與難題周宗憲等著; 李孝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191 咖啡籃球夢 林衡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07 小資男環遊世界 童榮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14 陽明心學三部曲. 一, 求學之卷 張榮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21 尼斯駛著小船 王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38 古代禁書的目錄與超科學的解析: <>歸正序 呂祥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45 任是無情 Heidi Lee M.Y.(李敏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52 莫佬佬草堂傳奇. 一: 現形記 莫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69 我是我的我 Blair Kasier(布蕾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76 大靈仙的寶藏: 改變命運及富足的祕密 龍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290 星耀七龍 鄭家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306 蘇庭毅Bass Phrasing Method Improvisation Book 蘇庭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88313 誤會的美麗 人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320 你好,晚安 黎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344 國中幾何證明大全 簡廷豐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6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3

白象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343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3343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3350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23367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3367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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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63881 我信: 默想使徒信經,扎穩信仰根基 李永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928 信心的大能: 神所讚許的信心 李永勳著; 劉如菁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373 科技應用下的傳媒產業 林富美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1384 波可受傷了 志茂田景樹文; 木島誠悟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391 破解!傳達的技倆: 假新聞.偽科學 曾木誠監修; 市村均文; 伊東浩司圖; 賴庭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438 皇上有令: 30位帝王點點名 管家琪文; 顏銘儀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445 企鵝老爹,今天午餐吃什麼? 喬.威廉森(Jo Williamson)文.圖; 陳咻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452 誰偷了彩虹? 凡賽緹.烏卡(Vasanti Unka)文.圖; 陳咻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469 萬人之上: 30位名相排排坐 管家琪文; 顏銘儀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483 美感ING 丘永福, 黎曉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490 通用設計 呂靜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575 風雲人物: 100位名人召集令 管家琪文; 顏銘儀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91582 活出自己的價值: 以孔子為師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605 風雲人物: 100位名人召集令 管家琪文; 顏銘儀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91612 紀和奶奶的雞蛋 宇佐美牧子文; 藤原宏子圖; 陳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643 到怪獸國遊歷 許亞歷文; 許珮淨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7496 黑膠唱片聖經收藏圖鑑. II, 笛卡-倫敦 唱片 吳輝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87601 三萬英呎高空的生活: 一名空姐的流水帳日記 王小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618 動物溝通 黃孟寅, 彭渤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632 和日本文豪一起逛大阪: 浪花之城、天下廚房、日本金庫,也是不羈的情欲之都......織田作之助等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656 動物溝通卡使用指南 黃孟寅, 陳柔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663 胡志明小旅行 蔡君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670 動物醫: 讓毛孩陪你更久 春花媽, 葉士平, 林政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687 姊妹揪團瘋釜山2019增訂版: 地鐵暢遊x道地美食x購物攻略x打卡聖地,延伸暢遊新興旅遊勝地大邱顏安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694 故事力: TED專業講者親授,職場簡報、人際溝通無往不利朱為民, 余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717 樂遊台灣: 30個此生必遊的台灣景點,帶你玩出最不一樣的道地滋味樂寫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731 澳洲親子遊: 趣味景點x深度探索x免費景點x行程懶人包鄭艾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324 末等魂師. 6, 披荊斬棘向前走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331 斜槓達人Choyce的關東自由行全攻略: 東京發!橫濱、群馬、茨城、埼玉一次玩透透!Choyc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348 果實 アボガド6著; 蔡承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355 天選者. 1: 就算是砲灰,我也要當最帥的那一個! 貓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新大學傳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以斯拉



9789869690362 陸天遙事件簿. 1, 消失的那一天 尾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379 男色英雄圖鑑 開發社編; 簡捷譯 平裝 1

9789869690386 生於1981 汪小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393 這樣拍就對了!一學就會微單眼、單眼相機攝影技巧山崎理佳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9207 織物地圖. 3: 從絲繭、編染、刺繡,踏尋泰國與印度交織的金黃國度康雅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9221 我在台北放框框: 陳尚平的台北街頭影像 陳尚平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508 半生萍蹤 李雙鈺口述; 游惠遠訪問; 陳奕元等記錄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6691 悅讀名著看世界: 善良勇敢的奇蹟感動故事 ささきあり作; 花珠等繪; 陳殿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721 白雪公主 [鐵皮人工作室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738 虎姑婆 [鐵皮人工作室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745 木偶奇遇記 [鐵皮人工作室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752 三隻小豬 [鐵皮人工作室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820 kid's童話屋: 伊索寓言 幼福編輯部編; 劉曉娣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837 我不挑食身體棒 袋鼠媽媽童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844 我的眼睛最明亮 袋鼠媽媽童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851 我的身體真有趣 袋鼠媽媽童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868 我要學會說「不」 袋鼠媽媽童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875 超級大偵探: 一分鐘破案 悠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882 不可思議!讓你猜不透的生物偽裝術 黃仕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899 kid's童話屋: 世界童話 幼福編輯部編; 劉曉娣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905 奇趣動物村 安荷早教師資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912 魔法大城堡 安荷早教師資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929 注意躲藏!凶猛霸王恐龍 HR企劃文字; 崔光燮繪圖; 林美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936 高人一等!巨大長頸恐龍 HR企劃文字; 崔光燮繪圖; 林美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943 快速奔走!奇特鳥腳恐龍 HR企劃文字; 崔光燮繪圖; 林美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950 小心防禦!尖刺裝甲恐龍 HR企劃文字; 崔光燮繪圖; 林美惠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553 為母則強,偶爾也要放過自己: 一位社會學家的真切提醒藤田結子著;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560 受傷的孩子和長不大的雙親: 修復親子角色逆轉,療癒童年創傷加藤諦三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004 可轉換程式機械手臂自動化生產線 卡德爾股份有限公司工業機器人部門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134 繡色可餐 青青的悠然著; 沉沉狐眠繪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635141 繡色可餐 青青的悠然著; 沉沉狐眠繪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635158 繡色可餐 青青的悠然著; 沉沉狐眠繪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635165 繡色可餐 青青的悠然著; 沉沉狐眠繪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635172 繡色可餐 青青的悠然著; 沉沉狐眠繪 初版 平裝 卷5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卡德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鉅精機



9789869635189 繡色可餐 青青的悠然著; 沉沉狐眠繪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576627552 與子偕刑 唐寧著; 殼中蠍繪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6627569 與子偕刑 唐寧著; 殼中蠍繪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6627576 與子偕刑 唐寧著; 殼中蠍繪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6627583 與子偕刑 唐寧著; 殼中蠍繪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6627590 與子偕刑 唐寧著; 殼中蠍繪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6627613 姑娘請自重 賞飯罰餓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6627620 姑娘請自重 賞飯罰餓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6627637 姑娘請自重 賞飯罰餓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405 撥迷開霧: 日本與中國「國畫」的誕生 阮圓(Aida Yuen Wong)著; 鄭欣昀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22749 四書經義集證 溥儒輯 二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304 Jewel beetles of Taiwan. Vol.1 written by Uitsiann Ong, Takaharu Hattori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701 探索聽覺教育之路: 華德福音樂課程及養成指引Reinhild Brass著; 車迅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923 辜瑞蘭詩書畫集 辜瑞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930 楊蓁詩書畫集 楊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947 懷湘墨緣: 蕭鼎三書法集. 三 蕭鼎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954 佳名嘉應: 陳克謙臨池選輯 陳克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611 老子恆道哲學真義 王文隆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9729611 老子恆道哲學真義 王文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9628 恆道<>大解密 王文隆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9729628 恆道<>大解密 王文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2423 戰慄森林 梅麗莎.艾伯特(Melissa Albert)著; 鄒嘉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430 環遊世界八十天 朱勒.韋爾納(Jules Verne)原著; 周姚萍改寫; 張毓秦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447 守護小精靈就在身邊 三枝寬子作; 堀川理万子繪; 陳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454 菜園裡的美味大餐: 春夏 鈴木桃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461 我不想當公主 賈格許.卡斯德克作; 艾蜜莉.吉貝克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478 告別日 傑夫.桑特納(Jeff Zentner)著; 劉清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485 寶貝,對不起 佐藤伸作; 羽尻利門繪;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492 彩虹電車來了! 間瀨直方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508 奇怪的屋子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之美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台灣老子恆道文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澤鋼影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人智學健康照護平台整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4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樺國際



9789863382515 所羅門王的寶藏 亨利.海格德(Hennry Rider Haggard)原著; 周隆岐改寫; 蔡豫寧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522 我可以說謊嗎? 宮川比呂作; 小泉留美子繪; 周姚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539 深夜裡的鐵道英雄 鎌田步作.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546 森林旅館 福澤由美子作.繪;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553 可以幫我保守祕密嗎? 宮川比呂作; 小泉留美子繪;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560 小飛俠 詹姆斯.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原著; 周願同改寫; 陳亭亭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577 神祕臭禮物 花格子著; 奇亞子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2006 台灣乳房醫學史: 台灣乳房醫學會二十週年專刊蔡篤堅, 沈陳石銘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779 家家觀世音 張家麟, 呂宗麟等著;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秘書處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9534 圖說臺灣建築文化史: 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建築變遷傅朝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6404 台灣粉彩藝術獎公開賽得獎及入圍作品專輯. 2018第三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104 中華民族聯合祭祖大典法義 譚絜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416 愛離你不遠: 只要你願意定睛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519 micro:bitxThunder:bit: 孩子的第一本創客指南: 當個小小創客/自造者,輕鬆打造聲光遊戲、自走車、機械手臂和智慧小屋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教育團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2838 新興蔬果設施栽培成果研討會論文輯 林煜恒等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904 換個視角COOL旅行: 遠方的故事最近心 沈勤譽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4446 台灣漆藝協會會員聯展作品畫冊. 2018 [台灣漆藝協會會員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漆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園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遊讀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唯心聖教中華民族聯合祭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台灣乳房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153 韓訓成潑彩畫冊 韓訓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387 Danchi dreams: the dream and decline of Japanese public housingCody Ellingham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8319554 讓日本工藝走入下一個百年的設計經營術 中川政七作; 雷鎮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585 單身,不必告別: 獻給所有正要踏進婚姻、離開婚姻,和不考慮婚姻人們的箴言雷貝嘉.崔斯特(Rebecca Traister)作;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871 是獨立老,不是孤獨老 洪雪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888 目的: 如何讓目的更明確,成為人生與組織最重要的驅動力班恩.倫索(Ben Renshaw)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797 演經筆錄 于福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216 我們一起讀阿含: 長阿含部 周勳男譯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855 恆河生與死: 從恆河的今昔探索印度的未來 麥恆文(Victor Mallet)著; 謝濱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879 我是那: 一位悟道者生命及行事的獨特證言 室利.尼薩加達塔.馬哈拉吉(Sri Nisargadatta Maharaj)作; 陶張歡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59333 創Genesis Il Cenacolo or L'Ultima Cena God Created Food經典廚藝聖經Bible王志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59562 一眼看穿社會學考題核心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579 圖解制霸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586 專技社工師7合1應試寶典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593 國考狀元滿分作文 蘇廷羽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616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2合1 林曉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623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630 圖解制霸社政法規大意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647 線性代數的天龍八步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654 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題庫寶典4合1 甄慧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937 圖解說文解字 許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944 驚奇昆蟲大百科 岡島秀治作; 劉珊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975 圖解唐宋八大家 鴻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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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有方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觀藝術



9789869592864 教學實務研究論叢. 第六期 簡紹琦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728607 體系化教學與學習: 以學生學習為核心 王榮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8614 從二十世紀到當代藝術歌曲之演唱詮釋: 以羅德里哥、德布西、伯恩斯坦、鍾耀光與蘇凡凌的作品為例陳慧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103 燄慧: 有材燒柴窯作品聯展 陳淑鈴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5305 打電話就賣3億: 講對了,什麼都能賣,傳奇業務的高成交話術淺川智仁作;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312 會走路的翻譯機,神級英文學習攻略本 簡德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329 真實尺寸的古生物圖鑑. 古生代篇 土屋健作; 群馬縣立自然史博物館監修; 張佳雯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1365336 看過38萬人屁股的名醫教你在家治好痔瘡 平田雅彥著; 黃詩婷,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336 看過38萬人屁股的名醫教你在家治好痔瘡 平田雅彥著; 黃詩婷,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63043 大歲月: 臺灣政治經濟500年 彭百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50 心靈風水: 觀元辰宮入門 鍾絲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67 靈魂源始: 靈魂紀元四萬年 張開基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563074 矯正脊療 宣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81 關於西方妖怪的100個故事 黃禹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098 關於東方妖怪的100個故事 林品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407 菩薩心語. 3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4414 豬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19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4421 念轉運就轉. 21, 一切都會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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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5858 公主也會放屁 伊藍.布萊曼(Ilan Brenman)文;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 謝蕙心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6692 能斷: 金剛經給你強大 索達吉堪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085 夜半吹燈,讀聊齋: 給現代人的白話聊齋故事 蔡造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092 古典音樂真的好簡單講堂 吉松隆著.繪; 吳怡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108 超級大腦飲食計畫: 擊敗失智、調校大腦,讓你更聰明、更快樂、更有創造力麥克斯.盧加維爾(Max Lugavere), 保羅.葛雷沃(Paul Grewal)著; 李寧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139 馬基維利,請教我如何出人頭地: 不懂權謀的人,根本無法做大事馬克.鮑威爾(Mark Powell), 強納森.季福德(Jonathan Gifford)著; 吳瑋疆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146 貿易打造的世界: 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著; 黃中憲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567153 古典音樂有笑有淚知識講座 吉松隆著.繪; 梁若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177 仿生設計大未來: 人類進步的下一個關鍵 阿米娜.汗(Amina Khan)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191 美中開戰與台灣的未來 王信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207 Google人不疲倦的工作術 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Piotr Feliks Grzywacz)著; 吳怡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816 節稅的布局: 有錢人、薪水族都需要: 搞懂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與房地合一稅，你可以合法的少繳稅，甚至一輩子不繳稅。胡碩勻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有竹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9789869720823 羅貫中沒告訴你的三國演義: 三國的正史,有些地方比小說還精彩、更誇張,羅貫中怎麼沒寫進三國演義?自己掰出哪些情節?拂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949 Inkscape自由軟體學繪圖 張怡茜作 平裝 1

9789869637206 用Scratch 3玩micro:bit 劉正吉著 平裝 1

9789869637213 Scratch 3.0程式積木X機器人: 翻轉x積木x圖形化程式宇宙機器人教案研究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859 ∞無窮: 薩伊夫.加里波第 薩伊夫.加里波第, 龔若靈作; 郭怡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866 混沌劇場：傅饒、鍾江澤、黨若洪 傅饒, 鍾江澤, 黨若洪作 平裝 1

9789869486873 安娜.瑪瑞亞.米庫 安娜.瑪瑞亞.米庫, 席夢娜.納斯塔克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920 桃花源記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147 整形外科史話 陳明庭, 呂旭彥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286 以弗所書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顧華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9390 珍藏臺灣盆 鄧淑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501 你,就是英雄!: 成為你自己和他人生命中的真英雄任樂倫採訪主講; 黃麗玟文字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23732 關於穿衣服這件事的哲學辯證 鷲田清一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749 愛達的小提琴: 巴拉圭再生管弦樂團的故事 蘇珊.胡德(Susan Hood)文; 莎莉.沃恩.康伯特(Sally Wern Comport)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423756 超馬童話大冒險. 1, 誰來出任務 林世仁等著; 黃馨瑩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763 蝴蝶朵朵 幸佳慧文; 陳潔晧, 徐思寧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423770 與十九世紀傑出女性科學探險家相遇:因為她們,世界變得更好張文亮作; 蔡兆倫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794 奧德賽 荷馬(Homer)原著; 腓德烈.柯丁(Fredrik Colting), 瑪莉莎.梅迪納(Melissa Medina)改寫; 尹藝止繪圖; 周惠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423800 照邦邦說的做 大衛.卡利(David Cali)文; Kotimi圖;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423817 邦邦好生氣 大衛.卡利(David Cali)文; Kotimi圖;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423824 100個傳家故事 蘇格拉底的智慧 周姚萍等合著; KIDISLAND兒童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879 精靈的慢遞包裹 王家珍著; 黃祈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893 珍愛博物館: 24位世界頂級作家,分享此生最值得回味的博物館記憶艾利森.皮爾森(Allison Pearson)等24位作; 瑪姬.佛格森(Maggie Fergusson)編選; 周曉峰, 沈聿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423909 夢境 伊莎貝拉.西穆勒(Isabelle Simler)作; 林幸萩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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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科廣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有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機器人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1649 護理師該懂的法律責任: 案例判決與分析 荒井俊行等原著; 呂美慧, 吳秉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663 以案例為導向的神經醫學 Anuradha Singh原著; 官怡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670 臨床藥理精要 劉彥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687 中醫藥實證的臨床研究方法 劉建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694 彩色圖解細胞生物學 翁仕明監修; 歐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79 疤痕解密: 成因、類別與治療選擇 Yongsoo Lee主編; 陳采汎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93 The face: 圖像式顏面臨床解剖圖譜 Ralf J. Radlanski, Karl H. Wesker原著; 劉明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786 臨床骨科X光片判讀. 2: 常易疏忽的病例與討論 楊榮森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809 溫泉療法 久保田一雄原著; 陳家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816 彩色圖解醫用生物化學: 案例分析、評估與詳解Sankhavaram R. Panini原著; 房暐宸, 羅文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823 Measurement of joint motion: a guide to goniometry By Cynthia C. Norkin, D. Joyce White 5th ed. 平裝 1

9789863681830 OSCE臨床技能測驗完全攻略: 案例分析與評分準則Susan Shelmerdine等原著; 樓岳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854 MUSCLE WINS! Treatment in Clinical Orthodontics: Muscle and Respiration oriented Orthodontic Treatment and Long Term Occlusal StabilityBy Etsuko Kondo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861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4年 劉育銓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878 小動物的臨床檢查技巧: 神經和骨科學的評估與診斷枝村一彌原著; 劉以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82011 Group Dynamic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of Group Intervention 5eMarilyn B. Cole等[作] 5th ed. 平裝 1

9789863682035 浮生夢囈 施永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417 肌電圖臨床手冊 Eric Wisotzky, Victor Tseng, Dane Pohlman原著; 郭正雅, 鄭宇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448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年 周昀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455 物理治療師國考考題與重點整理. 1, 解剖生理學(99-106年歷屆考題)劉明豊, 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2462 臨床心電圖學必讀 Andrew R Houghton, David Gray原著; 陳璟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479 最新英文病歷的正確寫法 羽白清原著; 蔡禕凌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486 放射線學快速上手: 臨床案例判讀解析 Shahid Hussain, Sherif A. A. Latif, Andrian D. Hall原著; 陳煥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509 組隊合作: 教你如何在知識經濟中學習、創新與競爭Amy C. Edmondson原著; 鄭紹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516 最新彩色解剖學圖譜 Ann M. Gilroy, Brian R. MacPherson原著; 任婷怡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523 筋膜操作治療術: 針對肌肉骨骼疼痛處置 Luigi Stecco, Antonio Sstcco原著; 林時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530 臨床速成: 各科常見疾病總覽 Amir H. Sam, James T. H. Teo原著; 周琮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547 觸診技巧: 表面解剖學的臨床應用 Bernhard Reichert原著; 吳威廷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554 臨床技能: 情境模擬應用OSCEs Neel Burton原著; 陳怡行監修; 黃家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561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community-based practice settingsBy Marjorie E. Scaffa, S.Maggie Reitz 2nd ed. 平裝 1

9789863682578 護理倫理學: 倫理原則的應用與實務操作 Steven D. Edwards原著; 楊婉萍, 張秀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585 癌症療法: 硼和釓中子捕獲治療 Narayan S Hosmane等原著; 李家誠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592 最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牙齒解剖形態學 脇坂聡等著; 彭子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608 脊椎注射手冊 Anupam Sinha, Gautam Kothari原著; 陳晧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615 彩色圖解醫美填充劑注射: 臨床應用指引 Gerhard Sattler, Uliana Gout原著; 謝鎮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622 安寧緩和醫療末期病人鴉片類藥物臨床使用手冊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639 TORTORA解剖與生理學 Gerard J. Tortora, Bryan Derrickson原著; 徐淑媛監修; 施子評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653 彩色圖解醫美肉毒桿菌毒素注射: 臨床應用指引Michael Kane, Gerhard Sattler原著; 鄭煜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660 心電圖學口袋書: 判讀及處置指引 Shirley A. Jones原著; 温家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684 解析人格障礙: 與困難個案工作互動策略 Rainer Sachse原著; 林耿立監修; 潘金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691 最新基本眼科學 Richard C. Allen, Richard A. Harper作; 施永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721 醫師國考Winner: 生物化學 馬聖翔, 林嘉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738 社區職能治療: 和社區一起發展以職能為中心的方案Linda S. Fazio原著; 羅鈞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745 最新聽力學精要: 實用基礎及臨床入門指引 Stanely A. Gelfand原著; 古偉裕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752 最新團體動力學在職能治療的應用: 團體介入的理論基礎與實務Marilyn B. Cole原著; 汪翠瀅, 李柏森, 劉靖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769 養好腦就不怕呆: 阿茲海默預防計畫 Gary Small, Gigi Vorgan原著; 湛茗任, 蘇羿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837 病歷資訊管理學 范碧玉, 何德威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82837 病歷資訊管理學 范碧玉, 何德威編著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836 信道訪遊記 無極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898 法句經 無極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5502 法句經 無極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8

全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合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2702 低級教育 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作; 沈聿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2726 外邦圖 小林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030 曼樺己亥豬運程. 2019年 曼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222 天姬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716239 天姬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716260 營長的除靈方法 陸坡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909 小學生也懂國際禮儀: 贏在國際接軌的起跑點 朱玉鳳等著; 潘士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916 國際交流真有趣!: 國中生的外國體驗 朱玉鳳著; 潘士偉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714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第52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317 西港玉勅慶安宮: 王府行儀 王李子峯, 王李中泰主編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751 別讓「應該」框住你的人生: 主動「選擇」、活出「想要」,與生為女人的自己和好共處水島廣子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113 氣功原理與方法 林孝宗著 修訂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30582 生活經濟學 看新聞學經濟 蔡欣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0773 人工智慧導論 王建堯等著; 陳信希, 郭大維, 李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0803 智慧機械與機器人先進控制器技術之研發與應用林明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0827 智慧機械與機器人之研究設計與技藝能競賽成果林明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0995 山水林競: 雕塑(sculpture).陶瓷炻(Stoneware).文化創新(cultural innovation)劉芸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725 璀璨蛻變 林佳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自然醫學文摘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發功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港玉勅慶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伊莉莎白國際禮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藥品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印前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國度

送存冊數共計：3

光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892 決斷的演算: 預測、分析與好決定的11堂邏輯課布萊恩.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 湯姆.葛瑞菲斯(Tom Griffiths)作; 甘錫安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9753401 心流: 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著; 張瓊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418 疼痛的修復練習 史提夫.海恩(Steve Haines), 蘇菲.斯坦汀(Sophie Standing)著;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296 Discovery math editor Wei-Tse Hsu, Henry Yang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80919 Discovery math editor Wei-Tse Hsu, Henry Yang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492 談靈述異: 修行釋疑與養生之道 顯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0409 普傳觀音法門修持法 顯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046 Mala Forex匯市交易操作系統 賴峰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053 吳教授開運面相: 洩天機洞徹人心,改性情著取利機吳彰裕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649 佛系職場智慧力 海雲繼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2760 教會的希望、信仰的腳步 譚珊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777 祢從那裡認識我呢 保拉姆姆等撰文; 麥克儉神父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308 The major cause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shear bandingedited by Tse-Shan Hsu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920 中華鄭和學會學術集刊 中華鄭和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937 反恐特勤隊 反劫機訓練手冊 李進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49017 昆蟲圖鑑 方宏家文; 木生博物館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4757 道德經直指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764 濟公禪師度世妙法經白話解說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771 九天玄女教化真經 九天玄女至理通明真經 九天紫府玄祖至尊寶經白話解說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戰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企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至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地震斷裂帶錯動災害減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樂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嘉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路



9789866574788 智慧生機 邱華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396 白宮義見: 首位華人白宮記者直擊!美國權力核心的真實面貌張經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402 西洋美術史,職場必備的商業素養 木村泰司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419 黑馬思維: 哈佛最推崇的人生計畫,教你成就更好的自己陶德.羅斯(Todd Rose), 奧吉.歐格斯(Ogi Ogas)著; 林力敏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426 成長心態: 50張思維圖,帶你跳脫邊踩剎車,邊催油門的人生吉田行宏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426 成長心態: 50張思維圖,帶你跳脫邊踩剎車,邊催油門的人生吉田行宏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3826 聊齋志異. 一: 義狐紅顏 (清)蒲松齡原著; 曾珮琦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901 聊齋志異. 二: 倩女幽魂 (清)蒲松齡著; 曾珮琦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113 聊齋志異. 三: 幽冥審判 (清)蒲松齡原著; 曾珮琦編撰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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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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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84618 重返藍色星球: 發現海洋新世界 詹姆斯.杭尼波恩(James Honeyborne), 馬克.布朗勞(Mark Brownlow)著; 林潔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784632 隱形人 H.G.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649 性命出售 三島由紀夫著;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4656 我也是魯迅的遺物: 朱安傳 喬麗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670 與珍.奧斯汀喝杯下午茶: 跟著她的生平,漫遊英國人文史海倫.艾咪(Helen Amy)著; 劉珮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687 唐詩現場 章雪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694 圖解聖經 月本昭男監修; 李毓昭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700 巴爾札克短篇小說選集 奧諾雷.德.巴爾札克(Honoré Balzac)著; 邱瑞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717 被誤解的三國 廖彥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724 諾桑覺寺(經典插圖版)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簡伊婕, 伍晴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4731 今古奇觀. 一 抱甕老人原著; 曾珮琦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748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2: 冒險史 柯南.道爾著; 蕭宇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755 給我來一點阿拉伯 哈寧, 約瑟夫著; 古代穀studio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762 我能從詩人,變成一首詩: 王爾德詩選. II 王爾德(Oscar Wilde)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779 漫漫古典情. 2: 詩詞那一刻(遠古至隋) 樸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607 我詩鈞鑒: 田運良詩札 田運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014 羅西傳奇 米歇爾.圖爾科(Michel Turco)著; 陳昶瑞, 鄭亘倫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595 紅樓夢新注 曹雪芹等原著; 徐少知新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10588 紅樓夢新注 曹雪芹等原著; 徐少知新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3769 靈山行者 吳昭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心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未來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批五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我己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先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238 科技未來 李長潔等作; 施增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290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十六屆陳玉瓏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918 BEYOND FROM ABOVE 非想非非想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第八屆全體同學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612 讀藏指導: 佛經表解 星雲大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636 聖地行腳: 沙彌日記. 4 慧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643 佛光大藏經 其他 1

9789574574858 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暨<>編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宗教文獻研究中心策劃平裝 全套 1

9789574574926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星雲大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926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星雲大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933 佛教管理學. 1, 經典系列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940 佛教管理學. 2, 叢林系列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957 佛教管理學. 3, 弘法系列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964 佛教管理學. 4, 兩岸系列. 1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971 佛教管理學. 5, 兩岸系列. 2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5008 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 一 黃繹勳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76133 監獄行刑法測驗題庫 王皓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6584 民航特考三等航務管理歷屆綜合題庫 金庸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6690 國語文學堂測驗 陳維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4977185 土地行政大意3Point. 109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222 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關鍵內容&精選試題演練解析. 109版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345 初等公民All Pass歷屆試題全解 陳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7383 基本電學大意: 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程金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512 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點秘笈 林清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7529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申論&測驗題庫解析雙效解析劉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7574 作文: 請你跟我這樣作 田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7659 銀行考試: 會計學概要(含大意). 108版 文呈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666 會計學概要(含大意). 109版 文呈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673 商業會計法 金永勝, 谷睿珉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7680 土地登記詳解(精選申論題庫). 108版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703 國民營考試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08版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710 企業概論x法學緒論-大滿貫 王毅, 鄭中基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4977727 架構式刑事訴訟法申論題庫Q&A. 108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734 社會學: 破解申論&測驗題庫 陳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7741 企業管理毅卡通 王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7758 教育綜合科目甄試百分百 歐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7765 計算機概論混合式歷屆題庫Q&A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772 計算機概論混合式歷屆題庫Q&A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789 行政、政策與管理三合一 張本原, 葉宇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7796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審計學 金永勝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977802 高分英文測驗 顏弘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4977819 農田水利相關法規 陳晟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財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9789864977826 幼兒教保課程與教學(含幼兒活動設計) 王立杰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833 民用航空法 鄭中基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784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主題式混合題庫張庭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7871 地政士考照主題式完全攻略五合一 林育智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7888 公民愛練書 艾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7895 台電新進僱用人員綜合行政考前速成題庫(國文、英文、行政學概要、法律常識、企業管理概論)李楓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7901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吳俊, 吳江林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7918 三等外交領事人員: 歷屆綜合題庫 卓村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7932 基本電學(大意) 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程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7949 公共政策秒速記憶 程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7956 輸配電學 程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7963 綜覽監獄學混合題庫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7987 監獄行刑法高分示解 王皓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007 犯罪學混合題庫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021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038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045 台灣文學史新編 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069 台電新進僱員(電機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國文、英文、電工機械、基本電學)李楓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8076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機械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國文、英文、物理、機械原理)李楓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8083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雙Q歷屆試題解析 吳俊, 吳江林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8090 四等外交行政人員: 行政組歷屆綜合題庫 卓村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8113 法律常識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144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151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175 政治學秒速記憶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182 專技社工師綜合題庫解析 張庭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8199 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205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考前速成綜合題庫(國文、英文、法學緒論、企業概論、管理學、經濟學)李楓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8212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 林敏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8229 教甄複試一本通 王勝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8236 銀行考前攻略考古題經解 文呈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243 農業概論 陳茂竹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250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秒速記憶 劉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8267 行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8274 鐵路運輸學大意x鐵路法大意大進擊 劉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3422 股票投資與操作實務 鄭廳宜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281 憲法秒速記憶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304 初等電子學大意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311 電腦常識(概論) 簡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8335 社會研究法主題式歷屆題庫精解 陳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8342 貨幣銀行學概要 許偉, 許碩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359 記帳士考試 記帳士考前OK啦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373 土地法規概要 蕭華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978410 經濟學 許偉, 許碩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8427 行政法秒速記憶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458 生物統計學 王瑋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8465 主題式法學緒論讀本.題庫二合一 陳晟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8489 記帳士考試會計學概要 文呈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564 警專歷史 劉傑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8656 鐵路運輸學概要(大意)測驗題庫 劉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80300 一定是貓做的! 大衛.卡利(Davide Cali)文; 瑪嘉莉.克拉弗雷(Magali Clavelet)圖;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317 出大甲城 Ballboss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324 數字王國 霍爾合.盧罕文; 伊索爾圖; 李家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331 不可能的任務 伊索爾(ISOL)文.圖; 李家蘭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6

步步



9789579380348 聽獨角仙說故事: 土裡的11個月 小島涉文; 廣野研一圖; 李健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355 森林舞台的幕後 松浦陽次郎文; 山村浩二圖; 賴庭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362 生命都是圓柱體 本川達雄文; 山本睦仁圖; 賴庭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379 小珊瑚寶寶 閔芽援文.圖; 林雯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386 夏日的早晨 谷內鋼太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611 唐宋茶詩詳註 林瑞萱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2396 Ready, Go! Book. 7(student's book)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2433 藍色小精靈的生活英語圖解字典 盧亦珮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2457 漢語我的好朋友(簡體字版) editor Ming-Yi Chung 其他 第4冊 1

9789864412488 奧妙科學大圖解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編輯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2495 日本經典故事選 何欣俞, 王瑋婷中文編輯; 佐藤生, 島村朋惠日文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2518 New TOEIC新版多益完全攻略(點讀擴編版) 陳豫弘, 王琳詔總編輯 四版 其他 1

9789864412525 英語高頻字彙完全攻略: 選字範圍3000字-5500字 3-5級字彙陳豫弘, 王琳詔總編輯 增修一版 平裝 1

9789864412532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長知識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549 Get ahead! authors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ke Corsini 平裝 1

9789864412556 歸納聯想托福必考10,000字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2563 看文學名著學英語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570 升科大.四技二專統測完全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四版 其他 1

9789864412587 情境式西班牙語圖解字典 錢玲欣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2594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3A authors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ke Corsini 其他 1

9789864412600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3B authors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ke Corsini 其他 1

9789864412617 英文寫作十大攻略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2624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4A Andrey Dubinsky等作; Andrey Dubinsky等編 其他 1

9789864412631 英語萬用圖解字典: 這個單字英語這樣說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648 Ready, Go! Book. 8(student's book)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2655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4B Andrey Dubinsky等作; Andrey Dubinsky等編 其他 1

9789864412662 Kidsabc class book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2679 Kidsabc activity book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2686 Kidsabc storybook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2693 老外都在用的英語短句 Wenny Tsai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709 帶你寫一遍: 英文寫作技巧總整理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2716 從今天起一張圖讓你聽懂CNN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723 情境式德語圖解字典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2730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去上學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747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過聖誕節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754 老師希望你別再用錯的 英語易混淆字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761 CNN主播教你說英語: 關鍵時刻的新聞用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778 東南亞職場英語 LiveABC編輯群, 環球科技大學職場英文專案辦公室, 李建宏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554 證券商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 湘翎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9664561 企業內部控制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4版 平裝 1

9789869664578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18版 平裝 1

9789869668101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300問模擬題庫+歷屆試題李惠華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9668125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品保概論 黃賢齊, 郭南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668132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黃賢齊, 郭南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668149 初考五等細說/重點整理圖書館學大意. 2019年版鄭海蒂編著 平裝 1

9789869668156 就業服務乙級通關講座 王朝明, 許朝茂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宏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坐忘谷茶道中心



978986966816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乙級 術科寫作特訓 湯士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9668187 (國文)公文: 主題式問題集 申論題型 王翔編撰 平裝 1

9789869668194 (國文)作文: 主題式問題集 申論題型 王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001 地政士實戰小法典 強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0025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2版 平裝 1

9789862750032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林崇漢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2750049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概念/考題 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750179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750186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750247 台水甄試共同科目4合1（歷屆＋模擬題庫）. 2019宏典文化自來水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254 台水甄試營運士[業務類]專用歷屆題庫2合1. 2019簡捷, 陳企光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254 台水甄試營運士[業務類]專用歷屆題庫2合1. 2019簡捷, 陳企光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261 台水甄試技術士[操作類甲]歷屆題庫3合1. 2019 張亞如, 林錦村, 曾正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322 初階授信業務人員重點/考題2合1 林崇漢編著 第12版 平裝 1

9789862750407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林崇漢編著 第13版 平裝 1

9789862750414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別經典題庫解密湯士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50438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3版 平裝 1

9789862750445 企業內部控制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5版 平裝 1

9789862750452 銀行招考題庫共同科目二合一完全攻略. 2019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469 銀行招考題庫完全攻略(綜合科目五合一). 2019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476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300問模擬題庫+歷屆試題李惠華編著 第6版 平裝 1

9789862750483 理財規劃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湘翎編著 第13版 平裝 1

9789862750490 金融數位力知識: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2750506 機械製造(機械常識)含識圖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19陳匡作 平裝 1

9789862750513 破解英文: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19羅然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0520 財產保險業務人員重點/考題2合1 林忠義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2750537 有害作業主管: 經典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1886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一科重點/考題2合1 廖乃麟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2752616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一般業別經典題庫解密湯士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53040 信託業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劉憶娥編著 第13版 平裝 1

9789862753057 初階外匯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第12版 平裝 1

9789862753064 智慧財產權法規概論: 無形資產評價師 王琇慧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753071 鐵路運輸學概要 彭國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3149 基本電學. 2019: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最頻出1000題陳學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3156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4版 平裝 1

9789862754139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19版 平裝 1

9789862754146 證券商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湘翎, 柳威廷編著 第18版 平裝 1

9789862754153 初階授信業務人員重點/考題2合1 林崇漢編著 第13版 平裝 1

9789862754160 台糖甄試 業務類專用 歷屆題庫4合1. 2019 宏典文化台糖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4177 經濟部聯招(企管類組)考試專用 歷屆題庫6合1. 2019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4191 基本電學概要考猜書500題. 2019 陳學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4986 機械原理概要考前猜題500題. 2019 陳為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4993 中華電信甄試 [行銷業務推廣]專用 歷屆題庫3合1. 2019宏典文化中華電信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006 論文/作文速成: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19王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013 政府採購法考猜書500題. 2019 高名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020 CFP/AFP通關講座. 模組3: 員工福利與退休規劃 黃振章, 呂佳縝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051 鐵路運輸學概要+鐵路法速成總整理 彭國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075 鐵路運輸學概要 鐵路法 二合一 800題考猜書 彭國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663 聖威門紫微斗數斷訣 盧立群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058 慧解脫之道: 原始根本佛法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6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四聖諦講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7302 厚熊笑狗: 長照系列繪本第一站-為什麼會忘記 謝顯林圖.文; 詹弘廷, 梁鎧麟偕同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247 台北歷史散步手帖: 淡水象山線 水瓶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54 全世界都來排隊的鄉下麵包店: 星級麵包職人的工作祕方成瀨正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61 龜時間 櫻井雅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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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7767 黑板手繪字&輕塗鴉. 2 チョークボーイ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7774 烘焙新手也能作的無麩質法式甜點: 以米粉作40道絕對好吃的經典甜點大森由紀子作;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7781 大人小孩都愛的米蛋糕: 沒有麵粉也能作蛋糕 杜麗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97798 輕鬆學彩繪: 川島詠子の花草彩繪圖案集105 川島詠子作; 楊淑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27032 花甜點: 華麗美味的可食花甜點44品 袴田尚弥著; 楊妮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049 特殊印刷.加工DIY BOOK: 特殊印刷.製書.加工: 實現趣味&設計創意的專業級作品!大原健一郎, 野口尚子, Graphic社編輯部作; 徐淑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7627056 把烘焙變簡單&什麼都可以作!一起作233道職人級好味甜點音羽和紀著; 丁廣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063 水彩繪製的日常美好: 以針筆&水彩筆速寫的生活片刻あべまり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1892 不書鎮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908 都是ㄇㄞˋ的: 王力芹童話故事集 王力芹著; 羅莎插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915 森林的一天 蘇飛圖.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922 慢慢的世界 蘇飛圖.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939 抓住風兒的翅膀 譚清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946 餅乾戰爭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960 狐狸先生與愛吃畫的咕嚕 蘇飛圖.文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785 凃博雄生涯回顧彙集 凃博雄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939 釋經學 改革宗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953 信仰的基石: 上帝為什麼賜下誡命？(第二部分: 我們對人類的責任)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黃馨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2960 憑信心 不憑眼見 葛富恩(Richard B. Gaffin)作; 翁洋譯; 彭彥華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984 約翰牛頓書信選集 約翰.牛頓(John New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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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5349 醫學與體育的情和緣: 一位香港醫生的運動醫學論文與憶述林馨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356 教你讀唐代傳奇: 甘澤謠、河東記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363 感謝: 廣告55年,幸遇貴人,幸得機會 賴東明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宏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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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村居品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沐風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6174 世變下的經道合一: 清初遺民<>學中的「內聖外王」張曉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495 我夢見截句 卡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570 陝西佛寺紀略 康寄遙編著; 康正果修訂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617 深呼吸: 米家路中英對照詩選(1981-2018) 米家路作; Jennifer Feeley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655 在另外一個世界死去: 鄭南川文集 鄭南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662 你一直在我們心中: 吳新發博士懷念文集 張譽騰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679 收視率背後的祕密 劉旭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686 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 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孔德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693 弦斷有誰聽: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人、學術與學校王學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09 詩眠集: 羅拔雙語詩集 羅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16 世界劇場: 16-18世紀版畫中的羅馬城 王健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23 樣板戲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 許國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30 頂樓天台的6堂人生早課 曹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47 截句選讀. 二 卡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54 彷彿,一群字體在遺書裡活著 吳龍川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78 大漠孤客: 蔣介石與盛世才關係揭秘 崔保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85 季節 Seasons 艾蓮娜.麗莉安娜.波佩斯古(Elena Liliana Popescu)著; 李魁賢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08 情與美的絃音: 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文集 趙淑敏, 石文珊, 李秀臻合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15 滿文的傳承: 新疆錫伯族 戈思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020 漂泊與尋找: 王鼎鈞自傳書寫的詩心與文境 黃雅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22 當代<>人性論的省察: 以漢學家的詮釋所展開的反思羅惠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761 擦身而過: 李宗舜雙語詩選 李宗舜著; 潛默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39 重估傳統.再造文明: 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黃克武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46 鲁迅精神史探源: 「進化」與「國民」 李冬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53 鲁迅精神史探源: 個人.狂人.國民性 李冬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77 嗑憂果 失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84 當代臺灣心靈的透視: 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江燦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6891 霧鎖港了: 何郡詩集(2012-2018) 何郡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536 療癒人生: 從衣櫥只留33件單品開始 蔻特妮.卡佛(Courtney Carver)著;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908 幻相與實相 Ranjit Maharaj著; 鍾七條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7601 金門設計教學筆記 陳書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783 眾神之上 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作; 陳恩明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53790 與聖靈的神聖相遇(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作; 楊淑智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806 智慧之書: 一年的箴言靈修日程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凱西.凱勒(Kathy Keller)合著; 許文靜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705813 神人之約: 解開摩西五經的啟示 陳希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5820 改變自己: 權柄關係中的受傷與恢復 林少軒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238 生活会話日本語 盧美芳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杏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埕設計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高峰上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716 不生病的人際關係 自凝心平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723 人生好難,到底哪裡出問題?喜劇演員×僧侶×科學家如是說茹比.韋克斯(Ruby Wax)作; 王如欣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730 我決定好好活到死: 一位腦科學家對抗大腦病變的奇蹟之旅芭芭拉.麗普斯卡(Barbara K. Lipska), 伊蓮.麥克阿朵(Elaine Mcardle)作;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730 我決定好好活到死: 一位腦科學家對抗大腦病變的奇蹟之旅芭芭拉.麗普斯卡(Barbara K. Lipska), 伊蓮.麥克阿朵(Elaine Mcardle)作;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747 原來,我們都對自我誤解太深: 從印度哲學思維,找回真實的自己熊仁謙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754 為誰辯護: 判決之外,11個法律故事的人性思考 莎拉.蘭福德(Sarah Langford)著; 張雍婷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554 甘願作菩薩 郭正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658 零基礎學商務英文,一本就掌握: 履歷準備、求職面試、職場交流、客戶往來、電子郵件、英文簡報一次搞定!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665 新制多益全真閱讀試題解密 許豪多益金色證書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672 零基礎學英文閱讀，一本就掌握 許唐、林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689 零基礎學交際英文會話一本就掌握 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696 不開口也能讓人心服口服的英文E-Mail速記解密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9907 大禹治水 佚名作; 馬童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9938 狡猾的肥貓和老實的老鼠 雅各.格林, 威廉.格林著; 岳婷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5585 好快!2000日單圖像速學祕技 詹鎧欣作; 俞惠軒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45592 看圖學日語!: 日本旅遊必備隨身食宴手冊 羅仁完作; 林珮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5608 地球人必備!: 宇宙最強的英語發音規則 齊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202 夏一夫作品展: 秋毫與泰山 夏一夫[作] 平裝 1

9789869705219 絪縕: 筆與墨會; 應物: 感物詠志 李義弘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3202 JUST DO IT: 透視NIKE如何締造運動王國的夢想與傳奇唐諾.凱斯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19 SONY巨人的崛起 約翰.納森著; 高煥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26 迪士尼成功的七大秘訣 湯姆.康奈蘭著; 黃碧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33 讓員工瘋狂熱愛公司的祕訣: 西南航空的故事 凱文.傅萊伯, 賈姬.傅萊伯著; 董更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40 吳大猷: 中國物理學之父 丘宏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57 貝聿銘: 現代主義建築大師 麥可.坎奈爾著; 蕭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64 趙小蘭: 一個台灣女孩在美國政壇的傳奇之旅 華文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71 衝突的管理: 美國海軍陸戰隊教戰守則 葛雷將軍著; 彭國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288 淡藍色的小圓點: 尋找人類未來新願景 卡爾.沙根著; 丘宏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393295 淡藍色的小圓點: 尋找人類未來新願景 卡爾.沙根著; 丘宏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393301 贏家通吃: 為何財富會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羅伯特.法蘭克, 菲力普.庫克合著; 席玉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318 強勢領導: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商業領導策略 丹.卡里森, 羅德.華許合著; 李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325 偉大作曲家群像: 莫札特 佩姬.伍德福特著; 程秋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332 偉大作曲家群像: 馬勒 愛德華.謝克森著; 白裕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349 偉大作曲家群像: 西貝流士 大衛.伯奈特-詹姆斯著; 陳大鈞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希望星球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含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9789578393356 偉大作曲家群像: 普羅高菲夫 大衛.古特曼著; 白裕承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9785 愛情 胡至宜作; 黃鈺博插畫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107 寶島搜神記 角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32793 八字學入門初階講義 黃四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232809 姓名學教科書 何榮柱編著 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333 音樂 鄞惠敏, 廖悌妏, 周潤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340 全民國防教育 孟繁宇, 邱新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357 生活科技 黃士淵, 陳思佑, 李宜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364 技術型高級中學 化學A 江芸慧, 王怡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371 音樂. 上冊 葉娜心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388 美感 點線面 林秋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395 體育 莊秀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18401 技術型高級中學 化學B 江芸慧, 王怡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418 家政 黃儒玉, 謝宛庭, 黃潔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91491 旅宿時光 陳淑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1593 中國神話人物選作 徐瑞著 精裝 1

9789572921593 中國神話人物選作 徐瑞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974 自主玩學天書: 認真過年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8981 是誰在唱歌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8998 Hey Taipei writer Kathy Cheng, 妙蒜小農 精裝 1

9789869757003 Mommy跟你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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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40403 中醫門診處方速查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410 腹診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427 台灣董針婦產科臨床經驗治療學 蘇珊玉編著; 鄭雅芬繪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沙爾內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妙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角斯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沛報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737 這是誰的小褲褲 米歇爾.艾可菲(Michael Escoffier)作; 凱絲.迪.吉奧科莫(Kris Di Giacomo)繪;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936 開家賺錢的手搖飲料店 楊海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199943 有故事的糕與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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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1679 養身體的陽 田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173 正常就是頂上: 85則回歸頂上生活的健康箴言 鄭明析著;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和平醫療團編撰; 謝宜倫中譯; Ho Myung Lee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180 舉重若輕: 從年幼時開始做大事 加菲梅格作, 鄭樹中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706 我國金融業務從業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以壽險業為實證分析王言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721 如何順利考取中國房地產證照 曾文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654 國文 顏瑞芳主編; 吳慧貞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931692 英文第一冊(A版) 車畇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753 唯識學綱要 于凌波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791 倫理學釋論 陳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807 莊子纂箋 錢穆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670 雙語法庭: 司法程序中的法院口譯員 蘇珊.柏-蘇莉森(Susan Berk-Seligson)著; 張同瑩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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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863565109 最強冒險小隊因爛透愛情喜劇而全滅了啦!?. 1: 戀愛至上的冒險生活鏡遊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116 Campione弒神者. XX, 魔王內戰. 2 丈月城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123 世界指令World Order 河和時久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130 終將墜入愛河的Vivi Lane 犬村小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147 就算身為最後的人類 庵田定夏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154 突西亞戰記: 十二騎士團的反叛軍師 大黑尚人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161 昴宿七星 田尾典丈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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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3565185 狂賭之淵悅 河本ほむら, 尚村透原作; 武野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河中文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人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点出版

快樂文化



9789863565192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5208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215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222 BLACK TORCH闇黑燈火 タカキツヨシ作; 菠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239 CANIS THE SPEAKER-發語者 ZAKK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246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5253 不死的獵犬 八十八良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5260 小木乃伊到我家 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5277 天照大神行不行。 藤木俊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291 無敵鐵金剛INFINITY魔神傳說之書(劇場版) HOBBY JAPAN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307 加藤和惠畫集イロイロ 加藤和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314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321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5338 我的少年 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345 我家有個秋田妹 三角頭作; 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352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5369 名偵探柯南 FBI精選集 青山剛昌作; 張正薇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376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5383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5390 和風喫茶鹿楓堂 清水ユウ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406 虎穴廚房 元ハルヒラ作; 望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413 勇者大人,水溫這樣子還可以嗎? 綠藻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420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5437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5444 偶像事變: 鴿子聽不見悲鳴 にんじゃむ原作; ミサヲ漫畫;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451 窗邊的小圓小姐 福田泰宏作; 鈴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468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5475 路人超能100 ONE漫畫;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65482 平浦一家 遍柳一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499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5505 異世界公會飯. 1, 暗黑邪龍與炸肉排咖哩 白石新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512 終將墜入愛河的Vivi Lane 犬村小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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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5536 Do race?服裝競賽師 OKAMA作;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543 Genocider屠殺性狂徒 秋吉宣宏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550 G女子! 酉川宇宙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567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994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5574 小山內准教授的祕密 楢崎狀太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581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牧野圭祐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598 MIX 安達充原作; ALAT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5604 少女終末旅行 つくみず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611 牙鬥獸娘 隅田かずあさ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5628 幼稚園的王者 落合小夜里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5635 名偵探柯南 唐紅的戀歌 青山剛昌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5642 名偵探柯南 唐紅的戀歌 青山剛昌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5659 在地下城尋找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矢樹貴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5666 在地下城隔壁開旅店的老爹 東谷文仁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673 吸血鬼馬上死 盆ノ木至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680 咕嚕咕嚕魔法陣. 2 衛藤ヒロユキ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697 怪物事變 藍本松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703 花開物語 千田衛人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5710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5727 集合!不可思議研究社 安部真弘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734 暢銷作假雪乃! てりてりお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741 銀河英雄傳說 藤崎竜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5758 超級迷你模型大全 Hobby Japan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765 樂園監獄 獄警的工作日誌 有賀照人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772 融化 加東セツコ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789 擬似戀愛 まさお三月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796 獵鬼士 梶本ユキヒロ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802 織田肉桂信長 目黑川うな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819 精靈寶可夢 就決定是你了!(劇場版) 鷹岬諒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5826 精靈寶可夢 就決定是你了!(劇場版) 鷹岬諒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5833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840 紅色閃電 屋宜知宏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857 球詠 マウンテンプクイチ作; 沈嘉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864 戰武傳奇 真刈信二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871 魔女的深夜通話 保谷伸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888 教殺守則!!TEACHER AND KILLER TALI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895 慾望與湯 梶本潤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5901 異能迷宮 山田J太作; 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918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65925 喧嘩鬥技場Rankers High 中島諒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5932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65949 森海領域的噬龍者 広橋進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970 8月放逐者 宮田大輔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987 BORDER WORLD邊境世界: 碧落的TAO 木村聡作; 鈴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007 RDB鮮紅檔案事件簿 たかしげ宙原作; 六本順作畫;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014 U19未成年戰記 木村勇治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021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12, 那是以某座島與龍為中心的傳說之始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038 抽下去吧!課金女武神希爾德小姐 日の原裕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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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566052 昴宿七星 田尾典丈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069 異世界超能魔術師 內田健作;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076 魔王築城記!. 2: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市 月夜淚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083 機動戰士鋼彈: 鐵血孤兒超鐵血風鋼彈模型教科書HOBBY JAPAN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090 霹靂風雲錄 轟掣天下/轟霆劍海錄 劇集典藏書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106 すず屋。第二寫真集Fake it すず屋作; HAR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113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漫畫;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6137 山與食慾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6144 不死的獵犬 八十八良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6151 東方文果真報 ZUN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168 急戰5秒殊死鬥 はらわたさいぞう原案;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175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6182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6199 索瑪麗與森林之神 暮石ヤコ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205 斬!赤紅之瞳 零 戶流ケイ作; タカヒロ漫畫;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6212 惡魔設計圖 岡本喜道作; 波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229 醉後還是愛上你 CRYSTAL洋介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236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蘇君好, kimi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243 魔界王子留學記 権平ひつじ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250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3566267 日常高潮 倫敦巴里子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274 再見了人類 渡邊恒造, 萩原あさ美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281 名偵探柯南EPISODE"ONE"縮小的名偵探 青山剛昌原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298 名偵探柯南 千鈞一髮精選集 青山剛昌作; 張正薇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304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3566311 我的少年 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328 我的米帝亞 未散ソノオ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335 我家的女僕有夠煩! 中村カンコ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342 狂賭之淵(假) 河本ほむら原作.監修; 川村拓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359 狂賭之淵妄 河本ほむら原作; 柊裕一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366 乳乳乳乳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373 和風喫茶鹿楓堂 清水ユウ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380 性偏離: 人間椅子奇譚 佐藤正基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397 鋼彈軍武大全 鋼彈創鬥者: GM的逆襲&對戰風雲錄篇HOBBY JAPAN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403 戰神美術設定集 Dark Horse Books作; 林耿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410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66427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434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牧野圭祐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441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6458 曾幾何時的天空、你與我的魔法 藤宮カズキ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465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眷族編年史, episode琉大森藤ノ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472 膽小鬼的戀愛 上田にく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489 異國日記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496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6502 紅與黑 桂小町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519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九二枝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1

9789863566526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6533 噬人: origin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540 狩魔戰記 山本晉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557 昇天藥局! 春輝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564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6571 夏莉的鍊金工房-黃昏海洋之鍊金術士-官方視覺美術集コーエーテクモグーム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588 澀谷金魚 蒼伊宏海作; 鈴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595 螺絲俠 吉富昭仁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6601 窗邊的小圓小姐 福田泰宏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618 咕嚕咕嚕魔法陣. 2 衛藤ヒロユキ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625 名偵探柯南 犯人.犯澤先生 青山剛昌原作; 神庭麻由子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632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66649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656 左擁右抱難道不行嗎? 鳩屋タマ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663 被雙胞胎兒子同時盯上了 佳門サエコ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6670 花開物語 P. A. WORKS原作; 千田衛人作畫;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687 唯願來世不相識 小西明日翔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700 清與小雪 徒々野雫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作畫;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717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6724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原作; 青刃時雨漫畫;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6731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原作; 青刃時雨漫畫;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6748 創世的大河 森恒二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755 無奇不有NASA莊 柊裕一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762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大森藤ノ作; 矢樹貴漫畫;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6779 怪物事變 藍本松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6786 神奇寶貝SPECIAL: Ω紅寶石.α藍寶石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6793 少女終末旅行 つくみず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809 蜘蛛謎夢 丸木文華作; AZUK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816 貓的王國 犬飼の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823 爐石戰記: 旅店老闆的食譜 Insight Edition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830 HJ科幻模型作品精選錄 HOBBY JAPAN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847 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遊紀: 東離群俠傳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854 萌!亞瑟王與圓桌武士全書 TEAS事務所作; 王啟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861 終將墜入愛河的Vivi Lane 犬村小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6878 史萊姆轉生。大賢者成為精靈養女的寵物了 月夜淚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885 YAKITORI. 1, 輕如鴻毛的軌道登陸 カルロ.ゼン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6892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908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915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922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6939 魔女之家: 艾蓮日記 ふみー原作; 影崎由那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946 魔女之家: 艾蓮日記 ふみー原作; 影崎由那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953 魯蛇少女的不思議神顏大冒險 周顯宗漫畫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6960 魯蛇少女的不思議神顏大冒險 周顯宗漫畫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6977 織田肉桂信長 目黑川うな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984 魔女與野獸 佐竹幸典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6991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004 精靈寶可夢 太陽&月亮: 全國全角色大圖鑑 Pokémon作; 木村光雄, OLM插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7011 精靈寶可夢 太陽&月亮: 全國全角色大圖鑑 Pokémon作; 木村光雄, OLM插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7028 小津的情慾滋長日記 カシオ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035 三十處女與二十熟女 甘詰留太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7042 Genocider屠殺性狂徒 秋吉宣宏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059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066 鬪獸士 柿崎正澄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073 現代魔女的求職日記 相澤沙呼原作; はま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103 美麗的他. 2, 可恨的他 凪良ゆう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110 和風喫茶鹿楓堂 清水ユウ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127 我的癡女前妻. 女流花道家篇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134 我所知道的一宮同學 甘詰留太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141 忍者也想談戀愛 設樂清人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158 成人模仿遊戲 上田にく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165 名偵探柯南 安室透精選集 青山剛昌作; AKIRA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172 再活一次 吉川英朗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189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67196 媚之凶刃: X side 池玲文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202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7219 銀河英雄傳說 藤崎竜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7226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233 戰武傳奇 真刈信二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240 獵鬼士 梶本ユキヒロ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257 異能迷宮 山田J太作; 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228 毓老師講《大學》、《中庸》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許晉溢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211 毓老師講《大學》、《中庸》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許晉溢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99235 奉元語要. 壹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選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924 從孤寂到恬適: 樂齡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陳書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90931 從迷惘到堅定: 中學生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陳書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106 大縱橫: 創造並毀滅「戰神」郭文貴 袁紅冰著 平裝 1

9789869692113 血紅的土地: 中共土改採訪錄 譚松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5477 English teaching & culture Chen-yan Shi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224 魔法手帳. 2019 思逸SEER企劃撰寫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月堂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01

送存冊數共計：220

奉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旺文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388 圖解恐怖怪奇植物學 稻垣榮洋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395 大滅絕檔案.感染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816 九龍城寨. 2: 龍城第一刀 余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830 都市傳說. 第二部. 9, 菊人形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847 大滅絕檔案.密碼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661 藝晨: 108級純美組作品專刊. 第四屆 劉光盛總策劃 平裝 1

9789866415661 藝晨: 108級純美組作品專刊. 第四屆 劉光盛總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5101 One art taipei藝術台北. 2019 蘇鈴卿, 吳玟憶, 王思予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654 Workplace Specialist: 職能專業美語 徐美堅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51942 方寸間的律動: 析論唐代玉製腰帶具文化功能的變革劉榮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59 詩意的家居: 明清徽州民居的審美研究 衣曉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59 詩意的家居: 明清徽州民居的審美研究 衣曉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73 明代佛教勸善運動研究 黃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73 明代佛教勸善運動研究 黃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307 東漢佛經複合詞研究 郭懿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307 東漢佛經複合詞研究 郭懿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434 漢譯南傳大藏經<>故事研究 陳曉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434 漢譯南傳大藏經<>故事研究 陳曉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885 俱舍學研究 林律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885 俱舍學研究 林律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892 周易禪解觀止 趙太極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892 周易禪解觀止 趙太極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08 周易禪解觀止 趙太極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08 周易禪解觀止 趙太極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15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15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15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15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22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22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22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22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868 壇經十八講 錢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868 壇經十八講 錢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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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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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55490 南宋寺院經濟與社會 劉軍峰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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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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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方設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連線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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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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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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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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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55575 徐三庚篆刻書法藝術研究 顏瑛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015 龔鵬程與我們的時代 龔鵬程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856022 何廣棪論學雜著. 續編 何廣棪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856039 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歷史再研究 宋幫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046 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歷史再研究 宋幫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053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 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許毓良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6060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 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許毓良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2

9789864856060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 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許毓良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6077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 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許毓良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3

9789864856077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 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許毓良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2

9789864856084 清代臺灣的軍事與社會: 以武力控制為核心的討論許毓良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6091 日治時期味之素在臺灣之研究 楊雅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107 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臺灣漢人社會 陳東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114 長老教會在後龍的開拓與經營(1872-1995) 彭美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121 從神聖到世俗: 以頭城搶孤為例 許澤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138 釋悟光的宗教修學經歷與抉擇. 1918-1972 高璽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138 釋悟光的宗教修學經歷與抉擇. 1918-1972 高璽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138 釋悟光的宗教修學經歷與抉擇. 1918-1972 高璽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145 宜蘭頭城台語語音語彙之調查研究 李柏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152 宜蘭頭城台語語音語彙之調查研究 李柏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169 清領時期臺灣隱逸詩研究 黃慶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176 清領時期臺灣隱逸詩研究 黃慶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183 明鄭至日治時期古典詩中的臺南地區書寫 謝淑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206 明鄭至日治時期古典詩中的臺南地區書寫 謝淑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190 明鄭至日治時期古典詩中的臺南地區書寫 謝淑容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6213 戰後台灣阿里山空間的現代文學書寫: 以散文、新詩、小說三文類為觀察核心劉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220 台灣農民小說發展史(1920-1980年代) 洪鵬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237 台灣農民小說發展史(1920-1980年代) 洪鵬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244 戰後臺灣布袋戲技藝研究: 以蕭添鎮布袋戲為例陳正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251 江黑番布袋戲口頭文學研究 黃如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268 當代臺灣歌仔戲跨文化改編與詮釋: 從<>到<> 黃佳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275 賴聲川戲劇研究 胡志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299 唐詩中的嶺南書寫研究 陳雅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305 白居易「閒適」詩研究: 以「情性」為考察基點蔡叔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312 白居易「閒適」詩研究: 以「情性」為考察基點蔡叔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329 陸游田園詩研究 何映涵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343 陸游田園詩研究 何映涵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336 陸游田園詩研究 何映涵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6367 <>與徐庾麗辭 鄭宇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374 文學與事功: 唐代中興名相研究 邱顯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381 中唐文人知識結構與文學研究 趙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398 湯顯祖及其文藝觀之研究 洪慧敏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411 湯顯祖及其文藝觀之研究 洪慧敏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404 湯顯祖及其文藝觀之研究 洪慧敏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6428 徐孚遠在世變下之生命情懷 蔡靖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435 徐孚遠在世變下之生命情懷 蔡靖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442 湖上常留處士風: 晚清民初的西湖隱逸文學研究任聰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459 樊增祥評傳 潘宏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466 晚清四大小說研究 黃美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473 晚清四大小說研究 黃美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480 中國傳統戲劇鬧熱性研究 王奕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497 中國傳統戲劇鬧熱性研究 王奕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503 宋元南戲「明改本」研究 羅冠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510 宋元南戲「明改本」研究 羅冠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527 形神空間的觀看、顯應與冥遊: 六朝觀音感應故事研究邱學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27 形神空間的觀看、顯應與冥遊: 六朝觀音感應故事研究邱學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27 形神空間的觀看、顯應與冥遊: 六朝觀音感應故事研究邱學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34 杜貴晨文集. 第一卷: 文學數理批評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41 杜貴晨文集. 第二卷: 「羅學」與<>研究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58 杜貴晨文集. 第三卷: 泰山文化與<>研究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65 杜貴晨文集. 第四卷: 泰山與<>研究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72 杜貴晨文集. 第五卷: <>與<>研究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89 杜貴晨文集. 第六卷: <>與<>等燈話小說研究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596 杜貴晨文集. 第七卷: 傳統文化與小說散論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602 杜貴晨文集. 第八卷: 詩文論序評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619 杜貴晨文集. 第八卷: 詩文論序評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626 杜貴晨文集. 第九卷: 說「三」道「四」合稿: <>與四「燈」小說評介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633 杜貴晨文集. 第十卷: 慕之拾零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640 杜貴晨文集. 第十一卷: 齊魯人文景觀論證設計三種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657 杜貴晨文集. 第十一卷: 齊魯人文景觀論證設計三種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664 杜貴晨文集. 第十二卷: 宋遼金詩選注 杜貴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688 分歧的「愛國」華僑: 民初華僑對祖國政治之態度(1912-1916)陳士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695 民國前期康區政治態勢及治理研究(1912-1928) 裴儒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01 黨同伐異: 「反革命罪」及其爭議. 1927-1931 王慧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18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農業融資法制研究 畢凌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25 生命踐行與人生之思: 梁漱溟的「大人」之路 黃造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32 一枝獨秀: 陳獨秀前期報刊實踐與傳播思想研究(1897-1921)陳長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49 吉林通俗教育講演所研究(1915-1931) 朱一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56 抗日戰爭時期廣東省淪陷區的教育(1938-1945) 宋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63 近代化進程的民間引領者: 中國工程師學會研究鄒樂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87 臺灣公藏宋版書調查研究 陳怡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794 晚清民初石版印刷藝術研究 陳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800 近代以來中國出版技術變革研究: 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1807-2010)王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817 誤字、衍文與用字習慣: 出土簡帛古書與傳世古書校勘的幾個專題研究蔡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824 21世紀西夏學論著目錄(2001-2015年)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831 <>錄文研究 鄧桂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848 <>研究 趙鳳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855 言出法隨: <>校箋與研究 瞿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862 言出法隨: <>校箋與研究 瞿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879 <>引<>考 李福言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886 <>引<>考 李福言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893 劉孝綽集校注 田宇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916 <>與經典文獻常用字詞比較研究 王世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923 <>與經典文獻常用字詞比較研究 王世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930 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與語言研究 葉正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947 <>疑難字研究 林宛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954 古漢語名詞轉動詞研究 吳佳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6961 概念場詞彙系統及其演變研究: 以<>為中心 甘小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978 概念場詞彙系統及其演變研究: 以<>為中心 甘小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6985 明傳奇用韻研究 彭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6992 明傳奇用韻研究 彭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005 王力上古音學說研究 徐從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029 兩漢<>學及其對當時政治的影響(修訂本) 李偉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036 從荀子的性惡論看「善」的實現 朱敏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043 德與性的統一: 孟子的人禽之別 鄭長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050 駱香林: 儒家型知識分子研究 黃憲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067 論當代儒學重構之問題與方法: 以牟宗三與勞思光為例周詠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074 六朝仙道身體觀與修行理論探討 張億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081 六朝仙道身體觀與修行理論探討 張億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098 王陽明的教化哲學研究: 以「敬」為中心 向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104 章學誠學術思想闡釋史研究 何永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111 章學誠學術思想闡釋史研究 何永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128 康有為經學考論 周寶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135 黔北「沙灘文化現象」研究: 以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的「實學取向」為分析視角孔維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142 「文明論」與佛教世界觀: 現代中國反「現代性」的思想與詩學個案盧冶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159 「文明論」與佛教世界觀: 現代中國反「現代性」的思想與詩學個案盧冶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166 大六壬的古天文學原理及心智哲學機理研究 冉景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173 大六壬的古天文學原理及心智哲學機理研究 冉景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197 中古大軍制度緣起演變史論 雷家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210 中古大軍制度緣起演變史論 雷家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203 中古大軍制度緣起演變史論 雷家驥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7227 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龍成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234 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龍成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241 魏晉南北朝時期邊政研究 彭豐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258 北魏北部邊疆與民族政策研究 王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272 拓地降敵: 北宋中葉內臣名將李憲事蹟考述 何冠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289 拓地降敵: 北宋中葉內臣名將李憲事蹟考述 何冠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296 從內地到邊郡: 宋代揚州城市與經濟研究 何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302 從內地到邊郡: 宋代揚州城市與經濟研究 何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319 宋代命理術研究 程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326 宋代命理術研究 程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333 元代直隸省部研究 葛仁考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340 元代直隸省部研究 葛仁考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357 元大都城市形態與建築群基址規模研究 姜東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364 元大都城市形態與建築群基址規模研究 姜東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371 元代法定刑考辨 徐昱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388 明代南京守備研究 周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395 明代南京守備研究 周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401 明代北直隸城市平面形態與建築規制研究 包志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418 明代北直隸城市平面形態與建築規制研究 包志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425 明代萬恭的治黃理漕研究 蔡泰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432 清朝中前期正式法律淵源研究(1644-1840) 于之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449 邵晉涵研究 劉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456 近世穩婆群體的形象建構與社會文化變遷 張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463 「東亞通」薩道義與庚子和談 邊文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470 「東亞通」薩道義與庚子和談 邊文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487 明清廣東狀元與進士的人文地理研究 陳漢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494 江南木構架營造技藝比較研究 馬全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00 晚清徽州文化生態研究 梅立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17 咫尺天下: 古代輿圖研究論稿 王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24 百越文化研究 黃秀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31 李清<>的史法與思想: 以<>為中心 徐鳳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48 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築形制及布局研究玄勝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48 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築形制及布局研究玄勝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48 中國佛教寺院鐘鼓樓的形成背景與建築形制及布局研究玄勝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55 唐道宣所撰兩部圖經中寺院建築及其可能形象研究楊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55 唐道宣所撰兩部圖經中寺院建築及其可能形象研究楊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55 唐道宣所撰兩部圖經中寺院建築及其可能形象研究楊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62 歷史文物與中國古代文明探研 田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79 先秦至唐書寫規範化研究 郭良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79 先秦至唐書寫規範化研究 郭良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586 風格的視野: 漢唐之間平面圖像美術考古 李杰, 弓淼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586 風格的視野: 漢唐之間平面圖像美術考古 李杰, 弓淼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609 風格的視野: 漢唐之間平面圖像美術考古 李杰, 弓淼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609 風格的視野: 漢唐之間平面圖像美術考古 李杰, 弓淼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593 風格的視野: 漢唐之間平面圖像美術考古 李杰, 弓淼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7593 風格的視野: 漢唐之間平面圖像美術考古 李杰, 弓淼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7616 漢中石門摩崖石刻群書法文化研究 陳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616 漢中石門摩崖石刻群書法文化研究 陳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630 漢中石門摩崖石刻群書法文化研究 陳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630 漢中石門摩崖石刻群書法文化研究 陳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623 漢中石門摩崖石刻群書法文化研究 陳思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7623 漢中石門摩崖石刻群書法文化研究 陳思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7647 魏晉南北朝書牘研究 徐月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654 魏晉南北朝書牘研究 徐月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661 寶髻釵橫墜鬢斜: 唐代婦女髮飾初探 黃金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61 寶髻釵橫墜鬢斜: 唐代婦女髮飾初探 黃金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78 元人畫松研究: 以畫為喻為寄,以畫體道識史 邱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78 元人畫松研究: 以畫為喻為寄,以畫體道識史 邱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85 明初書法與臺閣體之研究 黃昭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85 明初書法與臺閣體之研究 黃昭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92 趙宧光<>「書學格調說」之研究 林中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92 趙宧光<>「書學格調說」之研究 林中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692 趙宧光<>「書學格調說」之研究 林中元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0340 恁甘有疼惜台灣: 逃台郎 柳清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604 順勢飲食 柯彩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46244 君之刃 小手川瑜亞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4077 GRAND SLAM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6132 春VS.夏的戰爭 武田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3144 DORIKEI狂熱理科部女子高生 青木潤太郎原作腳本; Wadapen漫畫; 季上元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1185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4216 富士山同學正值思春期 オジロマコト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0154 食物戰線無異狀 アタモト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1670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2085 百草同學 大竹利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4614 和平捍衛隊: 鐵 黑乃奈々绘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0296 變女: 奇怪女子高中生甘栗千子 此ノ木世知留作; Akamiko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758 吸血鬼的晚宴 霜月加代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493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英吉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28094 薔薇王的葬列 菅野文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5463 深夜的X儀典 山口ミコト原作; 馬鈴薯漫畫; 黃依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5387 BABY STEPS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703401 DEAD Tube死亡影片 山口ミコト原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3746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03753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5597 大海原與大海原 海底囚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731 遊戲. 3, 人娘 涼川鈴作; 吳美鏵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5349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 楼日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336 四疊半的驅魔師 リカチ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541 王室教師海涅 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7558 王室教師海涅 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0418 Coyote郊狼 座裏屋蘭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2

9789864860418 Coyote郊狼 座裏屋蘭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32

送存冊數共計：173

明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依世代



9789864860920 INFECTION感染 及川徹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1859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 遠藤ミド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2085 不倫食堂 山口讓司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3501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3556 外之國的少女 ながべ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324 鐵臂亞當 吾嬬竜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478 摧毀双亡亭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485 摧毀双亡亭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5482 真空包裝! 橫槍メン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6304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6533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6953 熱愛超商的大小姐 松本明澄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7578 監視官 常守朱 三好輝漫畫; サイコパス製作委員会原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7820 URATAROU溫羅太郎 中山敦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7875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7882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8117 覺得兒子超可愛的魔族媽媽 十五夜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8216 青春兵器NO.1 長谷川智広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8339 PSYCHO-PASS心靈判官 監視官 狡噛慎也 斎夏生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8933 腐男子高校生活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8940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9652902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2602317 WEB版WORKING‼迷糊餐廳 高津カリノ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621 銃夢 木城幸人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2713 貓原 武井宏之漫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3765 AKIRA阿基拉 大友克洋作; 雅美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4694 圖書館戰爭LOVE&WAR. 別冊篇 弓黃色, 有川浩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4830 闇色3姊妹 永瀨洋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5073 日常茵蒂克絲 みじんこう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5318 正義使者: 我的英雄學院之非法英雄 別天荒人作畫; 堀越耕平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6070 我們是校園破壞者 たなかマルメロ作; 哈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6278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ト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6438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6926 KISSxDEATH 叶恭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7077 漫畫心療系 治療憂鬱的方法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7190 對高倉來說很難 一條真秀原作; SABURIC畫;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756 朝5晚9 相原実貴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08425 東京卍復仇者 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8944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PLUS 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原作; 高橋一郎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9101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09361 十二大戰 西尾維新原作; 暁月明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9521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原作; サワノアキラ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039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 桜日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0763 我的英雄學院SMASH!! 堀越耕平原作; 根田啓史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0817 超七龍珠英雄 暗黑魔界任務! 永山由貴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886 我可愛的怪獸 山本アタル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11043 無法傳達的愛戀 tMnR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142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17, 蠟筆小新外傳 外星人vs新之助臼井儀人原作; 西口達也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11197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18, 宇宙人Pi力來襲! 臼井儀人原作; 高田未玲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11371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1418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1562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11708 SAMURAI BLOOD武士之血. 2, 神花襲來 松時ノ介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572611852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陳瑮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2408 獨一無二的吻痕 秋山花緒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12521 Chobits(愛藏版) CLAMP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2538 Chobits(愛藏版) CLAMP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2880 兩人的獨白 ツナミノ ユウ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3047 不良正太與宅宅姊 星海ユミ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3061 在異世界轉生成為最強魔杖的我把不情不願的少女變成了魔法少女!桜井慎原作; 鷹嶋大輔作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085 超人高中生們 即便在異世界也能從容生存! 海空りく原作; 山田こたろ作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351 實境網遊(VRMMO)的課金無雙 鰤/牙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3382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13405 惡魔醫生24小時崩壞中 紫曜日作 平裝 1

9789572613535 慾望的種子 門田昌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597 點到為止!!milky way 船津一輝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719 金魚妻 黒澤R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3849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3856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4686 iN LOVE♪ 林哲也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662 雪與墨 おにお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723 罪科的格林 蒼崎律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4877 懲罰x遊戲 こん炉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15010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5027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5409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5461 點滿農民相關技能後,不知為何就變強了。 しょぼんぬ作; Y.S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5539 可以讀檔的旅店: 聽說能力值滿點的轉生冒險者在旅店開始培育新人稲荷竜作; 蕪村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5669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5713 閉上眼睛也能看見光 丸木戸マキ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5737 萌萌天狗降臨了 久世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6000 香菸子 ひみつ作; 陳靖涵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6024 鼓脹的水球 赤星ジェイク作; 澤野凌 平裝 1

9789572616154 皇帝聖印戰記 水野良原作; 四葉真漫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6307 話說,可以來一次嗎? 大槻ミゥ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6338 純情娼年 すなこ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16369 討厭啦討厭? 文川じみ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16376 美少年戲譚 かぐらひより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6932 極彩之家 びっけ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6970 FINAL FANTASY LOST STRANGER 最終幻想 失落的異鄉人水瀬葉月原作; 亀屋樹作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014 熊西美術部的素描學姊 鬼尾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038 人外CP目錄。 笹木あおこ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632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7793 溶於青色的春之氣息 椎名まうみ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7809 逃離純情 沢本そじ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572617830 成人遊戲 伍堂なめ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17847 老師說了算。 ヒサオ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7892 3角關係 靴川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17960 幻想男友 ゆうき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17984 NOVALIS: 你是我的奇美拉 夏河シオリ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572617991 甜蜜紅潮 芽玖いろは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8110 少女決戰盛宴 江島絵理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202 水上悟志短篇集「放浪世界」 水上悟志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18325 尼特族的異世界就職記 桂かすが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8578 來世神歌 瀬川 はじめ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684 老師、我想靠近你 yoshi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8776 食糧人類: Starving Anonymous 蔵石悠原作; 鋳鍋和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837 酒與菸 座裏屋蘭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18844 春天的鳩戀莊 生日的那一天 宮城とおこ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18868 他還不認識甜蜜的毒藥 ここのつヒロ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8851 認真聲優的戀語 桜庭ちど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8875 夏日時光 田中靖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905 透明人之骨 荻野純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9100 所以我才討厭理科男 厘てく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19131 社畜寶貝 千葉リョウコ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9407 密斯瑪路卡興國物語 林トモアキ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9506 不良少年的情色 藤村綾生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19513 要不要談戀愛呢 いさき李果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19575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川口毅漫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9711 伊藤潤二研究 來自恐怖深淵 伊藤潤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572619810 雙星奇緣(愛藏版) 成田美名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9827 雙星奇緣(愛藏版) 成田美名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9865 瘟神 藤沢亨原作; 落合博和漫畫; 陳家恩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0236 我的女友超級棒! 伊織原作; 髙田鷹臣漫畫; J. Z.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0298 阿宅的戀愛太難 ふじた作; Niva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20304 會懷孕啦,我不要! ヤマ びっ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572620311 Ω‧症候群 小箱あき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0366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0601 他和他們的243分鐘 北畠あけ乃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20755 獵殺絕望山 金城宗幸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0830 暴愛友情 ずんだ餅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572620861 井戶端很容易被附身 竹屋まり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0878 井戶端很容易被附身 竹屋まり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1493 突風GP 藤島康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1530 狹獈世界的ID 押切蓮介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1684 獨佔房間裡的HONEY 団栗ころこ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21714 木嶋哥哥被盯上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21776 高感度玩物 緋汰しっぷ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2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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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2622049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3冊 1

9789572622063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22070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22209 為所欲為的前勇者再度轉生,開始強大而愉快的第二輪遊戲新木伸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2292 異世界的美味征途 貓邏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2339 電腦格鬥技 梅菲斯特圓舞曲 杉井光原作; おかゆさん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2384 私小說 クロオ千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572622407 樂園在手中 浅井西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22438 暖心小館營業中 縁々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22452 棄犬的浪漫 上川きち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22469 鐵處女梅伊 ガクキリオ原作; レルシー作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2551 世界是由男尾構成的 本庄りえ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22681 妖怪澡堂與桃色美人 雨隠ギド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22698 現代色里豔記事 サトニシ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22780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2773 BUSTER DRESS人機大戰 貞松龍壱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3060 我受夠弟弟了! ちしゃの実作; 布丁媽譯 平裝 1

9789572623091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概念交差的構造體千月さかき原作; カタセミナミ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3121 七大罪: 金恩的漫畫之道 鈴木央原作; 小野大空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3190 希望春天不要來 草水敏原作; 濱崎真代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3480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23527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23596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3602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23619 愛你愛到無法呼吸 天咲吉実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23626 愛你愛到捨不得眨眼 天咲吉実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23633 蒙面係長 斑目ヒロ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2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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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572623749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23800 限免升仙. 卷一, 神祕手機與逢魔夜 紅淵作 平裝 1

9789572623824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Niva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23923 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 夏にコタツ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4012 你是008 松江名俊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4074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24098 初戀在身旁 宇野ユキアキ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24104 在你心中種下甜美刺痛 せがわ奈央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572624135 融化我的戀愛魔法 みろくことこ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572624166 彆扭貓男談戀愛 木下けい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572624180 好朋友需要做到這種地步嗎? せいか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572624265 act-age新世代演員 松木達哉原作; 宇佐崎代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4302 白聖女與黑牧師 和武葉佐乃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4753 格差天堂 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4838 前輩有夠煩 しろまんた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4876 佐藤學弟吻我吧! 鯛野ニッケ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24883 失格紋的最強賢者: 世界最強的賢者為了變得更強而轉生了進行諸島原作; 肝匠&馮昊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200 裸裎的怪物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255 宇崎學妹想要玩! 丈作; 徐劭曦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316 在馥郁庭園中沉睡 鈴木ツナサンド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25453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6085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カイウ, 出水ぽ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26092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26139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2626221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回復要員 くろかた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6245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6276 我和她的青春辯論 喜多見かなた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572626283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5, 炸物拼盤x海洋魔物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572626313 昔日的你與今天的我 久我有加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572626337 電波少女的七大不可思議 無胥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6351 我的機器愛人 夏天晴作 平裝 1

9789572626405 菁英的理智極限 慧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26504 我服侍的大小姐們 田口星乃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6528 天國大魔境 石黒正数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6627 TeknoLove-實驗零式 希月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6634 說戀愛還言之過早 黒岩チハヤ作 平裝 1

9789572626641 永遠在一起 並榎雫作 平裝 1

9789572626689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渡边静漫畫; 億章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26801 3P好友! 文川じみ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6832 四之宮同學的苦衷 小田切ほた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7068 FEVER熱病 李崇萍[作] 精裝 第3冊 1

9789572627075 十三月之溺 Ahoi[作] 精裝 第1冊 1

9789572627181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2627624 白玉陵武簡 黃亞[作] 精裝 第1冊 1

9789572627808 DRAG-LESS SEX不藥性愛: 辰見和戌井 エンゾウ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27938 死刑執行中逃獄進行中 荒木飛呂彦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572627976 勇者(略) Bigun作 第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27983 前略。我與貓和天使同居。 緋月薙原作; 洪育府漫畫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28164 宿命戀人 カズタカ原作; 智弘櫂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294 莫名成為邪龍的五千歲草食龍. 1, 這個祭品都不聽人說話榎本快晴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2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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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572628362 封神演義 前往迷途之道 藤崎竜, 吉上亮作; 呂郁青譯 平裝 1

9789572628379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我將蹂躪一切篠崎芳作; 黃瀞瑤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393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8409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 ちゃつふさ作; 林星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416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28423 誰是最強鑑定士?: 吃飽喝足的異世界生活 港瀬つかさ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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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572628478 神說不可以: 幽間戲言系列 草子信作 平裝 卷4 1

9789572628485 淨化戰爭 宴平樂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8515 LOOP支配者 何振奇[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683 療傷遊戲 日ノ原巡作; 蔡夢芳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28690 療傷遊戲 日ノ原巡作; 蔡夢芳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28751 童話魔法使 松智洋, StoryWorks原作; 山縣清継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881 D.Gray-man驅魔少年 星野桂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28898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2628904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28911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2628928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28935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28942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28966 白金終局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28997 同居人有時在腿上,有時在頭上 みなつき原作; 二ツ家あす作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0075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2630082 討伐魔王之後不想出名,於是成為公會會長 朱月十話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0143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 花間燈作; 何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0167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0174 精靈幻想記. 12, 戰場的交響曲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572630204 加入年輕人敬而遠之的黑魔法公司,沒想到工作待遇好,社長和使魔也超可愛,太棒了!森田季節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0303 公爵的臣服法則 群魔亂舞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0402 莫名成為邪龍的五千歲草食龍: 這個祭品都不聽人說話榎本快晴原作; ムロコウイチ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0525 家有黑貓魔法師 桂作 平裝 1

9789572631577 魔術學院第一名畢業的我成為冒險者,真有那麼奇怪嗎?いかぽん作; 郭珈佑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1638 靠著魔法藥水在異世界活下去! FUNA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1713 Security Blanket過渡期的依戀 凪良ゆう作; 林均鎂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32574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第1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320 周易卦象數解: 卦與序的理數共構 空玄居士解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487 動物園 蘇西.李(Suzy Lee)文.圖; 郭妙芳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500 長髮公主 貝森.伍文文.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517 今天真好 理查德.傑克遜文; 蘇西.李圖; 黃又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531 小喵和紅色的大公車 珍.古德溫(Jane Godwin)文; 安娜.沃克(Anna Walker)圖; 郭妙芳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548 不要再有蝴蝶結 薩曼莎.柯特李爾(Samantha Cotterill)文.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555 老虎莉莉 葛溫.米爾沃德(Gwen Millward)文.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562 我們到底到了沒? 艾莉森.萊斯特(Alison Lester)文.圖; 丁珮原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61 我會這樣做! 蘇西.布魯克斯(Susie Brooks)文; 凱莉.瓊生艾莎(Cally Johnson-Isaacs)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1469 200架世界冠軍紙飛機 Peace Publishi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83 神奇軟頭皮氣血調和按摩書 和平健康生活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90 Garam神奇的算數拼圖 拉美西斯.布恩科.沙弗(Ramses Bounkeu Safo)著; 陳慧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13 0-3歲分齡育兒大百科: 最新版育兒書,日常照顧、傷病護理,一本就安心!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20 棒棒糖造型蛋糕: 刺蝟太太工作室作法大公開! 刺蝟太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37 手繪圖自習課: 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童話故事圖案集林奕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44 賺錢心理學: 把話說到客戶心理,將錢賺到自己手裡宿文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51 日日做好菜 黃來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68 玩翻大高雄: 吃住逛買歡樂攻略 篠方.一枚, 鄭絜心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75 尋茶記: 中國茶葉地理 藝美生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82 有問必答的神奇科學好好玩 鄭成旭, 李在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605 圖解.兒童有效成長營養百科 中村丁次, 牧野直子監修;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612 水色愛麗絲: 童話風水彩插畫全技法 小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650 晴媽咪副食品全攻略 洪嘉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0

送存冊數共計：279

空玄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436 紐約: 最新.最前線.旅遊全攻略 朝日新聞出版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443 王者對決,Roger&Rafa: 費德勒&納達爾,最強宿敵&最經典對手稱霸網壇全紀錄安東尼歐.亞瑞納斯(Antonio Arenas), 拉斐爾.普拉薩(Rafael Plaza)著; 劉家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450 聰明國度: 全球教育強國的成功之道 露西.克雷韓(Lucy Cre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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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32177 Key to Success Bryan McFeeter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32184 Key to Success適用各類英檢中級程度(教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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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68459 Kids LOVE Phonics. 1, The Alphabet Aa-Mm 其他 1

9789869468466 Kids LOVE Phonics. 2, The Alphabet Nn-Zz 其他 1

9789869468473 Kids LOVE Phonics. 3, The Consonants Bb-Mm 其他 1

9789869468480 Kids LOVE Phonics. 4, The Consonants Nn-Zz 其他 1

9789869468497 Kids love phonics. 6, the short vowels Oo & Uu 其他 1

9789869674508 Kids love phonics. 5, the short vowels Aa,Ee & Ii 其他 1

9789869674515 Little red riding hood 其他 1

9789869674522 The gingerbread man 其他 1

9789869674539 Beauty and the beast 其他 1

9789869674546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2173 六祖心要: 無念 郭韻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763 原來,我們一路走來...九段歷程帶給我們的深刻 姚淑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770 英美契約法精選案例 姚思遠, 黃心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787 英美侵權行為法精選案例 潘維大, 王震宇, 何婉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70208 青瞳. 首部曲, 大出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215 青瞳. 首部曲, 大出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4670215 青瞳. 首部曲, 大出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222 桃紅又是一年春 八月薇妮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239 桃紅又是一年春 八月薇妮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246 桃紅又是一年春 八月薇妮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253 桃紅又是一年春 八月薇妮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260 青瞳. 二部曲, 大爭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277 青瞳. 二部曲, 大爭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284 青瞳. 終結曲, 大容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307 青瞳. 終結曲, 大容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291 青瞳. 終結曲, 大容天下 媚媚貓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70314 真假公主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法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金色蓮花雜誌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安



9789864670338 真假公主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321 真假公主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70345 世家明珠 周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369 世家明珠 周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352 世家明珠 周夢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70376 藥田喜妻 夜織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383 藥田喜妻 夜織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390 藥田喜妻 夜織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406 藥田喜妻 夜織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413 藥田喜妻 夜織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120 醫世榮寵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137 醫世榮寵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144 醫世榮寵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151 醫世榮寵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168 醫世榮寵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175 醫世榮寵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182 后來居上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1205 后來居上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1199 后來居上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71212 妃常神探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1229 妃常神探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1236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243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250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267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274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281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298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1304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71311 大妝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71328 獨庶醫格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335 獨庶醫格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342 獨庶醫格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359 獨庶醫格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366 首輔的榮妻路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373 首輔的榮妻路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380 首輔的榮妻路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397 首輔的榮妻路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403 首輔的榮妻路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410 首輔的榮妻路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427 非君不娶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1434 非君不娶 十一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1441 富貴不能吟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458 富貴不能吟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465 富貴不能吟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472 富貴不能吟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489 富貴不能吟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496 富貴不能吟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502 富貴不能吟 青銅穗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1519 市井斂財妻 千里清辭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526 市井斂財妻 千里清辭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533 市井斂財妻 千里清辭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540 市井斂財妻 千里清辭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557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564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571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588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595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601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618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1625 長女 燕小陌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219 通識教育學報. 第六期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226 山腳.生態: 泰山自然生態資源 周銘賢等著 平裝 1

9789865873226 山腳.生態: 泰山自然生態資源 周銘賢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022 水適能: 器材應用與動作設計 柳家琪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046 指導李凱琳參加2015年IBSA世界盲人運動會柔道項目競賽理論與實務技術報告侯碧燕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053 泌尿生殖系統鬆弛術 朗-皮爾.巴洛(Jean-Pierre Barral)作; 雅克.羅斯(Jacques Roth)繪圖; 蕭宏裕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469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十一屆: 筆萃集 韓學宏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182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桃太郎傳說殺人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65205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5212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5229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65236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65243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二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5250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二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5267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65274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965281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二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65298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二卷 陳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408 中國建築.自然組曲 趙廣超, 馬健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13435 露露菈菈的週年紀念日三明治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442 魔法屋波露. 1, 麻煩,開賣囉! 堀口勇太作; 玖珂束紗繪;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473 真假公主. 3, 王宮裡的湖怪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480 最棒的保羅 蘇.蒙格瑞迪恩(Sue Mongredien)作; 丹.泰勒(Dan Taylor)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物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行動導向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73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575213497 魔法童話. 1, 許願魔咒 克里斯.柯爾弗(Chris Colfer)作; 錢峰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213503 魔咒不靈公主. 1: 所有人都睡著了!? 伊莉莎白.道森.貝克 (E. D. Baker)著; 陳思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527 非常魔法班. 3: 魔法學校大騷亂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 蘿倫.米瑞可(Lauren Myracle), 艾蜜莉.簡金斯(Emily Jenkins)作;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0159 心靈Spa. II 謝禧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440166 我的回憶: 六0年牧會生涯 林天數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841 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の理論と実践: キャリア教育としての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の効果董莊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919 日本近代の南洋文学における多樣性: 旅人.徵用作家.浮浪者.女性の視点から洪瑟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926 正向超越: 教育行銷與科系發展之個案研究技術報告林亭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1116 品管一甲子: 企業導師 品管大師 鍾朝嵩教授 劉奕鐘等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237 金門第一石雕勝境沙美東方藥師七佛淨土公園專輯鄭玟和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244 金門沙美萬安堂內閣三忠廟主任委員黃瑞華紀念專輯張雲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930 亞東技術學院多元學術研討. 2018 亞東技術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6954 亞東技術學院五十周年特刊 劉明香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170 英語學習萬花筒 蘇莉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484 南都印象: 鄭京水彩畫集. 2019 鄭福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484 南都印象: 鄭京水彩畫集. 2019 鄭福源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1603 恐龍王國 潘尼洛普.阿隆作; 劉曉菁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10 彩色世界 潘尼洛普.阿隆作; 黃聿君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27 天氣變變變 潘尼洛普.阿隆作; 劉曉菁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34 水世界 潘尼洛普.阿隆作; 黃聿君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41 奇妙的身體 潘尼洛普.阿隆作; 楊令怡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58 神奇的光 潘尼洛普.阿隆作; 黃聿君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65 時間滴答滴 潘尼洛普.阿隆作; 黃聿君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72 爬行動物 潘尼洛普.阿隆作; 楊令怡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89 萬能植物 潘尼洛普.阿隆作; 楊令怡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696 哺乳動物 潘尼洛普.阿隆作; 劉曉菁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定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沙美萬安堂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東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長青



9789864581702 飛進太空 潘尼洛普.阿隆作; 劉曉菁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719 鳥兒飛飛飛 潘尼洛普.阿隆作; 劉曉菁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726 昆蟲放大鏡 潘尼洛普.阿隆作; 劉曉菁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581733 樹木之歌 潘尼洛普.阿隆作; 楊令怡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4222 在爺爺背後 內弗.席夫(Nevo Ziv)作; 沙哈.柯伯(Shahar Kober)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246 恐龍大變身: 工程龍大集合 邁可.懷特(Michael Whaite)文圖;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253 工程龍尋寶去: 恐龍大變身 邁可.懷特(Michael Whaite)文圖;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260 安東醫生迎接小寶寶 西村敏雄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277 我長大以後 提姆.明欽(Tim Minchin)文; 史蒂夫.安東尼(Steve Antony)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284 可可滑雪 金志安文圖; 許延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291 歐洲獵書80天: 插畫家x古繪本x繪本書店x兒童圖書館,童書尋訪之旅謝依玲, 蘇懿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4307 你叫什麼名字? 克斯.格雷(Kes Gray)作; 妮吉.迪森(Nikki Dyson)繪;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14 太大?太小?都是你在說! 娜塔莉.迪耶戴雷(Nathalie Dieterlé)文圖; 王卉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21 驚奇翻不完: 人體知識書中書: 圖解身體大百科 奧德李奇.魯齊卡, 托馬斯.杜馬文; 托馬斯.杜馬圖; 范雅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38 只屬於我的位置 刀根里衣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45 哇!公園有鷹 何華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52 我的奶奶是超級英雄 瑪露絲.范倫(Marloes van Loon)文圖; 林敏雅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69 我討厭每個人 娜歐蜜.達尼斯作; 辛塔.艾瑞巴斯繪;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76 嘩啦嘩啦: 學游泳真簡單 鈞特.亞可伯斯文圖; 賴雅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83 叮鈴叮鈴: 騎腳踏車真容易 鈞特.亞可伯斯文圖; 賴雅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390 熊貓圓圓大冒險 中野裕二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406 厄夜奔逃 法蘭西絲.哈汀吉(Frances Hardinge)文; 趙永芬譯 平裝 1

9789862744413 今天誰要去上學? 卡爾.拉赫曼(Karl Rühmann)文; 瑪麗安.莫尼爾(Miriam Monnier)圖; 劉清彥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4437 像巨人一樣 馬克.丹尼歐(Marc Daniau)作; 伊凡.杜克(Yvan Duque)繪;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444 小猴子大冒險 雷歐.提姆文圖; 林敏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036 系統化專利迴避再生與強化 許棟樑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526043 系統化專利迴避再生與強化: 練習題參考解答 許棟樑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526050 萃智創新工具入門 許棟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6067 萃智創新工具入門: 參考解答 許棟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40699 FITZROY READERS. Set 11x authors Faye Berryman, Philip O'Carroll 11th ed.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4616 聚落記憶的關鍵探索: 重要聚落建築群望安花宅活化行動研究與挑戰胡文淵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976 多元教學策略對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以糖尿病和關節炎單元為例施春合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223 遯菴全集 (明)蔡復一撰著; 陳炳南校注 初版 精裝 上冊 2

9789869342247 遯菴全集 (明)蔡復一撰著; 陳炳南校注 初版 精裝 下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縣蔡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典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長庚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亞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來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青林國際



9789869342230 遯菴全集 (明)蔡復一撰著; 陳炳南校注 初版 精裝 中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186 形色之外: 霍剛米蘭回顧展 鄭佩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193 考現學: 陸先銘的陸上思考 陸先銘[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122 鄉下處處能源趣: 台灣路燈桌遊 認識LED節能照明: 教學手冊粘永堂, 陳馥妤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139 半導體感測元件製作技術手冊 粘永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209 生活法律風險管理. 五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230 民生故事集.點點心意,大大公益 賴昭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017 雪英奶奶的故事 周逸芬文; 烏貓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50575 左翼佛教和公民社會: 泰國和馬來西亞的佛教公共介入之研究劉宇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9609 娘子招人愛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9616 紅妝攻略 三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9623 紅妝攻略 三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9630 紅妝攻略 三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9647 紅妝攻略 三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9654 紅妝攻略 三石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9661 烏龍小龍女 風白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9678 烏龍小龍女 風白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9685 老婆,乖乖聽話!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692 老婆饒了我 佟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708 老婆給你靠 香奈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715 老婆呼風喚雨 棠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722 硬頸姑娘 鹿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9739 硬頸姑娘 鹿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9746 硬頸姑娘 鹿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9753 硬頸姑娘 鹿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9760 我的老婆是仙姑 俊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9777 我的老婆是仙姑 俊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9784 我的老婆是仙姑 俊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9791 嫡女大業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9807 嫡女大業 千江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學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虎科大科普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采泥藝術



9789863289838 救命啊大師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9845 救命啊大師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9852 救命啊大師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9869 救命啊大師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9876 救命啊大師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9883 霸妻追夫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9890 霸妻追夫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8696 雪域傳奇: 竹巴噶舉傳承的護法神故事 多傑仁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013 好的愛情 陳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020 東京現代建築散步: 戰後至七0年代,東京現代名建築48選倉方俊輔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044 格局逆襲 宗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892 一九七五年佛根地念佛法會紀實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024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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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71275 海峽兩岸創新與融滲式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孫瑞琴總編輯 平裝 2

9789578770034 印象.銅管: 冷凍空調盃銅管創意造型暨創意專題競賽專輯. 第五屆郭仰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99 工程技術、管理科學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9楊靖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3210 不朽傳奇: 陳永森105歲誕辰紀念展 黃士峰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355 鋼琴樂理課程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9355 鋼琴樂理課程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769 153個堅持 陳歐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767 明朝沒你想的那麼好. 陸: 亡國皇帝之卷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74 三國那些事兒. 卷一: 大鬧天下.官渡戰雲 昊天牧雲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南科大研發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流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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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送存冊數共計：28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法總中文部



9789865921781 三國那些事兒. 卷二: 赤壁烽煙.三分天下 昊天牧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98 三國那些事兒. 卷三: 爭相稱帝.孔明之死 昊天牧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811 三十六計厚黑筆記. 商戰謀略篇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819 醫院管理的私房筆記: 關懷.專業.效率 邱仲慶, 奇美醫療團隊合著; 林秀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77 東海大學音樂系. 2017: 破繭而出: 從練習室走向舞台的心路歷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林得恩(Thomas Linde)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584 東海大學新進教師手冊. 107學年度 林良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53 生命顯形. 2018: 薩爾瓦多．馬可雕塑個展 段存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239 跨域與辯證:A. Hauser<>導讀 洪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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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3277 顧敦鍒教授紀念專輯 謝鶯興編 平裝 1

9789869633277 顧敦鍒教授紀念專輯 謝鶯興編 平裝 1

9789869633284 「特藏資料整理經驗談」專輯 陳惠美, 謝鶯興, 陳曦編撰 其他 1

9789869633284 「特藏資料整理經驗談」專輯 陳惠美, 謝鶯興, 陳曦編撰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1830 道德經講義 袁翥鶚編註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1847 老前人心性嘉語 張培成講述 修訂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906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寶典 照服研究小組編著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742 聖詩(華語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禮拜與音樂委員會<>華語版翻譯小組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94759 飛魚之島: 達悟之父紀守常 廖文櫻, 席萳.嘉斐弄文; 飛魚(仙.瑪德諾.米斯卡)圖 精裝 1

9789869694766 徐賓諾與紀歐惠: 愛的超能力 鄭和茵文; 小Y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406 坤益好時光: 毛星人不可不知生活事 坤益開發顧問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坤益開發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忠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奇美醫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14993 繪天神凰. 第一部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871459 繪天神凰. 第一部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871541 大帝姬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871558 大帝姬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871619 麟趾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1626 麟趾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1633 麟趾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1640 麟趾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1688 王女韶華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1695 王女韶華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1763 鹿門歌 凝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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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8824 <>研究 施炳華, 蕭藤村, 張屏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7241 Nina的夢 李筱倩總編輯; 李姿勤等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7258 魚遊記 李筱倩總編輯; 阮宥紜等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6904 一生一會(中英對照) 林清玄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578 作文超進化 朱家安, 朱宥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585 臺灣妖怪學就醬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993 搞定海外投資的8堂課 林成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327 阿虎電影原著小說 鄭倫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667 圖解東協潛商機: 掌解析政經貿發展階段,發掘可期潛力領域,決勝創新利基瑞穗(MIZUHO)綜合研究所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667 圖解東協潛商機: 掌解析政經貿發展階段,發掘可期潛力領域,決勝創新利基瑞穗(MIZUHO)綜合研究所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667 圖解東協潛商機: 掌解析政經貿發展階段,發掘可期潛力領域,決勝創新利基瑞穗(MIZUHO)綜合研究所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766 日式住宅空間演繹法 本間至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780 建築材料 area045著; 洪淳瀅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797 弦樂器養護調修 園田信博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803 現場錄音聖經: 好萊塢實務大師RIC VIERS 里克.維爾斯(Ric Viers)著; 林筱筑, 潘致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834 圖解藝術 郭書瑄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181 四念住講記 玅境長老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48198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 玅境長老講述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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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法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魚數位影音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清玄文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1

阜盛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978 「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2019王榮基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426985 企業文化暨商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9 李佑婷等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800 李繼開第七號文集: 這樣的顏色叫做灰 李繼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0817 窗內有藍天: 從三合院小女孩到監獄志工 李淑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303 轉心: 決定一生幸運的四種關鍵思惟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作; 肯.荷姆斯(Ken Holmes), 凱蒂亞.荷姆斯(Katia Holmes)藏譯; 帕滇卓瑪英譯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366 她和蛋糕都被吃了 杜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373 誰家BOSS太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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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4533 臺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女性人物篇 徐素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540 24節氣養生這樣吃這樣做 王強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557 活到百歲的智慧: 國醫大師的養生之道 鄒旭, 吳煥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564 好女孩也該享受狂野的性愛: 婦產科名醫教妳關鍵密技潘俊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944 美孚保養廠日活動專刊: 先進節能動力及主動安全系統保養技術通報. 2018-2019林永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8142 找回自己(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159 地藏菩薩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166 兩千年行腳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8173 <>提要校註 懷感大師著; 中華佛學研究所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180 五百菩薩走江湖: 禪宗祖庭探源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8197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簡體字版) 聖嚴法師口述; 梁寒衣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546 <>註解 優波底沙造; 僧伽婆羅譯; 釋洞崧校註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522 Bhikkhuni ordination: from ancient India to contemporary Sri Lankaby Bhikkhu Analayo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理學院阿含經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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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法鼓文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博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依揚想亮人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5410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佛說彌勒大成佛經; 佛說彌勒菩薩本願經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687 楞嚴經難句譯釋(增訂版) 簡政珍譯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878 珍愛您我.關懷自殺: 等待黎明的時刻.為您點盞心燈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939 桃園明聖經(朱子刪定.玉泉真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623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539623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539630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9539647 佛說萬佛名經 (元魏)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539654 佛說萬佛名經 (元魏)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539692 浴佛功德經 佛說灌洗佛形象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113 佛說千佛洪名寶懺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151 佛遺教三經: 佛遺教經 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 附:天請問經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3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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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9634175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182 印光法師文鈔 凡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34199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藥師普佛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6709 佛說阿彌陀經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716 文殊五字根本真言念誦法;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再版 精裝 1

9789869686723 水陸儀軌會本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6730 妙法蓮華經的故事 和裕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747 佛說大輪金剛總持陀羅尼經 南天竺三藏金剛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754 印光法師文鈔 凡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3908 全網行銷: 釐清雜亂行銷思路 許朝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915 打造360度行銷產品力: 產品經理帶你直搗商業競爭核心蔡伊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922 其實,你正在做商業開發: 5個解決商業挑戰的行動方案游舒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939 數位廣告漲價時代下的50個行銷對策 王如沛, 李柏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946 軟體專案管理的7道難題: 新創時代下的策略思維施政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953 流量新紅利時代: 商業模式決定變現之道 陳顯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960 善敗: iFit新零售實戰 謝銘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977 CRM大商機: 客戶經營實戰術,心法x工具x系統一次搞定何佳勳, 劉滄碩, 謝銘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412 一念之間: 張永宗柴燒創作 張永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54 出色: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學士班畢業聯展專刊. 第六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23 荏苒: 長榮大學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畢業專刊. 108級林格釩總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85 游藝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 潘永瑢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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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文創學程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幸福工作室

和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78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2019 2019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30 EXPLORER長榮大學探索者成果. 2018. Vol.3 劉春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47 日本近現代文学とキリスト文学の関係: 主として芥川龍之介と遠藤周作の作品林憲宏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019 芳療塑身：先減壓再消脂，重塑身心找回曼妙體態鄭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396 超高效美臀核心瘦身操: (動作示範QRcode影片)減重17公斤、瘦肚15公斤、體脂減11.6%的4周健康奇蹟中村奈緒子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402 漁家女兒的魚鱻食帖 新合發猩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683419 愛上台式早餐: 台灣控的美味早餐店特輯x日本人重現經典早餐食譜超喜歡台灣編輯部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426 中醫瘦身七日餐: 一周有效消水腫,吃出易瘦體質吳宏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83440 秒睡 劉毅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464 飲食宅記: 獻給親愛家人、摯友與療癒自己的溫柔食光Lea楊佳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471 天然蠟燭花手作美學 Joyc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488 Every table幸福的日日餐桌 柳川香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501 營養師的減醣生活提案: 獨家限醣5階段╳8大肥胖案例破解╳50道減醣家常菜,打造不失敗的瘦身計畫趙函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468 肌筋膜徒手按摩解剖書 約瑟.馬爾默.艾斯帕夏(Josep Marmol Esparcia), 埃爾圖.亞克梅特.卡拉斯科(Arturo Jacomet Carrasco)作; 李家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061 這個故事沒有龍喔! 露.卡特(Lou Carter)著; 黛柏拉.歐萊特(Deborah Allwright)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60 成為你的森林 Aeppol作;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399 貞慧老師的親子互動短英文 李貞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50405 別亂碰!這是我的身體 盧慶實文; 趙允珠圖;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12 血糖瘦身飲食解密:不是只有糖尿病才需測血糖,「血糖飆高」是變胖的最大元兇,教你迅速瘦身的7天血糖實測計畫伊蘭.西格爾(Eran Segal), 伊蘭.埃利納夫(Eran Elinav)著; 吳煒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29 優秀的人,都敢對自己下狠手: 不設限世代,兢業青年的翻身準則陳立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36 做自己的人生財務長: 人生就像一間公司,運用經營原則,讓個人財富極大化道格拉斯.麥考米克(Douglas P. McCormick)著; 陳鴻旻, 曾志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43 那些時光,麵包記得......: 生活很疲倦,幸福還有點遠,但至少有小小的麵包給我安慰baalaa作;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50 没問題,我可以搞定 羅麗.萊特(Laurie Wright)作; 安納.聖多斯(Ana Santos)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8950467 吃對鹽飲食奇蹟: 減鹽才是現代的亂病之源!真正的好鹽,大量攝取也沒關係!日本養生專家的好鹽救命飲食細川順讃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74 15秒微波發酵免揉麵包 松本有美作; 葉明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81 我只能這樣嗎?: 讓你從谷底翻身的七大生活原則,預約自己的理想人生丹尼爾.奇迪亞克(Daniel Chidiac)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498 居家DIY鍺石拔罐球 村木宏衣監修; 葉昭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04 用6句英文,和外國人輕鬆話家常!: 職場、旅遊、交友都萬用,最快上手的英語會話學習術!周銀卿作;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11 驚奇的電視冠軍紙機關: 旋轉、跳躍、噴射,14款「會動的」紙機關!篠崎均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28 微笑面對無禮之人: 用優雅四兩撥千斤,靠修養高度征服粗魯無禮之人鄭文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35 自討苦吃的人 李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42 活化左右腦的素描練習: 科學實證素描能增強觀察力、專注力、記憶力,改善健忘、延緩老化朝田隆, 藝術造型研究所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59 糖尿病一定有救 內場廉作; 楊孟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8950566 冰箱常備食材料理百科 韓銀子, 宋芝炫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73 媳婦的辭職信 金英朱著; 劉小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80 每個孩子都需要家庭儀式 梅蘭妮.葛列瑟(Melanie Grässer), 艾克.霍佛曼(Eike Hovermann)著; 林硯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597 被浪貓撿到的男人: 愛狗的我,收養了喵星人,人生從此改變軌跡梅田悟司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03 一個領導者的朝聖之路: 步行跨越西班牙30天,學會受用30年的處事哲學,突破逆境,邁向目標維克多.普林思(Victor Prince)著; 葉織茵, 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10 娜娜媽xAroma手工皂精油調香研究室 娜娜媽, Arom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27 改善情緒障礙的腸道食療聖經: 自閉症、憂鬱症、過動症......,許多患有心理症候的兒童都有消化問題!填補醫學上遺漏的一塊,透過腸道飲食療法改善情緒問題娜塔莎.坎貝爾-麥克布萊德(Natasha Campbell-McBride)著; 陳莉淋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應日系

長榮大學航管系



9789578950634 我決定,生活裡只留下對的人 楊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41 21則抗癌療癒奇蹟: 罹癌才看見人生叉路的風景,最激勵人心的真人真事小原田泰久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58 刺蝟的刺不痛: 渾身是刺的我,也有資格幸福嗎? shin5作; 陳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65 流量池: 流量稍縱即逝,打造流量水庫,透過儲存、轉化、裂變,讓導購飆高、客源不絕、營運升級的行銷新思維楊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72 高勝算決策: 如何在面對決定時,降低失誤,每次出手成功率都比對手高?安妮.杜克(Annie Duke)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689 修復關節炎28天計畫 佩特拉.布拉赫特(Petra Bracht), 羅蘭.利伯沙-布拉赫特(Roland Liebscher-Bracht)著; 趙崇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02 媽媽的悔過書 李柳南著;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19 每天3分鐘,寫手帳練出好英文: 從單字到短句,天天記錄生活,跨出英文寫作第一步!神林莎莉作;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26 護腸胃.抗脹氣14天計畫: 放屁.打嗝.脹氣.便祕是腸道求救的信號!透過低產氣飲食法,恢復腸胃健康楊.賴恩(Jan Rein)著; 羅秀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33 邊寫邊思考的大腦整理筆記法: 養成「書寫→思考→解決」的習慣,增加生產力,強化學習力,紓解壓力,心智升級!齋藤孝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40 低酸飲食法: 經常累累的病懨懨,可能身體發炎了!恢復能量、找回平衡的 7日攻略達瑞爾.賈府拉(Daryl Gioffre)著;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57 斜槓時代的高效閱讀法: 用乘法讀書法建構跨界知識網,提升自我戰力,拓展成功人生山口周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64 3步驟做頂級天然保養品 石彥豪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578950771 要忙,就忙得有意義: 在時間永遠不夠、事情永遠做不完的年代,選擇忙什麼,比忙完所有事更重要蘿拉.范德康(Laura Vanderkam)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88 小卻美好的23種小屋空間提案: 用「俯視法」看房子!找出生活風格,打造5-18坪的溫暖系小家大山顕, Goodroom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795 可不可以不要努力?: 不優秀、不成功、不富有的我,選擇與他人眼中的「正確人生」決裂後,才做回了及格的「自己」河浣作; 陳采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01 精油.芳療.手作保養品應用全書 丹妮爾.薩德(Danielle Sade)作; 游卉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18 没問題,我會試試看 羅麗.萊特(Laurie Wright)作; 安納.聖多斯(Ana Santos)繪; 陳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950825 使命感,就是超能力: 發掘自己的天賦特質,順從天命發揮所長,人生步入正軌,個人成就邁向巔峰尼克.克雷格(Nick Craig)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32 有錢人都在用的人生時薪思考: 從「回報」的觀點做計畫,高效運用時間,不辜負每一天的努力田路和也作;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49 我想換媽媽 韓英美作; 金多貞繪; 劉小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56 擊潰脂肪21天激進代謝法 安.露易絲.吉特曼(Ann Louise Gittleman)著; 游卉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63 10分鐘做晚餐 曺瑄敏, 趙庸辰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70 與媽祖有約: 每位遶境者背後,都有個約定的故事;每年的徒步之旅,都是一堂心靈成長課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87 跟任何主管都能共事: 嚴守職場分際,寵辱不驚,掌握八大通則與主管「合作」,為自己的目標工作莫妮卡.戴特斯(Monica Deters)著; 張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894 你已走遠,我還在練習道別: 在匆匆的愛裡,遲來與提前的告別,給已經離開的,與尚未捨得的人渺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00 種菜の趣味科學: 120則最實用的種菜QA×超過400張圖解,破解種菜豐收、美味的關鍵佐倉朗夫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17 忘憂音樂盒 瀧羽麻子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24 富媽媽靠存致富股,獲利100％: 破解存股迷思,利用安打公式挑出高成長股,判斷買賣時間,還能投資全世界李雅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31 疲憊媽媽的修復練習 朴宰蓮著; 鄭筱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48 高效努力: 建構出線思維,打造能一直贏的心理資本宋曉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55 休婚 朴是炫著; 劉小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62 日日減醣瘦身料理 張晴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79 解決問題的商業框架圖鑑: 七大類工作場景x70款框架,改善企畫提案、執行力、組織管理效率,精準解決問題全圖解And股份有限公司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86 年屆30,與其結婚,不如夜半脫逃: 打破世俗框架沒那麼可怕,不按既定標準生活也可以很快樂金帥氣, 魏偽善作; 陳采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993 週間便當: 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好好吃飯!一週5天的便當菜x45款變化x98道菜色李伊瑟著;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007 執行OKR,帶出強團隊: Google、Intel、Amazon……一流公司激發個人潛能、凝聚團隊向心力、績效屢創新高的首選目標管理法保羅.尼文(Paul R. Niven), 班.拉莫(Ben Lamorte)著; 姚怡平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923 成佛四法: <>略講 智廣阿闍梨作; 一乘翻議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930 殊途同歸: 超越宗派的訪談與對話 夏衛娟編輯; 一乘翻譯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782 透視婦產科: 看懂超音波,孕產攻略升級! 王培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900 妊娠與產後甲狀腺疾病臨床診治手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63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暨各縣市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專業知能研習手冊(適用調查人員)張旭政等編著 平裝 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分泌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4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山谷文教協會



978986959664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暨各縣市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專業知能研習手冊(適用輔導人員)張旭政等編著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002 危機管理暨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研討會. 2019(第十七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8408 創代戶外永續未來 安大中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347 ART TAICHUNG台中藝術博覽會. 2018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329354 藝術經紀宣導手冊: 藝術圈生存法則第一條: 搞定你的合約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 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329361 ART TAIPEI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8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329378 前衛x國際x觀念: 臺灣美術世紀演繹 鍾經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385 ART TAINAN台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9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572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十四屆陳財榮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199 臺灣小吃營養大解析. 南台灣篇 許碧惠主編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919 妊娠期糖尿病照護手冊. 2018 王治元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926 老年糖尿病臨床照護手冊. 201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933 台灣糖尿病腎臟疾病臨床照護指引. 201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219 實相妙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226 佛教常識概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233 倫理道德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240 真實之利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257 淨土資糧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264 富壽康寧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271 修行要道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8177 「厚植種苗產業創新技術」研討會暨厚植種苗產業競爭優勢之核心技術開發成果發表專刊. 2018安志豪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840 明聖故事錄: 桃園明聖經之古聖先賢事蹟 黃國彰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關聖文化弘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華種苗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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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糖尿病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畫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6

危機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9789869167857 講說關公暨三國忠義故事: 師資培訓成果專輯. 第二期黃國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549 i am n-無懼逼迫的跟隨者靈修手冊 The Voice of the Martyrs原著; 台灣前線差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567 主ê祈禱文 盧焜熙作; 林俊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1405 靈性評估: 社會工作與心理健康領域之應用 David R. Hodge著; 邱晨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405 靈性評估: 社會工作與心理健康領域之應用 David R. Hodge著; 邱晨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405 靈性評估: 社會工作與心理健康領域之應用 David R. Hodge著; 邱晨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5210 醫院自殺防治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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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47793 安寧緩和療護記錄表單: 填寫說明與範本 趙可式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703 毒道之處-低蛋白飲食全攻略: 慢性腎臟病週間飲食,這樣吃就對了!姜至剛編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317 好食民宿遇見幸福: 南投慢旅指南 曾喜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636 社會工作人員勞動權益手冊 李德純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7333 濤濤藝風砂浪: 吳素蓮生命大畫布檔案1947-1999潘一榕主編 平裝 1

9789868297333 濤濤藝風砂浪: 吳素蓮生命大畫布檔案1947-1999潘一榕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996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洪啟超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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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協和長青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社工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科學美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食品安全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投縣民宿觀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前線差傳協會



9789869733007 咱的故鄉下七張犂 黃豐隆, 張金圓, 梁崇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7834 松友會刊. 第十期 李龍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047 臺灣山野之鳥常見100+特有種 蕭木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701 工程、技術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八屆張基成, 周保男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503 「2018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暨「107年度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防災科技學門計畫成果發表會」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534 幫螢火蟲回家 吳加雄, 江家珊文字; Finn Hsieh插畫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6810 21世紀的PBL教學: 有效培養4C關鍵能力: 批判性思考、協同合作、溝通和創造力Suzie Boss等原著;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編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336827 iEARN繁體中文版專案手冊. 2018-2019 陳富奎總編審;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編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1855 大學IR: 校務決策的資訊蒐集與分析 小林雅之, 山田礼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1862 IR實務攻略: 校務研究的應用策略藍圖 王立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6394 精神疾病案例講堂: 以ICD-11與DSM-5為基礎 歐陽文貞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3046394 精神疾病案例講堂: 以ICD-11與DSM-5為基礎 歐陽文貞等主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448 好運自己來. 2019年 石卡羅, 陳仁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172 Inés. como el perro y el gato Mario More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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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歡喜八方健康心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評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精神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松山國小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



9789869413138 森林裡的迷藏王 末吉曉子文; 林明子圖; 嶺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13145 我不想睡覺啦! 洛伊克.克雷蒙(Loic Clement)文; 安妮.蒙泰勒(Anne Montel)圖; 董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308 大地之歌-傾聽城市的聲音: 陳維斌用台語為十八個城市寫歌 合唱音樂創作曲集陳維斌詞曲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319 TSIA紋繡師專業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7364 極速+好用: 用C++及Python平行實作OpenCV 張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401 打下最紮實的AI基礎: 從scikit-learn一步一腳印 黃永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418 一次搞懂JavaScript全端技術: Jquery、Node.js、Express、MongoDB姜琇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470 Docker雲端超容器絕佳利器: 終極高效輕量級虛擬化工具浙江大學SEL實驗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487 Link Start!!: VR遊戲開發實戰 冀盼, 謝懿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524 王者歸來: OpenCV3使用Java學習指南 呂傑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548 Kotlin Android核心超強力開發語言 李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3721 貝神的召喚: 穿越南鄒迷霧的拉阿魯哇 李友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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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3776 青春壯遊: 翻轉人生的夏日小旅行 古碧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790 流體太極: 長壽又健康的真髓: 身.心.靈.魂調和 謝長廷, 周東寬著; 鄧秀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28399 再生與創新: 台北都市發展議程 林欽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28405 再生與創新: 台北都市發展議程 林欽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28436 再生與創新: 台北都市發展議程 林欽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8429 新手祖父母必讀: 愛孫寶典: 兩代父母教養兒孫,從此無代溝、關係更融洽!宮本真紀子監修;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28467 帶著孩子去旅行: 家族旅行大力提升孩子的心智成長!!村田和子作;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816 浮世行旅圖 葉方主編 平裝 1

9789868701830 王秀杞雕塑 吳放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01861 版畫在臺灣 施筱雲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2248 父親故事集 王素真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2255 幽谷迷思.微塵裏的景致 蕭興政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2262 換鵝書法家 施筱雲採訪撰文; 吳放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904 林吉裕創作輯. I 林吉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902 社工路上: 師生共學與實踐之旅 劉弘毅, 陳君儀, 黃珮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919 我要我的自立生活 周月清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926 教學理念的理論實踐與成效檢驗: 以協同教學及案例教學為例李自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京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歌詩台灣音樂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006 自由潜水圣经: 一口气潜入水下世界 Umberto Pelizzari, Stefano Tovaglieri著; 李銳媛譯 平裝 1

9789869769006 自由潜水圣经: 一口气潜入水下世界 Umberto Pelizzari, Stefano Tovaglieri著; 李銳媛譯 平裝 1

9789869769013 救援潛水員: 創造更安全無虞的潛水體驗 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209 美卷 林慧虔 林慧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41 流光歲月. 二: 浮生千山路 花蓮縣富里國中第三屆同學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704 人間煙火 潘敦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6711 白雲深處 潘敦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6735 二十四橋明月夜 潘敦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742 二十四橋明月夜 潘敦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302 展覽電影: 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電影 董冰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562 Wow!reach your goal 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89579 Wow!reach your goal 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89586 Wow!reach your goal 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736 玉中書畫.玉中官窯.寶石玉上彩: 設計著作權AI繪本.1812版權抱璞國際設計編輯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寶石部, Herbert國際工作室編輯設計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788 我們的同溫層 胡志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7887 異星配種 炙蒔韰99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8082 狂鳴我的命定之番 楔ケリ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099 狂鳴我的命定之番;β 楔ケリ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105 太一同學的實驗室 紫依衣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112 我和惡魔暫定契約中 フジマコ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129 Fate / EXTRA ろび～な, TYPE-MOON, Marvelous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8136 哥哥的秘密戀人 上田ナツ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抱璞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采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阿橋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富里國中第三屆同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易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慧虔工作室



9789864748150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48174 IDOLiSH7- 偶像星願: 向流星許願 種村有菜作; 都志見文太小說原著; BANDAI NAMCO Online原作;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181 DNF零級領域 文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8198 紈絝改造計畫之機智的校園生活 七杯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8204 偶像被玩弄視頻流出 煙桃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211 遇見第二個你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228 健全的溺愛生活 平喜多柚也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235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48242 道貌岸然 包養特殊性關係 殼中有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259 佐藤,喜歡我也太明顯!? 池山田剛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266 搭便車 都市傳說 芙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273 吸血鬼騎士memories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8280 魔法少女通緝中! Ge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297 他的雌雄同體懷孕期 花音千尋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303 他的雌雄同體獨佔慾 花音千尋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310 熊愛蜂蜜 白石由希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8327 我與惡魔的結婚契約: 違約就吃掉你 蝶羽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334 黑貓男友的步行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341 帝都初戀心中 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358 菇菇文學全集: 菇菇讓你愛上文學名著 小鳩万理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8365 泡戀 水波風南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8372 夏至秋時: 被遺忘的青春 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8389 戀情投降 戀愛遊戲 朝谷コトリ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8792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9034 10萬分之1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9560 我家胖貓是勇者,拯救世界首先要減肥 喬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9546 草色煙波裡 白鷺成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9553 草色煙波裡 白鷺成雙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9324 庭園的暖陽 川端志季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9331 花街HERO 寺井赤音作; 陳嘉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9348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9355 戀愛來臨時是全彩: 一切和你開始 水瀨藍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9362 30禁 畑亜希美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9379 基度山伯爵之復仇 熊谷主浩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9386 古銅色的美人魚 麻井キンタ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393 私立禁穿內褲學園 紺野あず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9409 他是我的命運之男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9416 金色琴弦4-four- 吳由姬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423 12歲。: 初戀 米田菜穗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9430 偽男友(暫定) 安武子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9447 坂下老師的偏愛指導 山田ロック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454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9461 LOVE→暗鬥 淺野彩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9478 我的屁屁被拍了啦 高山はるな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485 巧克力吸血鬼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9492 付喪神物語 神奈木智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9508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49515 幻獸星座. 達拉夏爾篇 秋乃茉莉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9522 小女子不才 大矢和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9539 戀愛課程、已經開始了 真村澪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577 囚犯和監獄長 迷迭十三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584 刺蝟之戀 刁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591 大神一斤多少錢? 風曉櫻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9607 光有愛情活不下去。 織田綺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017 只會說喜歡你 福島春佳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093 新婚溺愛中 真村澪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239 雙人部屋 雪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40246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40253 神繪師日誌 櫻乃美佳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260 影姬的婚禮 京町妃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277 金色的傳承神話: 亞瑟王的皇妹 山田南平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284 百日紅男子高等學校!! 花緒莉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291 淚雨狂想曲 碧井春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307 掌心的秘密 尾崎衣良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314 守墓人與緞帶 梓彌千兔世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321 放學後中毒 川上千尋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338 男子限定x戀愛社團: 童貞系學弟的攻陷法 音海ちさ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345 大大 西炯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352 泥鯨之子們在沙地上歌唱 梅田阿比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40369 從趾間開始被愛 松本ノダ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376 高中女生 若井堅作; 陳思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40383 幻獸星座. 達拉夏爾篇 秋乃茉莉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0390 霸道的初戀 時山初芽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406 錯了也要愛 朝海鯆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413 你在那個時候變得更X4野獸了! 時山初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420 無可救藥愛上妳。 七島佳那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437 小紅帽恰恰N 彩花珉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444 與他約會Now。 橘希美作; l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451 秘則成花 福嶋由香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468 白金紳士俱樂部 津田美樹代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475 王子大人的婚前憂鬱 渡邊志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0482 BL聲優! 香穗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499 監督與BL聲優! 香穗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505 獵愛: vampire & hunting angel Love 九祐小姬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512 在睡醒之前解決謎團: <>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529 大神一斤多少錢? 風曉櫻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40536 冥王新娘 炙蒔韰99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543 I♥CASH: 拜金學妹戀愛要NGQQ 龍雲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550 完美男友APP 墨衣清絕著; Yuen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567 男子寮、度過夜晚的方法 砂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574 蒼龍的僕人 千歲四季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581 LOVExPLACE.fam: 戀愛據點 箕野希望作;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598 愛如羽翼 織田綺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604 煩惱拼圖 川上千尋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40611 與你的初戀話。 大木真白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628 多采多姿的每天 長谷川櫻羽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635 放學後和老師一起。 松月滉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642 我的嫉妒物語 加賀八娘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659 刃牙道 板垣惠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40666 妖狐大人就想捉弄妳 雪森步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673 為了老師變不良。 夢唄よつば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680 當平凡的我遇上極品男友 赤根晴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697 我和你的攻受戰爭 ユキハル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703 哥哥是前男友 林らいす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710 戀情之花 刑部真芯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727 令人暈眩的甜美 島袋裕美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734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 響愛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40741 高中女生 若井堅作; 陳思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40758 能面女子花子同學 織田涼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765 玩咖也能正經談戀愛嗎? グリセリンたける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772 天野家有4個小孩血型全都不一樣。 空惠久美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789 獵愛: vampire & hunting angel Love 九祐小姬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0796 我家胖貓是勇者,拯救世界首先要減肥 喬寶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40802 完美男友APP 墨衣清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0819 崩壞的男孩: GAME OVER 文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826 我,不喜歡你: 與惡魔交易戀愛 朱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833 好啊,來互相傷害啊!既然我這輩子註定要單身,就來讓所有情侶都分手吧!南翁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0840 Fate/EXTRA TYPE-MOON, Marvelous原作; ろび～な作;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40871 Fate/EXTRA TYPE-MOON, Marvelous原作; ろび～な作;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40857 這是故意,但可不是戀愛 浅野彩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0864 女裝上司的攻略法 成瀨一草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0888 愛使壞的學生會長Teachers 成瀨悠利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003 百年太魯閣: 尋覓歸鄉路 王廷元, 林佩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864 蔡銘益作品集. 2018 蔡銘益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503 因為你,所以愛 葛瑞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003 再基地: 當實驗成為態度 王俊傑等作; 林怡秀, 章芷珩專輯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333 台灣民主印象: 邱萬興攝影集1986-2016 邱萬興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723 侯錦朝傳家傳記 侯錦朝口述; 王宇夫編採; 林舒庭製作統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749 奇蹟課程釋義: 奇蹟課程序言 行旅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756 奇蹟課程釋義: 正文 行旅. 第一冊(序-第四章)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034 錢暴後的暗處: 操作下的21世紀藝術市場 喬治娜.亞當(Georgina Adam)著; 官妍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041 打氣粥 邱彩綢文; 莊詠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90065 到部落共餐 葉思吟文; 蔡元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90072 文物拍賣大典. 2019 魏麗萍, 劉洋名, 歐陽琳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089 蝴蝶先生選美大賽 艾莉絲.梅戴妮兒文.圖; 殷麗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57387 當代藝術生產線: 創作實踐與社會介入的案例 高千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015 百富鑑賞攻略 楊雅玲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欣麒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世家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鴻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點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127

送存冊數共計：129

采薈軒文創美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1801 宜蘭利澤簡信義公林氏族譜 林茂成總編纂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333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七屆 宜蘭縣文藝作家協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8137 放水燈 林世傑, 陳若蘋著; 房瑞儀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88137 放水燈 林世傑, 陳若蘋著; 房瑞儀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112 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美展作品集. 2018 鄒森均, 鐘銘誠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529129 宜蘭名家展 鄒森均, 鐘銘誠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014 那一年我們在講故事: 崩山湖耆老口述歷史故事張文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455 舊料新生 再創新工藝: 木棧板應用教學/原民風拼板掛飾(桌)溫鐘憲Kila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62 我在部落的烘焙故事 許靈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79 泰雅族傳統織布地機及其附屬用具(Ya' ya Cinun): 以哈卡巴里斯部落(Alang Hagaparis)為例韋建福(Pasang.Hayung)口述; 曹天瑞(Mbing.Hayung)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86 版畫印刷這樣玩(泰雅與絹印的對話) 黎目依.羅慕(Limuy).Longuw, 鐘正志(Behuy Bawan)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93 泰雅傳統菸斗製作 廖信光(Hayung.Yuraw), 林月英(Iwan.Nok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1105 杵臼製作: 以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製作為例韋建福(Pasang.Hayung)口述; 曹天瑞(Mbing.Hayung)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452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教材: Klesan南澳群部落遷徙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漪踠.笆尚(Iwan.Pasang)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0469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教材: kinbaqan na Tayal泰雅生態智慧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呂美花(Yaway.Taro)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0476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教材: Ngasal na Tayal泰雅的家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陳香英(Yasu.Lebin)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0483 泰雅族南湖大山原住民族教育中心教材: biru qwas na Tayal ro lmuhuw泰雅傳統歌謠與古調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吳佩琳(Yayut.Asaw)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0490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教材: 燒懇生活文化主題課程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陳香英(Yasu.Lebin), 呂美花(Yaway.Taro)主編平裝 1

9789869771702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教材: 婚姻文化主題課程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陳香英(Yasu.Lebin), 廖美雅(Ungay.Sicyang)主編平裝 1

9789869771719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教材: 傳統智慧文化主題課程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陳香英(Yasu.Lebin), 陳銘裕(Yurow.Hayung)主編平裝 1

9789869771726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教材: 彩虹編織文化主題課程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陳香英(Yasu.Lebin), 漪踠.笆尚(Iwan.Pasang)主編平裝 1

9789869771733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教材: 泰雅山林文化主題課程各部落耆老暨兼任教師口述; 陳香英(Yasu.Lebin), 周嘉莉(Ali.Teras)主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6088 美好動物園 李憶婷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6149 蘿蔔去哪裡? 微笑先生文; 陳怡今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宜縣泰雅族部落公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宜縣員山鄉燈篙林道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鄂王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美術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宜蘭利澤簡信義公族譜纂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627 胖.老.病的殺手飲食: 你的基因隱藏著生存與謀殺密碼史提芬.岡德里(Steven R. Gundry)著; 華子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641 遍體麟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 兒童精神科醫師與那些絕望、受傷童年的真實面對面;關係為何不可或缺,又何以讓人奄奄一息!布魯斯.D.培理(Bruce D. Perry), 瑪亞.薩拉維茲(Maia Szalavitz)著;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665 愛的醫療奇蹟: 從「不治而癒」的重症患者身上看到不可思議的療癒能量伯尼.西格爾(Bernie S. Siegel)著; 徐曉珮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0672 暗示自我的力量 賽勒斯.哈利.布魯克斯(Cyrus Harry Brooks)著; 謝汝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689 不想生病,血液要乾淨! 約翰.亨利.蒂爾登(John Henry Tilden)著; 張家瑞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520 帝国日本の属領統治をめぐる実態と論理: 北海道と植民地台湾.樺太との行財政的関係を軸として. 1895-1914楊素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35537 華人宗教與國族主義 謝世維, 郭承天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35544 心血來潮的瑪麗安; 愛情不可兒戲 繆塞(Alfred de Musset)著; 阮若缺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982 孝經學源流 陳鐵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7999 李白詩論 阮廷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26 遺山論詩詮證 王禮卿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33 左傳賦詩引詩考 楊向時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57 佛經變相美術創作之研究 陳清香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71 中國文字論叢 史宗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95 易學源流 徐芹庭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88439 楚騷新詁 蘇雪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446 中華民族融合歷程考述 陳大絡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453 岑嘉州詩校注 阮廷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460 宋代開封府研究 鄭壽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8477 公藏先秦經子注疏書目 張壽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651 清咸、同時期的財政 何烈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047 人們為何造反 泰德.羅伯特.格爾(Ted Robert Gurr)著; 馮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061 歷史重新開始: 從柏林圍牆倒塌到伊拉克戰爭 拉爾夫.達倫道夫著; 張世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078 臺灣埔里鄉土志稿. 第一卷. 第二卷 劉枝萬編著; 簡史朗校注.導讀 初版 精裝 2

9789576389078 臺灣埔里鄉土志稿. 第一卷. 第二卷 劉枝萬編著; 簡史朗校注.導讀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085 臺灣日月潭史話(附霧社事件); 臺中彰化史話. 上卷劉枝萬編著; 簡史朗校注.導讀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085 臺灣日月潭史話(附霧社事件); 臺中彰化史話. 上卷劉枝萬編著; 簡史朗校注.導讀 初版 精裝 2

9789576389252 清代北臺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 陳志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269 重讀日治時期公學校國語讀本 林景淵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747 啟動循環經濟: 自然與經濟的共存之道 尼古拉.布丹(Nicolas Buttin), 畢爾.薩佛黑(Brieuc Saffré)作; 陳郁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785 麥葛芬 蔡琳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211 1624,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 楊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727 片波 洛芙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331 霧夜金星: 小鳥依人的大公主蛻變成金絲雀的青春物語神田健司著 平裝 1

9789869546348 憂鬱及自殺密碼與療癒 黃昌誠著 平裝 1

9789869546355 成長與改變的故事: 柳暗花明.邁向豐盛 洪瑞浩著 平裝 1

9789869546362 初春細雪: 淘氣小仙子蛻變成窈窕淑女的青春物語神田健司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秋水詩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3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政大出版社



9789869546379 基督教喪葬教牧手冊 劉國忠, 劉瑋錦, 字憶琴合著 平裝 1

9789869546386 基督教喪葬禮儀手冊 劉國忠, 劉瑋錦, 字憶琴合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095 高中國文閱讀素養評量 楊鴻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756 搖滾哲思 吳馷締, 敖采渝著 平裝 1

9789869682770 為臺灣老兵說一句話 周賢君著 平裝 1

9789869682787 有兩個故鄉的人 周賢君著 平裝 1

9789869682794 斑斕歐亞非 卜一著 平裝 1

9789869754903 文化與性別: 趙淑俠的書寫維度 陳秀端著 平裝 1

9789869754910 蒼顏皓首憶當年: 流亡甘苦談 李自德著 平裝 1

9789869754934 星斗集(英譯本) 王建生作; 陳爾薇譯 平裝 1

9789869754941 一個校長的思考. 二: 教育的職業與志業-清華校務與教育成果陳力俊著 平裝 1

9789869754958 一個校長的思考. 三: 科學技術與人文藝術 陳力俊著 平裝 1

9789869754965 磊磊小品 陳永秀著 平裝 1

9789869754989 賢聚餘: One浯島書生的隨筆集 陳俊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515 Headspace冥想正念手冊 安迪.帕帝康(Andy Puddicombe)作;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4522 窮體質,富體質 石原加受子著; 林宜佳, 賴詩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204 旦角喵說愛丁堡 中二果子圖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39589 我是護理師 金炫我著; 謝麗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596 藍眼惡棍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作;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602 後來的無盡缺憾 吉兒.聖托波羅(Jill Santopolo)著; 花向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619 她的私生活 金成妍著; 林季妤,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439626 她的私生活 金成妍著; 林季妤,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439633 演化占星學全書: 從冥王星、天王星與月亮交點,探索星盤中的業力與潛能馬克.瓊斯(Mark Jones)作; 蒔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640 失戀巴士都是謎 森澤明夫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92087 錯愛,我親愛的妳 謙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094 我的青春絞死了貓 八千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100 我愛,不愛你 申緣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117 公孫堂探案: 羽化之韜 公孫一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124 遇見光年以外的你 雁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131 沉睡的笑臉貓 終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148 月見似妳,溫柔如他 凝微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生原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78608 亡靈書. 4, 養屍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769 長生. 第一部, 崢嶸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783 長生. 第一部, 崢嶸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776 長生. 第一部, 崢嶸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578813 一替成名 Superpanda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578844 社交溫度 卡比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936 殺戮秀 狐狸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578967 糖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974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9578981 亡靈書. 5, 殺人軌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998 亡靈書. 6, 六人房間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009 亡靈書. 7, 亡者歸來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054 一替成名 Superpanda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078 一替成名 Superpanda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061 一替成名 Superpanda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303 邁向成功新生活 林保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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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7054 跨境財富傳承與家族信託籌劃實務 呂旭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7293 我為什麼生氣了? 平木典子監修;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484 Hello Kitty最棒的網球比賽 陳櫻慧文, 台灣三麗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491 恐龍工程隊. 1: 挖土機災難 蘿絲.因琵(Rose Impey)作; 克里斯.柴特頓(Chris Chatterton)繪;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7507 恐龍工程隊. 2: 起重機混亂 蘿絲.因琵(Rose Impey)作; 克里斯.柴特頓(Chris Chatterton)繪;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7514 恐龍工程隊. 3: 大卡車危機 蘿絲.因琵(Rose Impey)作; 克里斯.柴特頓(Chris Chatterton)繪;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7521 小偵探找一找. 3: 野生動物在哪裡? 艾德.邁爾(Ed Myer)作; 金瑄桓譯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538 小偵探找一找. 4: 農場動物在哪裡 艾德.邁爾作; 金瑄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545 小偵探找一找. 2: 海洋生物在哪裡? 馬修.史考特(Matthew Scott)作; 金瑄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552 腳步 全宣英文.圖; 蘇懿禎譯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576 蟻人老爸,快快長大! 布蘭登.T.史奈德作, 潔西卡.馮.英納伯納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583 蜘蛛人,蜘蛛人,全蜘全能蜘蛛人! 沙恩.克萊斯特(Shane Clester)繪; 許皛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590 我和爸爸的游泳課 劉珍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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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81519 雖然痛苦到想死,卻無法辭職的理由 汐街コナ作; Yu Yuuki監修; 王靜怡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165 世界盡頭的聖騎士. IV 柳野かなた作; 陳梵帆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2240 凍蒜!就算到了異世界也要贏得選舉! D51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2776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83087 小偷家族 是枝裕和作; 黃涓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3179 王牌酒保a Tokyo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3230 性感POSE圖鑑: 讓人心跳臉紅的私密寫真 藤田一咲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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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人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5

思考致勝



9789571083247 性感POSE圖鑑「寢室x浴室」:讓人心跳臉紅的私密寫真藤田一咲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3674 星空攝影術: 教你拍出夢幻的銀河、月亮、星夜絕景青柳敏史等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810 媽媽的乖女兒 艾麗.蘭德作; 陳彥賓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4176 素人也能變網美!名師教你拍出女生絕美角度的關鍵祕訣,攝影師與妝髪師必看HASEO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4404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4596 後台戀愛組曲 彩枚サトル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4602 泡沫般閃耀的你 紺色ルナ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4633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作; 楊佳慧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4688 拿起筆就能畫的水彩課. : 幻畫美麗花卉&清新氛圍的練習本李明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4732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1084749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84763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84787 職人用光筆記,HASEO教你拍出超華麗夢幻人像的獨門奧義HASEO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4800 大奧 吉永史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84831 第一次的戀愛童話 持田秋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4848 第一次的戀愛童話 持田秋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4855 我的搭檔真的差勁透頂 音海ちさ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4862 夢色卡司 咲間戀著, SEGA.夢色劇團原案;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4879 響: 成為小說家的方法 柳本光晴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4886 響: 成為小說家的方法 柳本光晴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4893 一個人的○○小日子 カツヲ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4909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4916 新人聲優與虐待狂製作人♥ 梅澤麻里奈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4923 進擊的呼吸: 腹式呼吸再進化,開啟全身活氧循環,提升免疫力、自癒力、健康續航力!藤麻美子作; 川嶋朗監修 1版 平裝 1

9789571084947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Koi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4954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 灰姑娘女孩劇場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4978 星際大戰: 維達的小公主 傑佛瑞.布朗(Jeffrey Brown)作; 甘鎮隴譯 1版 精裝 1

9789571084992 桃花盡處起長歌 側側輕寒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5005 桃花盡處起長歌 側側輕寒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5012 馴龍高手. 三：陰邪堡的盜龍賊 克瑞希達.科威爾著;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029 星際大戰: 維達與寶貝兒子 傑佛瑞.布朗(Jeffrey Brown)作; 甘鎮隴譯 1版 精裝 1

9789571085043 畫家的甜蜜彩繪_Desire★Star M.貓子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050 華戀之御守 原作工作室股份公司原著;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067 Canon EOS R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伊達淳一等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104 在眾神的領地裡流浪: 孤獨旅人的印度迷走 吳建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111 響: 成為小說家的方法 柳本光晴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5128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沖本秀, 亞樹直作;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135 365days日日探索東京遊蹤 RETRIP作; 卓惠娟, 李池宗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142 灰姑娘女孩劇場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5159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1085166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5180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85203 在每次初見重逢 側側輕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210 藍色是骨頭的顏色 潘柏霖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227 Kiki&Lala讀幸福論 朝日文庫編輯部著; SANRIO肖像著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234 滿腦都是00的我沒辦法談戀愛 カワハラ恋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5241 滿腦都是00的我沒辦法談戀愛 カワハラ恋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5258 母親 海倫娜.德爾福格(Hélène Delforge), 昆汀.葛利本(Quentin Gréban)作; 王美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085272 馴龍高手. 四: 渦蛇龍的詛咒 克瑞希達.科威爾(Cressida Cowell)著; 朱崇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289 鋼鐵人電影美術設定集(十週年紀念版) 約翰.瑞特.湯瑪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精裝 1

9789571085296 我的生活不可能那麼壞2: 那些假日中的不美好缺憾Keig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319 我說了算!用指令方塊創造異想天開的Minecraft遊戲規則松尾高明等作; 王育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326 神仙肉 一度君華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5333 神仙肉 一度君華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5340 <>super Lisa林莎寫真書(限量版) 林莎作; 莉奈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357 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 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5364 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 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5371 在我眼中閃耀的他 槙陽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5388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85395 孩子失控怎麼辦: 三十個讓孩子恢復平靜的技巧凱拉.威利(Kira Willey)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85401 禍國: 式燕 十四闕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5418 禍國: 式燕 十四闕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5425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5432 滅絕龍與火焰石: 馴龍高手. 五 克瑞希達.科威爾著;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449 驚奇隊長: 怎樣才算英雄 潘蜜拉.博伯威奇(Pamela Bobowicz)文; 艾達.卡邦(Eda Kaban)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1085456 撫物語 西尾維新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5463 英雄轉世為英雄之女目標再度成為英雄 鏑木遼作; 許昆暉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5500 建築大師也讚嘆!Minecraft五花八門超OP機關大百科王育貞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524 手心上的仙人掌: 藏心女孩 艾唯恩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555 源君物語 稻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85722 馴龍高手. 六: 危險龍族指南 克瑞希達.科威爾著; 朱崇旻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78451 不宮鬥也能強大 陳啟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468 AIQ: 不管你願不願意,現在已是AIQ比IQ、EQ更重要的時代尼克.波爾森(Nick Polson), 詹姆士.史考特(James Scott)著; 何玉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475 掌握市場週期: 價值投資大師霍華.馬克斯教你看對市場時機,提高投資勝算霍華.馬克斯(Howard Marks)著; 蘇鵬元, 陳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05 終結腦疲勞!台大醫師的高效三力自癒法 張立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12 IT知識,就是你的競爭力 GLOBIS商學院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29 五角大廈情報專家的8秒回話術: 說服對方、捍衛立場、翻轉話題,最洞察人心的對話技巧詹姆斯.派勒(James O. Pyle), 瑪莉安.卡琳琪(Maryann Karinch)著; 閻蕙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36 憑直覺看懂會賺錢的財務報表 佐伯良隆著; 方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43 幸運人生的四大心理學法則: 提升直覺、擺脫厄運,最科學的30天運氣大改造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奚修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50 與人連結: 成功不是單人表演!世界頂尖領導大師與人同贏的溝通關鍵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吳宜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67 下午5點02分,我中風了: 中西醫雙執照、腦神經專科醫師的親身經歷告白邱顯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9364 唐詩感悟: 情貫古今 陳楷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388 日本語学習のアンケートに基づく難易度分析 吳鍾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395 日本兒童文學短篇小說選. 昭和初期篇 輔仁大學日文系第48屆二年級同學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401 挑戰日本國家考試「通譯案內士」: 如何取得「通譯案內士」證照高佳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425 日漢翻譯入門: 日文漢譯的基本要領 黃朝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432 儒家倫理與勞資關係: 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與日本陳俊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449 小島、大戰略: 「不沉的航空母艦」邁入二十一世紀航向何方?陳俊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456 中世禅林詩学から古典を開く: 自己と時間の根源(origin)へ向かって山藤夏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463 義大利與歐盟: 義大利在歐盟架構下的發展 張孟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371 時代、社會與人生: 諾貝爾文學獎小說賞析 歐宗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2646 小婦人日記 萬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597 科學追求掌握 宗教追求解脫 蕭中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603 蟬蛻-以舞悟道: 獻給曾覺得生命平庸毫無可能性的自己湯子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610 在愛中覺察成長 潘雨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627 愛河 彼岸 賴朝露作 平裝 1

9789578679634 只為你寫的,沐家故事集 慕文豈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79641 這該死的網羅 林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658 敢與奴: 大學生的職涯軟實力 李文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665 清子被人討厭的一生 莎拉K.H.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689 聚焦的渲染: 黃里詩文集2011-2019 黃里詩作 平裝 1

9789578679696 拼布.生活 吳圭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702 往生途: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 廖宏昌編著 平裝 1

9789578679726 馬背與人生 董鏞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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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送存冊數共計：78

城邦商業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致良



9789578679733 布爾喬亞日誌 M.W.作 平裝 1

9789578679757 美髮老師沒教的課 蘇惠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253 初雨茫茫 羅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260 她與他與祂的召靈大逃殺 散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277 就是要找到妳: POPO明星創作班傑作選. 第一屆Rolling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6890 好兔推倒窩邊草 上官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405 可能幸福的選擇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412 大神是大神經病!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429 陪你在月球散步 兔子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436 我想你在我的故事裡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627 Back to 1919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產. 臺中 蔡佰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2627 Back to 1919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產. 臺中 蔡佰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34891 世界童話立體書: 小紅帽 James Newman Gray繪; 呂念庭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907 世界童話立體書: 灰姑娘 James Newman Gray繪; 呂念庭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945 FOOD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本 郭敦怜編著; 楊惠婷, 桃子繪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234952 三色濾鏡書: 揭秘與透視動物的探索: 動物習性與特徵的認識Valentina Facci作; Alberta Borgo插圖; 陳慧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969 三色濾鏡書: 我們的城市昨日與今日: 城市今昔歷史的全面介紹Irena Trevisan作; Alberta Borgo插圖; 陳慧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976 兇猛野性.動物探險 麗莎.雷根(Lisa Regan)作; ; 陳慧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983 FOOD超人動畫繪本: 生日祕密任務 鄒敦怜作; 風車編輯群編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990 FOOD超人動畫繪本: 消失的照片 鄒敦怜作; 風車編輯群編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5003 FOOD超人動畫繪本: 紙飛機的真相 鄒敦怜作; 風車編輯群編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5010 FOOD超人動畫繪本: 再見蒼蠅王 鄒敦怜作; 風車編輯群編插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9869 醮佑前山第一城: 竹山鎮丁酉年九大宮廟岩聯合祈安五朝福醮大典專輯劉耀南總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1549 南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二0一九年陳立詮, 蔡秉軒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3809 桃米坑溪的蛙蝶蟲草 李榮芳等執行編輯; 陳翼漢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4811 鹿篙香茶采風 潘樵等撰文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鹿篙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投縣竹山克明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科技島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POPO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718 2019 Anytime Anywhere刑事法隨讀系列: 刑法總則紀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0854 山溪歲月 李柏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861 晚年丁玲形象研究 李美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588 設計小旅館: 20間舊屋改旅宿設計的關鍵問題 SH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595 設計的美好關係: 60座書席設計解剖書 美好關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7829 主牆設計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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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11660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911677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911684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911578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11585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11592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11608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11615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11622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911639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911646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911653 孫叔叔說鬼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911721 生日禮物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738 冬天的贈禮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745 來自爸爸的贈禮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752 提摩西和莎拉的野餐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769 提摩西和莎拉的派對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776 提摩西和莎拉的小小樹屋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783 提摩西和莎拉的互換遊戲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790 提摩西和莎拉和藏寶圖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806 提摩西和莎拉與森林精靈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813 提摩西和莎拉和黛西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820 提摩西和莎拉感謝的贈禮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837 提摩西和莎拉手工蛋糕比賽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844 提摩西和莎拉來自花店的信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851 提摩西和莎拉小小圖書館 芭蕉綠作; 王孆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912 環遊世界迷宮 派糖童書編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1929 人體迷宮 派糖童書編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1936 不要給陌生人開門 麥克小奎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943 我的飛魚小朋友 米可可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950 你們好陌生人 某暖著; 麥可小奎‧Cosmos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967 不怕不怕 一本竹子小姐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974 怕黑的麥克 麥克小奎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981 星星餅乾 Zoe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998 巫婆阿麗養了三個小傢伙 荷莉著; 三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01 喵星媽媽 汪星爸爸 白彎彎著.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門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法人數位出版



9789864912018 麥克有趣的一天 麥克糟糕的一天 麥克小奎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25 水裡的新朋友 小蘇打著; 王仁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32 不禮貌的婆婆 荷莉著; Zoe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49 最好的禮物 一本竹子小姐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56 摘星星 跑來跑去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63 麥克的禮物 麥克小奎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70 麥克的小魚 麥克小奎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87 如果住在山裡 汪一一著; 白灼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094 便便真好 跑來跑去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100 暖暖的清晨 麥克小奎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2117 校園三劍客. 1, 吃人電視機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24 校園三劍客. 2, 千年魔偶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31 校園三劍客. 3, 變身少年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48 校園三劍客. 4, 神秘男孩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55 校園三劍客. 5, 天外魔貓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62 校園三劍客. 6, 飛碟入侵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79 校園三劍客. 7, 怪獸博士島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86 校園三劍客. 8, 超時空少女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193 校園三劍客. 9, 天外魔種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209 校園三劍客. 10, 拯救異世界 楊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216 暢遊亞洲迷宮 派糖童書編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223 暢遊美洲迷宮 派糖童書編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230 暢遊歐洲迷宮 派糖童書編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247 超級小博士科學漫畫書: 看不透的魔法 刷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254 超級小博士科學漫畫書: 專破謎團的偵探 刷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261 超級小博士科學漫畫書: 玩不夠的實驗 刷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278 超級小博士科學漫畫書: 難不倒的數學 刷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285 超級小博士科學漫畫書: 笑傲江湖的防身秘籍 刷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292 貓王國: 暗黑王國. 1, 聖石秋祭 鳳青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308 貓王國: 暗黑王國. 2, 歧路驚魂 紫龍晴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315 貓王國: 暗黑王國. 3, 月湖春曉 鳳青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322 貓王國: 暗黑王國. 4, 魔法綻放 柴特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339 貓王國: 暗黑王國. 5, 飛火流星 鳳青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346 貓王國: 暗黑王國. 6, 永夜傳說 鳳青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07 綠野仙蹤 鮑姆作; 谷雨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14 鐘樓怪人 雨果作; 李莫飛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21 白鯨記 赫爾曼.麥爾維爾作; 周喆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38 湯姆叔叔的小屋 斯托夫人作; 顧昀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45 孤星血淚 狄更斯作; 燕華君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52 傲慢與偏見 奧斯丁作; 張路華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69 戰爭與和平 列夫.托爾斯泰作; 齊聰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76 塊肉餘生錄 狄更斯作; 匡之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83 海底兩萬里 儒勒.凡爾納作; 許琪海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490 基督山恩仇記 大仲馬作; 張路華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06 簡愛 夏洛蒂.勃朗特作; 李蓉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13 茶花女 小仲馬作; 瀟瀟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20 情感教育 福樓拜作; 袁仁標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37 唐吉訶德 塞凡提斯作; 宋爽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44 苦兒流浪記 埃克多.馬洛作; 黃遷卉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51 雙城記 狄更斯作; 劉道全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68 小婦人 阿爾科特作; 袁仁標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2575 老人與海 歐內斯特.海明威作; 黃遷卉改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4217 老派 北野武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224 第歐根尼變奏曲 陳浩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7

送存冊數共計：88

皇冠



9789573334255 雲空行. 貳 張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262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三部, 領主的養女. III香月美夜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286 再愛的人也是別人 彭樹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293 在場證明 4Samant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309 再見,山居歲月: 我在普羅旺斯美好的25年 彼得.梅爾(Peter Mayle)著; 韓良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316 誰在看著我 宮西真冬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330 只是微小的快樂 張曼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347 喜歡 張曼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354 彷彿 張曼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361 深夜咖啡店 古內一繪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385 代筆作家 亞麗珊卓.托瑞(Alessandra Torre)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392 德古拉: 源起 戴科.史托克(Dacre Stoker), J.D.巴克(J. D. Barker)著; 趙丕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08 滾滾紅塵 三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378 魯賓之壺破掉了 宿野薰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15 緩慢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尉遲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422 吳姐姐講聖經故事. 5, 大衛王 吳涵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39 收藏刺青的人 愛莉森.貝爾珊(Alison Belsham)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46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三部, 領主的養女. IV香月美夜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53 謝謝自己夠勇敢 張皓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60 雲空行. 叁 張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77 穿越世界走向你 李花兒著;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84 遊步台南: 12位藝術家的台南慢時光 大洞敦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491 瘋狂美術館 溫蒂.麥克勞.麥可奈(Wendy McLeod MacKnight)著; 謝靜雯譯 平裝 1

9789573334507 魔法學園. V, 黃金巨塔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陳芙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514 不朽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尉遲秀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161 樸實無華 客家菜 陳紀臨, 方曉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178 物產豐富。得天獨厚江浙菜 陳紀臨, 方曉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160 葳!幾何妖怪別搗蛋: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840 住宅美學年鑑. 2019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陳寬茵, 孫琬鈞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444 二六時中會瑜伽 永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902 生生自如 釋依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919 星雲說喻. 四, 精進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22926 風言風語 依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940 星雲說喻. 五, 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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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0464 解殖思維: 尋找神學教育、教會及講道的全新敘事J. Dorcas Gordon作; 張洵宜譯; 宋鍇校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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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品客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360 自製開運印鑑,天機大公開 龍琳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9794 The brave Jeff translated & written by Allison Li, Faya Kuo, Ann Lin 平裝 1

9789866089800 Harmony dish flower written & translated by Allison Chia Yi Li 平裝 1

9789866089817 運動博弈中賭盤盤口與比賽成績之關係: 以2017年美國職棒大聯盟為例林忠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831 Teaching English in innovative ways 陳盈伶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848 Poder y literatura: el cuarto de atrás de carmen martín gaite y la vagabumda de Chu Tien-HsinLiu Pi-chiao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855 進階法文詞彙與文法 楊啟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862 El análisis de necesidades en la enseñanza del español específico para los negocios: teoría y práctica劉康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414 南庄永昌宮媽祖娘娘遶境踩街. IV: 108年發揚客家民間習俗活動劉壽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1346 你是我的朋友 陳櫻慧文; 劉彤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1353 好小好小的車 王麗瑜文; dizzi chu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223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商務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8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482 (新譯)谷崎潤一郎: 優雅的女惑: 收錄、,對妖美的禮讚谷崎潤一郎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499 (新譯)織田作之助大阪風情繪草紙: 收錄、等,庶民日常的笑與淚織田作之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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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9577 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生命故事手扎. 107 張心怡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591 海馬爸爸生活記 張淑玲撰文; 陳書惟等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967 孔子「禮」亡而後<>作: 兼論漢代公羊學 鄭卜五著 平裝 1

9789869325974 外經透析 楊黎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6694 秘密花園 法蘭西絲.H.勃內特(Frances H. Burnett)作; 楚茵譯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717 小公主: 用心靈力量面對人生風暴 法蘭西絲.H.勃內特(Frances H. Burnett)作; 楚茵譯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724 清秀佳人 露西.M.蒙哥馬莉著; 楚茵譯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幼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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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科大商務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苗縣東村社區發展協會



9789866536731 環遊世界八十天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著; 楚茵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748 有錢人的做法和你不一樣 岳達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755 大家都在學的猶太智富秘訣 倪思安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147 大數據行銷: 邁向智能行銷之路 任立中, 陳靜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154 贏在服務業市場: 以人力、技術、策略決勝 Jochen Wirtz著; 巫喜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161 行銷源典: 任意行銷首部曲 任立中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688178 工業人工智慧 李傑(Jay Lee)原著; 劉宗長, 高虹安, 賈曉東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8185 假新聞: 來源、樣態與因應策略 汪志堅, 陳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917 全民自造與程式設計: 使用Arduino 洪國勝, 張孟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924 中學生資訊科技與APCS: 使用C程式設計 洪國勝, 胡馨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931 高中進階程式設計與APCS: 使用C 洪國勝, 宋馨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948 中小學自造與程式設計: 使用Arduino 洪國勝, 洪月裡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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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5003 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及其倫理: 效率與公平 康綠島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3080 父母?母父! 戴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73080 父母?母父! 戴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73080 父母?母父! 戴江[]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114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國際研討會暨大師級講座論文集. 2019游鎮村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107 晤入奇途: 南開科大文創系108級畢業專刊 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108級畢籌會編製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705 最幸福的事: 成長的考驗 林祐生等文; 張鈞翔, 羅茵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712 最幸福的事: 永遠的陪伴 郭威廷等文; 張鈞翔, 羅茵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729 與你鄒在相遇的路上: 幸福的開端 林航宇等文; 王禹翔, 謝可惟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736 最幸福的事: 婚禮的祝福 許云瓅等文; 張鈞翔, 羅茵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743 最幸福的事 林祐生, 郭威廷, 許云瓅文; 張鈞翔, 羅茵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750 與你鄒在相遇的路上: 相伴的勇氣 宋美玲, 林剛仲, 黃昱璋文; 王禹翔, 謝可惟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767 與你鄒在相遇的路上: 永遠的歸宿 韓業豪等文; 王禹翔, 謝可惟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781 與你鄒在相遇的路上 林航宇, 宋美玲, 韓業豪文; 王禹翔, 謝可惟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開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博思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琦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南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泉勝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紅朝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前程文化



9789863526537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6773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6810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6803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6919 來找人間衛斯理: 倪匡與我 王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926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6933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6940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957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964 湯姆叔叔的小屋 (美)斯托夫人著; 王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971 神州豪俠傳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988 神州豪俠傳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995 神州豪俠傳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008 神州豪俠傳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015 紅牡丹 林語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7022 牛虻 伏尼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7039 偏要和陌生人說話 黃志堅著 平裝 1

9789863527046 非常人傳奇之心變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7060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7053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6872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091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121 賴柏英(經典新版) 林語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6155 非常人傳奇之通神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7138 鐘樓怪人 雨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7145 卡內基影響力的本質 戴爾.卡內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7152 我們與錢的距離 臧慧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591 超級修行密碼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707 When the source is connected, abundance is so simpleby Ted Su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505 潛入深海: 進階潛水員的最佳秘籍(簡體字版) 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9789869761512 高氧潛水: 多項優勢的潛水方式(簡體字版) 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9789869761529 救援潛水員(簡體字版): 創造更安全無虞的潛水體驗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9789869761536 自由潛水等級1、2: 一口氣體驗水下世界(簡體字版)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9789869761543 自由潛水等級3、4:以 一口氣邁向更深更遠的目標(簡體字版)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9789869761574 自由潛水等級Lv1-2: 一口氣體驗水下世界 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2

9789869761574 自由潛水等級Lv1-2: 一口氣體驗水下世界 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9789869761581 自由潛水等級Lv3-4: 一口氣邁向更深更遠的目標DIWA編輯團隊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380 Treasure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itor in chief Chen Chieh-chin, Hsu Chun-hsien 3r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750 靠技術分析,每年多賺20%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051 5年後,靠K線分析月入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075 好規劃,賺到第一個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082 靠投資,每月收入多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羿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迪華控股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7

天圓文化



9789869574099 學當沖,多空都能月賺15萬: 創造獲利的好方法！用當沖為自己賺一桶金。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717 韓國瑜給年輕人的10件禮物 張凱文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317 登陸闖錢途: 大陸就業早知道 林宛妘口述; 前進新大陸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831 21世紀藝術文化教育 陳怡倩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879 哲學與醫療 葉永文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604 復活主的名號 T. Austin-Sparks原著; Christopher Chung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595 新版針灸貼療法 方幸賓, 凌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81 空洞的貝殼 沙白著; 余光中, 陳靖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698 河品: 沙白詩集 沙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03 變奏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10 A-ÎŪ O-Ê--Bô?阿姨有烏鞋--無? Ngô Ka-bêng文; April Lee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2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首部曲 王福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12934 給兒子的十四行 江自得著 平裝 1

9789869712941 臺灣文學本土化歷程探索 張靜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58 量子跳躍的美學人生 李登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65 海腳 黃山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72 日僑漢詩叢談. 第八輯 胡巨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72 日僑漢詩叢談. 第八輯 胡巨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89 佛法大探索 黃宗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2996 留餘 王世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057 船員生涯原是夢 陳希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064 打狗風雲 黃山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088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二部曲 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095 存在與凝視: 鄭烱明詩選 鄭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118 台灣現代詩選. 2018年 江自得等編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947 超凡的經營獲利倍增法則: 有人一手好牌卻經營虧損,本書不灌水,只給你成為獲利王的乾貨法則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947 超凡的經營獲利倍增法則: 有人一手好牌卻經營虧損,本書不灌水,只給你成為獲利王的乾貨法則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806 吟作鴻爪. 續集 賓碧秋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436 占星解密 李安姬, 陳怡汝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春暉慈孝書畫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星齊一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前進新大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401 規矩先生 謝有童文; 吳秭榆, 黃品翰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894 如何回應年輕人的生命渴望: 青年事工的靈性基礎與實務設計古倫(Anselm Grün), 吳信如作; 吳信如, 鄭玉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8803 不要錯過生命!: 人生不怕遲到,只怕缺席 古倫(Anselm Grün)著; 鄭玉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645 布農語郡群紅葉/桃源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669 萬山語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676 卑南語知本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陳淑美, 林茂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683 賽德克語德固達雅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郭明正, 田明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9304 七神光. 前生篇 方晴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311 七神光. 今世篇 方晴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546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集. 107學年度蘇家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522 南臺科技大學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515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手冊. 2019第十四屆陳炳文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506 陳歡的美麗與哀愁 陳歡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412 飆象: 創意哪裡來? 潘東波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7342 我的第一本專門日語文法書: 專為JLPT N3‧N4讀者打造,考前複習、自主學習適用,14個單元循序漸進x10大品詞逐一釐清,進階從這裡開始!朴才煥, 李賢淑作; 戴瑜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7359 靜心: 練習不生氣的31個法則 保坂隆著;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7359 靜心: 練習不生氣的31個法則 保坂隆著;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7366 30天考前衝刺!新制多益聽力攻略詳解: 專為久未接觸英文、多益新手考生設計,戰勝心魔!一舉突破650分!能率英語教育研究所作; 賴毓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17373 東大醫學博士親身經歷傳授88招防癌顧腸術: 自己在家就能做x14天打造理想腸道x提高免疫力,打造比癌細胞頑強的健康身體!藤田紘一郎著;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柏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榭綠舍空間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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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臺科大財金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為夢而戰的創作基地

送存冊數共計：1

亮語文創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與北文化



9789869717380 30天考前衝刺!新制多益閱讀攻略詳解: 專為久未接觸英文、多益新手考生設計,戰勝心魔!一舉突破650分!能率英語教育研究所作;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8532 藏書之家: 我與我爸，有時還有我媽 黃震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549 藏書之家: 我與我爸，有時還有我媽 黃震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8563 我是右派,我是獨派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570 台灣: 苦悶的歷史 王育德著; 黃國彥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8018587 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 王育德自傳暨補記 王育德, 王明理著; 吳瑞雲, 邱振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594 台灣獨曆2019: 台灣歷史上的今天 Mock May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600 台灣必須復國: 埔農續解台灣人迷惑 埔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617 圖解台灣血緣: 從基因研究解答台灣族群起源 林媽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624 1970四二四刺蔣案內情再公開 府城石舂臼人, 陳榮成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8723 蘭船東去: 胡椒、渡渡鳥與紅髮人的航海之旅 張焜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747 烏鬼記 凃妙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754 光與影的微縮城市 吳建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943 感覺統合: 開發潛能: 以研究實證為基礎的科學教養高麗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974 金雕獵狼 王軍文; 王祖民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981 下雨的味道 劉旭恭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5998 小房子烏比 吳語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001 為什麼,為什麼不? 王淑芬文; 何耘之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6018 運動與兒童全人發展 雷庚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708 黑十六SEGA Mega Drive夢之紀事: MD發行30週年紀念Black16bit(黑十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780 陪阿嬤看日出 王力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918 建築參數化設計流程: 從構築到都市地景 何震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000 人才智慧 佘日新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657 資優生數理資優班甄選數學試題暨詳解 鄭立主編 平裝 1

9789862243688 明解高中化學複習寶典 林成彥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695 新國中英文文法Garden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701 歷屆學測物理試題歸納解析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718 歷屆學測化學試題歸納解析 陳紀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43725 全方位高中英文克漏字.閱讀測驗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迪墨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德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拾熠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耶魯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信誼基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5468 面面觀數學. B講義 張進成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05475 面面觀數學. A講義 謝一帆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05499 面面觀數學. C講義 呂明欣, 王德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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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14940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014957 界王重生 超級肥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4964 界王重生 超級肥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4797 極道天帝 謀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4803 極道天帝 謀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4520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014537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014544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014551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014568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014575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014582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014599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014605 吸血鬼育兒日記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4612 九命一喵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4629 九命一喵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4636 Martial arts武道宗師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4643 我的魔王大人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4650 我的魔王大人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4667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4674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4681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4698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4704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4711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4728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4735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4759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4742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4766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014773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014780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014810 神墟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4827 神墟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4841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4858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4865 仙境邊界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183 仙境邊界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4872 我的妹妹不可能是女孩子! 愚蠢的喵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176 我的妹妹不可能是女孩子! 愚蠢的喵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4889 超超能力者NOT日常生活權 二迴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4896 我的蘿莉勇者變御姊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152 我的蘿莉勇者變御姊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4902 身為天下第一快劍的我,一不小心就無敵也很正常吧?八爪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4919 守衛龍騎 鬱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4926 Destiny: 光與影的羈絆 翼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4971 講道理,你沒有我可愛! 愚蠢的喵星人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4988 永樂神社的巫女 阿次作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飛燕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6

信樺文化



9789865014995 尋人啟事2號店 吉卜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5008 尋人啟事2號店 吉卜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5015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5022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5039 關於我成為遊戲病毒這件事,我感到非常抱歉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046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外傳. 下: 通往幸福的旅程初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5053 在虛幻中秤出真實 Ev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5060 月夜之歌: 拾光裡有你 蔚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5077 愛情,三人行不行? 衛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5084 花之姬綺譚 花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5091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5107 蜂舞 貓邏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5114 穿越變蘿莉之樊籠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5121 黑道少女VS男子學園 唯伊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5138 總之為了五年五百億就來場大亂鬥吧! 非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5145 貓箱咖啡館 貓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5190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5275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5282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5206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015213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015220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015237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015244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015480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015497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015503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015251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5268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5305 神墟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5312 界王重生 超級肥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5329 極道天帝 謀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5336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5343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5466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5473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5350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367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374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381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398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404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411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428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435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510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5527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534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442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541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5558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565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572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5589 LOST星際少女: 拾回進度5% 羽毛冰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5596 教主,你的節操掉了 墨衣清絕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5602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015619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015626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015633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015640 界王重生 超級肥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5657 極道天帝 謀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5664 極道天帝 謀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5671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5688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5695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5701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5718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5725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5732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5749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5756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5763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5770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5787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794 守衛龍騎 鬱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800 超超能力者NOT日常生活權 二迴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5824 仙境邊界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5831 Martial arts武道宗師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848 吸血鬼育兒日記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862 講道理,你沒有我可愛! 愚蠢的喵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5879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5886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5893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5916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923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5930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5947 LOST星際少女: 拾回進度17% 羽毛冰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5954 Martial arts武道宗師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5978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5985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5961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5992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6005 吸血鬼育兒日記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6012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016029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016036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016043 我的蘿莉勇者變御姊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6067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016074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016081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6098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6104 界王重生 超級肥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6111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6128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6135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6142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6166 教主,你的節操掉了 墨衣清絕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6159 教主,你的節操掉了 墨衣清絕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16173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016180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016197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6203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6210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6227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6234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6241 極道天帝 謀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6258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6265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6272 貓箱咖啡館 貓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6289 關於我成為遊戲病毒這件事,我感到非常抱歉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6296 時光不及你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6302 時光不及你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6319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6326 永樂神社的巫女 阿次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6333 妖孽叢生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6340 妖孽叢生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6357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6364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6371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016388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016395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016401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016418 橙萌厚愛 妍小愛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6425 橙萌厚愛 妍小愛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6432 一覺醒來,遍地是外掛 墨衣清絕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6456 一覺醒來,遍地是外掛 墨衣清絕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6449 一覺醒來,遍地是外掛 墨衣清絕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16463 不一樣的美食家 錦橙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6487 不一樣的美食家 錦橙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6470 不一樣的美食家 錦橙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16494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6500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6517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6524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6531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6548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6555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6562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6579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6586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6593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6609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6616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6623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6630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6647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6654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6661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6678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6685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6692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016708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016715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016722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016739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016746 關於我成為遊戲病毒這件事,我感到非常抱歉 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6753 貓箱咖啡館 貓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6760 LOST星際少女: 拾回進度26% 羽毛冰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6777 吸血鬼育兒日記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6784 Martial arts武道宗師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6791 仙境邊界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6807 末世風華 貓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6814 結緣女仙 DARK櫻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6821 學長,弄錯了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6838 學長,弄錯了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6845 Martial arts武道宗師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6852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6869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6876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6883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6890 至尊武帝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6906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6913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6920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016937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016944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016968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6951 洪荒仙帝 煙火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6975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6982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6999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7002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7019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7026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033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017040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017057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7064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071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088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7095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7101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7118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7125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7132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7149 極道天魔 滾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7156 守衛龍騎 鬱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163 絕世丹神 九月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170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187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194 序列的戰爭: The Most High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200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7217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7224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017231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248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7255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7262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7279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7286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7293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7309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7316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7323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7330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7347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7354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017361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017378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017385 荒世千幻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392 荒世千幻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7408 Toy's Lover 安存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7415 迷.戀 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7422 請告訴我,魔法師大人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439 意有所指的恐怖 Ev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7446 LOST星際少女: 拾回進度39% 羽毛冰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7453 Martial arts武道宗師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460 仙境邊界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477 仙境邊界 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7484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7491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7507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7514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7521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538 吸血鬼育兒日記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7545 結緣女仙 DARK櫻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7552 絕世丹神 九月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7569 絕世丹神 九月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7576 絕世丹神 九月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7583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7590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7606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7613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7620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7637 貓箱咖啡館 貓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7644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7651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7668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7675 黑道少女VS.男子學園 唯伊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7682 花之姬綺譚 花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7705 永樂神社的巫女 阿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712 反方向攻略史上最大的地下城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729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 貓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736 屬於我的幸運 一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7743 最後的言靈師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7750 最後的言靈師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7767 帝陵孤燈 時起雲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017798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017804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017811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7828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7835 夢迴羽憶然 蔚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7842 Martial arts武道宗師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7859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017866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017873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017880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7897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7903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7910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7927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7934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7941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7958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7965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017972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017989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017996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8009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8016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8023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8030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8047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8054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8061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8078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8085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8092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018108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018115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018122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8139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8146 絕品透視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8153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8160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8177 超神妖孽兵王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8184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8191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8207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8214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8221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8238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8245 絕世丹神 九月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8252 絕世丹神 九月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8269 絕世丹神 九月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8276 吸血鬼育兒日記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8283 我的反派夫君 萌晞晞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8290 我的反派夫君 萌晞晞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8306 天下第一劍道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018313 天下第一劍道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8320 天下第一劍道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8337 全球高武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8344 全球高武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8351 全球高武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8368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018375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018399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018405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018412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018436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8429 吞天神帝 客從青山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8443 修仙十萬年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8474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8481 都市大領主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8504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8511 至尊武魂 行十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8535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8542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8559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8566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018573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018597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018610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8627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018634 天師問道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018658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8665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018689 覆漢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8726 末世風華 貓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8733 LOST星際少女: 拾回進度44% 羽毛冰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8740 反方向攻略史上最大的地下城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8757 序列的戰爭: The Most High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8771 請告訴我,魔法師大人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8856 死靈法師事務所 寶劍侍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8894 超維術士 牧狐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8900 說好的末世呢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8924 天下第一劍道 EK巧克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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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0658 一0一教室 似鳥雞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1804 新昆蟲飲食運動: 讓地球永續的食物? 大衛.瓦特納-托斯(David Waltner-Toews)作; 黃于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226 自主書寫 author C.K. Hugo Chu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920 扶輪花現藝術節美展特輯 陳怡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502 口埤部落市集風華 羅秀玉等口述; 賴孟玲, 蕭棋全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519 走出西拉雅的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20526 走出西拉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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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4705 金剛經說甚麼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05 花雨滿天維摩說法 南懷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5613 夜訪吸血鬼 安.萊絲(Anne Rice)著; 張慧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712 K'WA!夢想藍圖社員募集中~ 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798 墮落王子1：謊言之盟 C.S.帕卡特(C. S. Pacat)著; 朱崇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191 圖靈測試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6429 搶佔消費者心智,就能賺到錢: 人心比流量更重要!創業者、品牌人、行銷人都必須學的營銷實戰術江南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436 富爸爸,有錢人為什麼越來越有錢?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 湯姆.惠萊特(Tom Wheelwright)著; 王立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443 北京名人御用營養師教你吃出好體質 顧中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450 越讀越入迷的會計書 權載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467 與焦慮和解: 克服過度完美主義、拖延症、害怕批評,從自我檢測中找回生活平衡的實用指南愛麗絲.博耶斯(Alice Boyes)作; 劉佳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474 已婚是種病?: 為什麼老婆老是講不停,老公總是講不聽馬度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481 慶熹紀事. 卷三, 辟邪 紅豬俠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6498 慶熹紀事. 卷三, 辟邪 紅豬俠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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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西拉雅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亮點國際影業

送存種數共計：227

送存冊數共計：406

柳橋出版



9789863616504 畫中仙 墨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11 蒼龍怒 墨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28 黑箱: 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伊藤詩織著; 高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35 這些皇帝很有事: 嚴謹史實x趣味八卦,中國最有梗的歷史猛料夜觀天花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42 給孩子的未來腦計畫 魏坤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59 高捧顏值的時代。勝出需要腦袋 萬特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66 少女王者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6573 天下強者都是我朋友的劉備零成本公關術 趙玉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80 窒愛 加布里埃爾.塔倫特(Gabriel Tallent)作; 陳毓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597 黃帝內經.養生智慧 曲黎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603 末日特遣隊 R. R.海伍德(R. R. Haywood)著; 微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610 外星警部入侵注意 冰島小狐仙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6627 怪談病院PANIC! 小丑魚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6634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16641 為什麼都是我的錯?: 知名心理學專家教你梳理家庭的多重矛盾,解決親密困境、育兒難題、關係黑洞李松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658 鯨之海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6665 瀕死之眼 東野圭吾作; 張凌虛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16689 任何人都能說服的聲音運用術: 職場、推銷、談判、交友,不用好口才也能說出影響力、高人氣涂夢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696 于丹: 趣品漢字 于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702 態度: 吳軍博士的啟迪家書,教你成功人生的關鍵思維吳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719 大腦喜歡這樣看書!適合任何人的洋蔥閱讀法: 1天就能讀完一本書,快速拆解書籍主題、重建知識與變現彭小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726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6733 才不稀罕當空姐: 這才是飛機上的真實人生 莎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740 探問禁止!主唱大人祕密兼差中 尉遲小律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6757 少女王者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6764 墮落王子. 2, 危城之戰 C.S.帕卡特(C. S. Pacat)作; 朱崇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771 最強21天生酮減脂計畫,啟動你的持續燃脂開關!: 100道生酮食譜x超級採購清單x擊破瘦不下來的魔鬼細節檢核表,教你實踐好吃、好瘦、好健康瑞秋.格雷戈理(Rachel Gregory), 亞曼達.C.修斯(Amanda C. Hughes)著; 溫璧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788 狐狸娘 哈皮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6795 鯨之海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6801 amazon稱霸全球的戰略: 商業模式、金流、AI技術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成毛真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825 理財零基礎,靠39個金錢思維打造富腦袋,加速財務自由田口智隆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863 幽都夜話 蝙蝠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616870 我不怕別人貶低,只怕沒有能力 懷左同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887 大內傲嬌學生會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6894 台味便當 不務正業男子Ay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900 好好和孩子說話,創造零距離對話: 心理學家的父母說話課,有效溝通、情緒減壓,打造親密和諧的親子關係溫蒂.莫傑爾(Wendy Mogel)作; 陳莉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924 四時之詩: 蒙曼品最美唐詩 蒙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6931 SEX 石田衣良著; 賴芯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874 五四讀本: 掀起時代巨浪的五十篇文章 陳平原, 季劍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881 杜威的三十二堂課: 胡適口譯,百年前演講精華 約翰.杜威(John Dewey)演講; 胡適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898 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 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 約翰.杜威(John Dewey), 愛麗絲.C.杜威(Alice C.Dewey)著; 林紋沛, 黃逸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0300 民主與教育: 教育對民主社會的特別意義 約翰.杜威(John Dewey)著; 薛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60317 可是我偏偏不喜歡 吳曉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998 情報、反情報與變革 江毓瑋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403 生命科學與工程 薛敬和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敬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0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汪毓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496 陳元義教授甘苦感恩記 陳元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65593 育文育達學說: 從儒家思想彰顯傑出教育事業家王董事長育文博士及名校育達科技大學之教育精義陳元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01 量子世界的奧秘 鮮于文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364 海事法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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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8588 願力 李益美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913 吳濁流<>和<>有關二二八事件記述和評論之評述潘明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050 黃長春彩墨瓷版畫集. 二 黃長春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381 麗水華山走過: 林麗華作品集 林麗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120 觀護再論 林順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417 文學太平: 臺中市太平區文學調查 余益興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016 聞聲究古: 解讀易經的智慧與哲理 廖慶六著 再版 精裝 2

9789574367023 聞聲究古: 解讀易經的智慧與哲理 廖慶六著 再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639 中譯日技巧入門 郭榮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廖慶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郭榮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順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益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長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麗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益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潘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鮮于文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智聖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元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510 Pidginised Articulations語音學中的發音簡化 林慧菁, 簡士捷, 趙偉作 平裝 1

9789574365074 Globalisation Education全球化趨勢下的英語教育 林慧菁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923 勸善七十年: 提倡「誠實理念」之歷程及對後人的期望林高志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827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林鈺雄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091 椎間盤讓我突出: 復健紓壓哲思 曾明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572 逸樓吟稿續集 江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009 原初 童武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28 枯山水: 胡朝景作品集 胡朝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529 金廈漳泉區域協同發展實錄. 2015-2017年 王水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476 起來,我們走吧!由門徒到結果子之路 李秀玉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728 造化由心: 胡以誠工筆花鳥創作專輯 胡以誠作 平裝 1

9789574363735 造化由心: 胡以誠工筆花鳥創作論述 胡以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38 真情轉運站 譚慶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譚慶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君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秀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胡以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朝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水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江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武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鈺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明泉

林慧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高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264 聽竹: 黃君陽水墨畫集 黃君陽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236 憲法學釋論 陳新民著 修訂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56 意念藝術ideaart創作集 紀向作 平裝 1

9789574364756 意念藝術ideaart創作集 紀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824 兩岸和平統一白皮書(世界和平大同白皮書) 林忠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5845 靈感智慧.軀體健康(仁體軀療vs蛇杖醫療) 林忠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6835 洪範九疇&國父遺囑(赤縣神州&蓬萊仙島) 林忠勝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282 張禮權創作及跨界合作專輯. 2015-2019年 張禮權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698 臺語常用字彙集 王俊明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199 綺之墨痕: 盧彩霞書法創作輯 盧彩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74 字源其說: 邱文正數位藝術創作個展 邱文正作 第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810 漢語大師(英文版2) 戚其璇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926 禪法寶藏. 一: 雜阿含經講解 釋大寂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384 魅幻人間 孫吳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明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大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孫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文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俊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韓秋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忠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禮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新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向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540 平生寄懷: 洪明燦書畫集. VI 洪明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098 「4Ｄ智慧城市雲端管理平台」研發建置(BIM+IOT+GIS)蕭興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5104 第六屆海峽兩岸土木與防災跨領域整合研討會手冊暨論文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5258 全區幾何變位安全監測裝置(GPS+WSN)之應用技術蕭興臺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4365265 結構物幾何變位安全防災監測裝置之應用技術研究(雷射測距儀+特殊形狀反射體)蕭興臺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73 靈樞妙法觀音禪 張鈺朋, 徐葎倫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871 八素書藝: 徐旭陽書法作品集 徐旭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267 色彩精靈 林祐竹文字.繪圖; 李靜宜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681 抗日名將孫立人 葛建業編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452 易經的生活智慧vs個人星圖的思索. 第一冊 珍妮佛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070 擬想.實像: 意圖與觀演的對話: 紀家琳劇場創作實錄紀家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413 秘境: 許敏雄畫集. 2017 許敏雄[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977 這是你的快樂吧 朱靜容文.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231 藝術概論(含概要): 100-107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66248 本國文學概論(含概要): 100-107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66255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100-107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66262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100-107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常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敏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朱靜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珍妮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家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祐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葛建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鈺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旭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興臺



9789574366279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概要): 100-107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66286 文化人類學: 100-107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94 漢語俳句短歌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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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9691 行政法 莊國榮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791 Poko's big day 周姵秀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151 墨舞頌清風: 陳嘉子八十書畫展 陳嘉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721 意遲 樓雨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264 比特幣區塊鏈大未來 張渝江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680 感恩瑞鳳樓: 寸草心難報春日暉 陳國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036 亮藍 葉培靈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626 雲開水淨: 宋盞 籃志豪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52 微光 周其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559 無目的美學: 徐明正孟加拉.印度人文風貌紀實 徐明正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福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明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培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雲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渝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國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嘉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樓雨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國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羣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吳昭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930 台鐵全車輛: 客車轉向架圖鑑 洪致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73 解密幼兒爵士鋼琴. Book 1 黃盟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6361 解密幼兒爵士鋼琴. Book 2 黃盟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016 高平范氏族譜: 范朝亮公來台傳下 高平歷代祖譜永遠流傳俵. 一范鐵熾收藏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1755 高平范氏族譜: 范朝亮公來台傳下 高平歷代祖譜永遠流傳俵. 二范新發收藏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1762 高平范氏族譜: 范朝亮公來台傳下 高平歷代祖譜永遠流傳俵. 三范發杰等收藏 平裝 1

9789574361779 高平范氏族譜: 范朝亮公來台族譜 范勇吉, 范發榮, 范增達收藏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564 全國運動會女子柔道比賽技術報告書. 102年: 以六屆金牌選手王沁芳為例王沁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595 人生惆悵知多少: 金之章 澄澈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151 無痛康健法: 光療 食療 彩光針灸 劉溫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1175 健康之鑰: 疑難雜症絕處逢生 劉溫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61182 健康之鑰: 疑難雜症絕處逢生 劉溫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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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64787 1993 潘柏霖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084 龔瑞維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二 龔瑞維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766 動漫放大鏡: 動漫著作權. 1 余曜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57 臺灣.咱兜: 蘇振明繪畫創作個展專輯. 2016 蘇振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坤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余曜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振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潘柏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龔瑞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溫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范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王沁芳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致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盟傑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968 雅歌書 潘坤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155 2018韓國因應貿易保護主義對外貿易政策攻略 林春壽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329 A study of the Chariot-horse treatise Original author Tian Yushu; translated by Jim Png Hau Chengist ed. 平裝 1

9789574364336 A study of the Cannon-pawn treatise Original author Chen Lianyong; translated by Jim Png Hau Che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365975 A study of the Horse-pawn treatise Original author Chen Lianyong; translated by Jim Png Hau Che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366873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unparalleled and Chong Ben Tang plum flower manualstranslated and abridged by Jim Png Hau Che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924 北京雨夜花 孫想容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360 藍色貓咪好榜樣 author Alice & Lily Che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880 中文行草字帖 林懷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03 出埃及記: 神拯救人建造祂的居所 孫恩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623 梵慧聲聞記錄總集本 覺世, 梵慧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63 小小草的心語 悠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4978 愛的教育: 小小草的心語. 四: 創造命運的小天使悠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165 友善是最好的修行: 老子易道十講引言 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6507 友善是最好的修行: 老子易道十講引言(簡體字版)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953 獨一無二小布衣櫥 無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瑞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邦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耿大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恩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岳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lice and Lily Che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震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林鳳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春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272 松柏攝影班師生聯展作品專輯: 慶祝桃園市松柏長青大學成立20週年蕭明發編輯 平裝 1

9789574365272 松柏攝影班師生聯展作品專輯: 慶祝桃園市松柏長青大學成立20週年蕭明發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149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表解 林怡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6156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表解 林怡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7030 空間: 數學觀念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7047 正烷烴與二氧化碳溶解度及熱力學方程式關聯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512 國四重考生出頭天 江連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490 島嶼邊界: 建築北海岸之聲 劉季軒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209 唱導-寧香.禪茶樂譜 張笛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3216 唱導-勇士樂譜 張笛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3223 唱導-央姞瑪音詩樂譜 張笛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107 給前男友的爛情詩 楊婕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64411 鼻音少女賈桂琳 蕭詒徽[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902 近接避碰 李文愚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663 未竟之夢 盧依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58670 未竟之夢 盧依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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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8480 世變下的經道合一: 清初遺民<>學中的「內聖外王」張曉芬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439 1200輕鬆學習4000單字 蘇秦, 楊智民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智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依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曉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蕭詒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李文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英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笛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jun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威珍

送存冊數共計：1

蕭明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963 台灣傳統園林的書畫藝術與裝飾意涵: 以台南吳園、板橋林家花園、蘆洲李氏古宅為例陳麗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878 臺綜聯大轉學考英文用書 李盛光編著 平裝 1

9789574365616 私醫聯招轉學考英文用書 李盛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497 競技體育發展論叢 蔡崇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80 李淑惠油畫作品集 李淑惠, 張聰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746 祕史沉 林艾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541 貢敏戲劇.文集 戲曲類 貢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81 屬靈的種子 廖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8212 屬靈的種子(簡體字版) 廖玉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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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63414 KARI豐盛的話語 Watan Diro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293 拼布被: 西南少數民族拼布 鄒正中, 莊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55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陳新豐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鄒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新豐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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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an Diro(瓦旦吉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貢高雪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玉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淑惠(臺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艾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震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崇濱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麗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270 處男壘球隊 溫子衡作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56287 處男壘球隊 溫子衡作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56294 處男壘球隊 溫子衡作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197 奇書異景: 屈原招魂與大招的煉丹秘辛 許茂堤作 平裝 1

9789574366040 掀起宓妃的神秘面紗: 四美女賦的煉丹秘辛 許茂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11 造窗女孩 張慈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780 飛禽世界<>: 記錄南亞鳥類相 莊建模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239 學校沒有教的作文課: 學測寫作如何拿高分? 吳翊良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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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聯合會論文摘要集謝建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208 風雨人生(簡體字版) 李齊翔著 平裝 1

9789574357215 殉夢(簡體字版) 李齊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321 繪本玩轉樂. 春夏篇, 教師手冊 柯昤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57338 繪本玩轉樂. 秋冬篇, 教師手冊 柯昤均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109 香椿之奧秘 香椿研究團隊及同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116 蒼生之椿 香椿研究團隊及同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888 中文入門 郭俊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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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文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翁慶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郭俊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柯昤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翊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佳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慈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建模

溫子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許茂堤



9789574358144 府城將學: 家將臉譜全集 鄭小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961 安德生童話(台英雙語版): 選集. I 李紫瑜, 李昀芳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243 毛起來講: 杜莉德動物心靈諮商 杜莉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359 曾溫氏書發公家譜 曾新衡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229 關於人生: 我所知道的禪 黃愛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328 古瓷之美: 蓮房書屋藏中國古代陶瓷器 林彥禮文字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34 媽媽小心典 英倫布蕾, 典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89 劉弘宇油畫選集. 2018: 心靈與生活的對畫 劉弘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625 迷漾蘇拉維西 吳隆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878 菊岩燒: 蔡正勝陶藝專輯 孫偉哲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77 學校行政主管轉型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以臺灣北部五縣市公立高級職業學校為例王光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60 牧雨耕煙: 陳牧雨七十回顧展 陳牧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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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牧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隆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正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倫布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弘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愛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彥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莉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新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紫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04 藝象無界: 許宜家作品集. 2018 許宜家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59 Baby Harp Studio. 1: 小豎琴音樂書12 Strings 賴薇伊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189 消費者對文創商品的魅力與感質設計之偏好與評價模式黃佳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271 古韻集: 詩選.詞選 洪國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56 汪玉蓮: 佛畫精選輯 汪玉蓮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87 青蛙國王和彩色蘋果樹 李雨星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486 警察政策 章光明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516 總是搞砸的小學徒 林春燕文; 小林春天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44 故鄉迴游: 許永忠書法攝影展作品集 許永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875 只問耕耘: 我的農田水利傳 莊光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61 文化創意產業創新與行銷管理 李文鑫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192 心凝形釋: 黃士純作品集 黃士純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士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永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章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春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慧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雨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佳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誌

許宜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薇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152 文以載道 方寸之美. 二 慈明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345 最後一口紅茶 蕭朱亮作 平裝 1

9789574360352 珍珠奶茶的味道 蕭朱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482 蛻-退詩刊. 第二期 退詩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796 遊戲筆墨: 久彌小品-畫 久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649 120籤詩. 右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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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65111 兩岸和平唯一的出路: 兼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道朱駿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021 The ruined garden editing & design C.C. Wu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052 墨池字林好揚善: 李國揚扇面書藝集 李國揚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373 易經.全球共享的寶典 王震宇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241 2019年2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5630 2019年3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6422 2019年4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588 有什麼鳥新聞 莊哲權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莊哲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彭淑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寶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建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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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岑家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久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至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朱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564 茅埔城囝仔做鄉長: 謝燦輝的宜蘭鄉土行走故事張文義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694 周秀蓉老師升等著作之專利技術報告彙編 周秀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885 藝旅墨跡: 詹麗芳山水畫作品集 詹麗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028 賴氏中醫常見胃腸內科 賴豊樹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080 臨床假牙學 陳明時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202 墨韻筆情: 賴宜汝水墨畫集 賴宜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257 花甲拾趣 康乃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349 動物王國 Jacqueline Chuang文; Ya Wen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394 紀錄片先生 陳正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387 拾遺: 愛的回憶故事 賴如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248 楊蕎安禪悅書畫作品集 楊蕎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柏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如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蕎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惠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正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宜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乃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豊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秀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袁尉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燦輝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032 An other 何柏蒼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448 租稅工作相關法律指引. 個人篇 高銘謙編著 平裝 1

9789574362455 租稅工作相關法律指引. 法人篇 高銘謙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687 墨香莫藏 SK Lin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592 晨曦之歌: 林雅叙鋼琴獨奏會詮釋報告 林雅叙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578 趙錦松旅遊速寫集 趙瀅君, 賴明聰, 林火明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124 廖慧雪作品集 廖慧雪主編 其他 2

9789574364527 廖慧雪水墨畫展作品集 廖慧雪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438 周易講義. 第一冊 王肇崑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421 國際貿易操作實務 林國均, 馮珮君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919 <>解譯.筆記 陳清淵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077 iT-08864jo.的禱告書 iT-08864jo., Hsun Hui, iT-jo.教徒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039 離/返: 梁莉苓創作論述與作品解析 梁莉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4046 士移: 梁莉苓個展作品輯. 2017 梁莉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4053 移動: 梁莉苓個展作品輯. 2016 梁莉苓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莉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清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勳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王肇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國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錦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慧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壯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雅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銘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19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意設計學士班畢業專刊. 第九屆黃靖雅執行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176 歡銀時尚 銀領新世代-銀髮族功能性服裝設計特展: 張秀玉服裝創作個展張秀玉, 吳淑明, 葉曾欽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169 楊宗文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楊宗文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213 地下室的大象 中山美智文.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268 工作表函數: Excel VBA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王鴻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64275 Function副程序: Excel VBA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王鴻浩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244 藝采飛揚: 葉蘭香彩墨畫集. 2 葉蘭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251 戴志璁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戴志璁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343 金屬加工製造業導入精實生產技術之研究 李婕漪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350 設計舒適的家: 跟著二十年經驗的室內設計師把家變舒適芙珞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435 我是色彩魔術師 守燈人s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64442 菲爾修船記 守燈人s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503 紅樓小語 呂榮海, 呂聖博, 呂理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紓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亭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呂理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婕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冠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葉蘭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志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山美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鴻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秀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宗文

黃靖雅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70 我不像月亮一樣強壯 羅紓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640 股市操作技巧與風險控管 林德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633 銀行授信所涉法律問題與規範之研究 沈君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18 翻轉人生紋繡30 陳美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25 心經解密實用般若波羅蜜多妙法概論 慧通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855 音樂娃與我の咖啡語錄 彭可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94 綺經養身寶典: 自體療癒聖經 鄧俊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473 Su-35. 第二冊, 機體.動力.控制.飛行 楊政衛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364480 Su-35. 第二冊, 機體.動力.控制.飛行 楊政衛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319 臺灣政治發展思想史. 1949-2018 翁志宗作 平裝 1

9789574365319 臺灣政治發展思想史. 1949-2018 翁志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326 托福字彙 李英松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456 試遣愚衷 蔣濟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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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濟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翁志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昭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俊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可夫斯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慧通禪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可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君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德龍



9789574365500 般若心要: 憨山大師對般若經典之決疑與直說 (明)憨山德清撰述; 林中華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41 臺灣五葉松的栽培管理與年間作業 黃泗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661 線上情境模擬互動教學之連續性腎臟替代療法警報處理照護楊渝惠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21 英文長難句的學習筆記: 掌握關鍵的兩個單字 張孁之, 張明義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83 書遊心聲: 張宗欽作品集 張宗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76 宗教與繪畫合一的藝術行者: 廖武治 廖武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906 幹話 醉語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937 揭開平行宇宙真相 李國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951 聽說 代延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002 故鄉情: 陳阿水的人生旅程 廖志濃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057 Zizoo. 1: Teacher's 平裝 1

9789574366064 Zizoo. 2: Teacher's 平裝 1

9789574366071 Zizoo. 3: Teacher's 平裝 1

9789574366088 Zizoo. 1a 平裝 1

9789574366095 Zizoo. 1b 平裝 1

9789574366101 Zizoo. 2a 平裝 1

9789574366118 Zizoo. 2b 平裝 1

9789574366125 Zizoo. 3a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阿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rahim Khalil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代延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武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哲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明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宗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郁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渝惠



9789574366132 Zizoo. 3b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187 神啊!求祢別讓我和這個人談戀愛! 柳孝真文; 雞蛋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217 菌晶技術開發 林保宏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309 周易導引沉吟集 王智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347 且無聊且幸福: 關於那個快樂的死亡旅行社 海貍咖啡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316 傷口的秘密花園 鄭文昌作.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453 普迪好忙 Judy Wang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460 愛說話的貓 愛美莉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521 不想說的故事: 我兒傑瑞精神治療的歷程 和諧作; 傑瑞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545 黑猫 黃玲玲著.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552 微鈑金修復工具書 BetagInnovation作; 孫紹儀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675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郵船の航跡(1896-2018) 許淑貞作 修訂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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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玲玲(高雄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紹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美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文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君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智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貍咖啡館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劉禹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保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637 以中國的歷史與哲學來探索八字的奧秘 楊恩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736 戰鬥手槍技藝: 實戰視角切入下的戰鬥射擊技術蘇茂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729 詩樂園: 柯慶瑞先生紀念詩集 柯慶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743 吳宏禎刮痧臨床寶典: 自助助人.男女老少.對症刮痧吳宏禎, 於嘉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897 荷顏悅色: 譚睛睛水彩畫冊 譚睛睛[作]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368 盛夏 李旻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830 郭凱: 清風遠逸 劉素玉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819 走到比錢更遠的地方: 一個台灣家庭離開矽谷優渥生活,搬至火山小島的宣教故事陳維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190 存於心、形於外: 以鄉村意象建構臺灣休閒農場景觀體驗之研究張宏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244 客家文化產業: 治理、真實、再現 俞龍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251 數學臆測任務設計與實踐. 幾何量與統計篇 林碧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268 數學臆測任務設計與實踐. 整數、分數與小數篇林碧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275 黑暗中書寫: 歐用生的學思旅程 歐用生口述; 章五奇記錄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127 圖解電動車大未來: 從燃油引擎轉換為電動馬達的全球巨大商機村澤義久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1134 籃球讓我成為更好的人: NBA球星賈霸回憶傳奇教練伍登五十年亦師亦友的人生和教育啟示卡里姆.阿布都-賈霸(Kareem Abdul-Jabbar)作; 吳程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1141 心臟: 從演化、基因、解剖學看兩千年探索和治療心臟疾病的故事羅伯.唐恩(Rob Dunn)著; 翁仲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1158 倫敦商學院教授的25堂MBA課 朱利安.柏金紹(Julian Birkinshaw), 肯.馬克(Ken Mark)著; 薛芷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原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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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旻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士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宏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譚睛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茂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政寬

楊恩源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389 失智症照護指南 邱銘章, 湯麗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92250 遇見更好的自己,8周有感的秘密瘦身法 陳珮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281 非藥而癒: 一場席捲全球的餐桌革命 徐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298 全彩圖解100種樂齡活動這樣玩!: 開心動一動,減緩腦部退化、活化身體機能、提升生活品質加藤翼監修; 高雅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1193 鄂君啟節銘文集釋 趙思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6682 唐詩三百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6416699 學庸論語 修訂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416705 孝經白話註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6416712 易經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6416729 老子莊子選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416736 三字經等十種合刊: 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常禮舉要.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太上感應篇.陰騭文.心命詩等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743 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750 太上感應篇的故事(漫畫版) 和裕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767 陰律無情(一、二集合輯) 上官玉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1619 大風堂一段絕美的生命交集: 孫雲生與張大千的歲月孫雲生口述; 朱介英撰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8702 盼望的生活、團契的生活 得勝的生活 導航會同工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391 金安台語詩詞吟唱. 壹 真平台語編輯群作 平裝 1

9789866075407 金安台語詩詞吟唱. 貳 真平台語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59589 生而被標籤: 美國種族歧視思想的歷史溯源 伊布拉.肯迪(Ibram X. Kendi)著; 張玉芬, 張毓如, 陳義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596 伊斯坦堡: 一座城市的記憶 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作; 何佩樺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8759602 不平靜的半島: 海洋與大陸勢力的五百年競逐 金時德著; 林珮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19 巴黎書蹤 黎安.卡拉南(Liam Callanan)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26 定義集 大江健三郎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33 海賊王的時代: 古希臘、大航海時代到現代的索馬利亞海盜桃井治郎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40 小津安二郎的軌跡 竹林出著; 詹慕如,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57 千年繁華: 京都的街巷人生 壽岳章子文; 澤田重隆繪; 李芷姍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8759664 遊牧型世界的市民城市 查爾斯.蘭德利(Charles Landry)作; 姚孟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71 睡眠腦科學: 從腦科學探討猝睡症、睡眠呼吸中止症、失眠、夢魘等各種睡眠障礙亨利.尼可斯(Henry Nicholls)著; 張馨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88 起源的故事 大衛.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695 喜樂京都 壽岳章子文; 澤田重隆繪; 陳嫺若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修平科大博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展之藝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倍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高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能仁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772 古雅綽約走過歲月 江美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1967 太陽光電設置理論運用與案場實務介紹 劉威宏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974 水質分析實驗: 技術士技能檢定參考用書 徐貴新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781981 船舶管理: 創造競爭優勢 周家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998 明渠水力學 連惠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2001 化學反應工程概論 呂維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018 智慧財產權規範與實務 邱奕賢, 徐志明, 楊東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025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049 電機機械實習 王孟輝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427 文明創新: 意識科學原理概論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434 美識哲學: 藝術生命完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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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3007 工程數學奪分寶典. 上, 微分方程單元 高成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374 捷運X殭屍. 2, 高捷篇 劉揚銘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374 捷運X殭屍. 2, 高捷篇 劉揚銘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381 臨界戰士 伍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655002 眾神水族箱: 禁錮之龍 馬立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55019 英雄號角 阿七, 伍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704 一擊必中的狙擊手法則: 商場如戰場,學習狙擊手思維,用最少資源達成不可能的任務大衛.艾莫蘭(David Amerland)作;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6526 消除疲勞的神奇頸帶 小林弘幸監修;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407 當一天玩具 福部明浩文; 川嶋菜菜繪圖; 蔡瑜倫譯 [初版]2刷 精裝 1

9789861898537 你知道的吧! 五味太郎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544 比看電視好玩的事 尚樂洛文; 馬修莫德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551 魚之樂 郝廣才文; 歐尼可夫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568 我不想喝湯 艾可菲(Michaël Escoffier)文; 馬修莫德(Matthieu Maudet)圖; 賴羽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575 嬰兒老爸: 手忙腳亂的日子 吉竹伸介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599 故事探險家: 小海盜大尋寶 瑪麗.莫黑(Marie Morey)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605 一張鈔票一百元 郝廣才文; 朱里安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612 雪中遇見狼 馬修科戴爾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629 豆腐 郝廣才文; 袁樹基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636 瘋狂的一天: JUNE 29, 1999 大衛威斯納文.圖; 黃鈞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643 當天使飛過人間 田中伸介圖 四版 精裝 1

9789861898650 看見了! 姚伯勳文; 龐雅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667 有什麼都很好 茱莉加斯曼文; 莎拉霍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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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核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祐安大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成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立



9789861898674 可以一起玩嗎? 麥克布朗羅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681 當一天文具 福部明浩文; 川嶋奈奈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698 三隻小豬: 觸感學習繪本 札維也德諾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04 小紅帽: 觸感學習繪本 札維也德諾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28 超快樂魔法森林 馬帝隆恩(Matty Long)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35 超英雄魔法森林 馬帝隆恩(Matty Long)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42 超冰凍魔法森林 馬帝隆恩(Matty Long)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59 跳蛙呱呱樂 蘇珊胡德文; 馬修柯德爾圖; 黃鈞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66 我是誰? 崔斯坦莫瑞文.圖; 黃鈞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73 當一天交通工具 福部明浩文; 川嶋菜菜繪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80 茶 郝廣才文; 莫妮卡貝瑞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797 1天1數獨: 數獨365 Nikoli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8803 極限數獨365 Niko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810 走過艱難時刻 布萊恩利斯文.圖; 何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827 有誰可以幫我抓背嗎?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麗池克萊姆(Liz Climo)圖; 王欣榆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841 當一天昆蟲 福部明浩文; 川嶋菜菜繪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858 蔬菜逃家了 廣川沙映子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865 米食樂 郝廣才文; 多明尼可尼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872 迪倫當醫生 蓋伊帕克里(Guy Parker Rees)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7823 Collins易學易記西班牙語會話 Cordelia Lilly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878 Reading voyage expert authors Jonathan S McClelland, Bin Walters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457885 Reading voyage expert authors Jonathan S McClelland, Bin Walters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457892 天文學世家: 赫雪爾家族 李.賈斯提斯著; 林文昶, 林富松譯 平裝 1

9789574457908 馴雞師的一天 莎拉.切納茲著; 黃淑君譯 平裝 1

9789574457915 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 珍奈.萊亞爾迪著; 陳心冕譯 平裝 1

9789574457922 我與星星共度的日子 葛瑞格.史隆著; 甘惠華譯 平裝 1

9789574457939 綠色的天空: 龍捲風歷劫記 蘿拉.萊頓.史莊著; 邱香慈譯 平裝 1

9789574457946 論述意見: 天氣景像 營造文學與藝術的氛圍 唐娜.史曼特考夫.克拉克著; 吳采庭譯 平裝 1

9789574457953 黑神駒: 小說節選 華特.法利著; 歐利.韓杜魯繪; 徐筱筑譯 平裝 1

9789574457960 電影中的動物: 幕前幕後的故事 媞雅.裴德曼著; 陳孝恆譯 平裝 1

9789574457977 風暴來襲!: 經典兒童文學中的暴風雨場景 L.法蘭克.鮑姆, 狄奧多爾.泰勒著; 佛朗哥.里沃利, 賴瑞.強森繪; 劉乃瑀譯平裝 1

9789574457984 論述意見: 言論自由 <>報導 凱莉.史密斯著; 邱筱涵譯 平裝 1

9789574457991 悅讀連結. A 凱莉.史密斯, 李.賈斯提斯, 媞雅.斐德曼等著; 邱筱涵等譯 平裝 全套 1

9789574458004 僑教研究. 第三輯: 僑教理論實踐與發展 吳忠信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11 字彙多益典. 職場x生活篇 楊玉琦, 王振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28 噪集: 台灣聲響藝術家選集 鄧富權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42 英文詞彙5000容易學 陳坤田編著 修訂版 其他 1

9789574458059 財經新聞學英文 楊德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66 麥克米倫高級英漢雙解詞典 增修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73 在此/在彼: 旅行的辯證 胡錦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73 在此/在彼: 旅行的辯證 胡錦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73 在此/在彼: 旅行的辯證 胡錦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80 從文法到寫作: 裴老師教你精進英文 裴化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097 Reckoning with nostalgia in north America comics and film narrativeby Jeff Johnson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103 Collins易學易記法語會話 Jeremy Butterfield, Laurent Jouet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110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1, IELTS reading Andrew Guilfoyle[作]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58127 劇場與城市 簡.哈葳(Jen Harvie)著; 耿一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134 最重要的100個英文字首字根 許章真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8141 亞陶事件簿 蘇子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165 Collins English readers: the murder at the vicarage Agatha Christie[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8172 Collins English readers: the man in the brown suit Agatha Christie[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8189 Collins English readers: 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Agatha Christie[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8196 Collins English readers: the myst affair at styles Agatha Christie[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8202 Collins English readers: why didn't they ask the evans?Agatha Christie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書林



9789574458219 符號與修辭: 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 張漢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57 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 蔡振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64 再現黑色風華: 臺灣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 學有成等作; 馮品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64 再現黑色風華: 臺灣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 學有成等作; 馮品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64 再現黑色風華: 臺灣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 學有成等作; 馮品佳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818 專攻學測107-102仿學測歷屆試題: 數學 高明出版數學團隊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707 振坤宮宮誌與媽祖時光隧道古今談 葉錦渠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500 頂真詠心建築履歷 蔡拓, 張繹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827 金融心理學: 戰勝市場,先戰勝投資心魔 拉斯.特維德(Lars Tvede)著; 方耀譯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209 覺之教育修學次第 林素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905 與天使有約 韓卡爾(Rev. Carl W Hahn)著; 吳淑玲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579 客家敘說.敘說客家: 一種文化心理學的探究 李文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586 新竹風: 陳美燕客語詩歌文集 陳美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423 旗麗身影: 從藝術觀點再現旗袍新語藝 吳妍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407 原來是雨、不是你 東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923 港口國監督程序. 二0一七年 周明宏編譯 平裝 1

9789869624930 管控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統國際公約. 二00一年 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峰起云湧影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恩泉更新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容拓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信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高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振坤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357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講錄: 與果如法師一起參禪的饗宴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609371 古佛再來: 趙州禪師語錄. 1 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601 禪的實踐: 大慧宗杲禪師語錄選輯講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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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1209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681216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681247 佛祖傳 許貿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81254 佛祖傳 許貿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81261 佛祖傳 許貿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81285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681292 虎爺起駕: 紅衣小女孩前傳 楊宛儒編劇; 柚子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8608 雨帥 艾姆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18615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 護玄原著.腳本; 紅麟漫畫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718622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718639 一起搭捷運,好嗎? SALLY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18646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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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0780 薩氏管的學習方法 尚.馬利.隆德士(Jean-Marie Londeix)作; 顧鈞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780 薩氏管的學習方法 尚.馬利.隆德士(Jean-Marie Londeix)作; 顧鈞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797 金塔第一號奏鳴曲 金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797 金塔第一號奏鳴曲 金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4207 工學院的長笛家: 長笛自學手冊 潘宗賢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8910 室友A(簡體字版) 靳曦作 平裝 1

9789865848927 登西樓 王孫行 竹下寺中一老翁作 平裝 1

9789865848934 鶴鳴於野 竹下寺中一老翁作 平裝 1

9789865848941 待他年 竹下寺中一老翁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958 待他年 竹下寺中一老翁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73225 寶石大全 李承倫作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76288 創造你的金流人生: REITs不動產投資信託的靈活賺錢術謝宗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424 黑幕下的格爾尼卡 原田舞葉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691 拒當AI時代的局外人: 面對機器人開始搶飯碗,你準備好了嗎?邱文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783 空服員邦妮從杜拜出發的飛行日記: 揭開機艙中的人生百態和你所不知道的空姐二三事邦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6806 烏龍院活寶Q版四格漫畫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1376813 烏龍院活寶Q版四格漫畫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1376820 烏龍院活寶Q版四格漫畫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1376837 烏龍院活寶Q版四格漫畫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1376844 烏龍院活寶Q版四格漫畫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1376851 烏龍院活寶Q版四格漫畫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1376868 烏龍院活寶Q版四格漫畫(第1-6卷套書) 敖幼祥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77025 走進自然: 滋養身心的正念幸福手冊 歐騰.圖同(Autumn Totton), 亞里珊卓.凡瑞(Alexandra Frey)作; 林貞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049 人文學科的逆襲 喬治.安德斯(George Anders)著; 李宛蓉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凌雲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2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動力



9789571377117 一次讀懂心理學經典 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 林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7124 向世界頂尖人士學習成功的基本態度 戶塚隆將著;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131 他們總在某個地方 小川洋子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148 大漢光武. 卷二, 出東門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155 來韓老師這裡學饒舌 韓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162 林肯在中陰 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著; 何穎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179 魯奇歐與呼哩呼哩: 前往大莊園啦~ 庄野菜穗子著; 盧慧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7209 當心!打鼾,孩子健康拉警報: 一次解決過動、過敏、睡不好趙哲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216 印度人為什麼天天吃咖哩?: 超ㄎㄧㄤ、超莫名但又超有道理的印度文化拓徹著; Veda.S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230 科幻小說不是亂掰的: 白日夢世界中的真實科學大衛.西格.伯恩斯坦(David Siegel Bernstein)著; 張小蘋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7247 腸命百歲. 3: 快樂菌讓你不憂鬱 蔡英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254 腸命百歲: 腸道權威最新長齡保健大典(十週年紀念版)蔡英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261 低潮不會死: 打造理想的戀愛與工作,幫你解決困境的正能量法則蘿拉.莫瑞諾(Laura Moreno)著;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278 東京未來派. 1: 都市偵探的東京觀察A to Z 李清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285 不再討好所有人: 別人的評價,不該限制你的人生莊舒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292 間諜、虐待狂與巫士: 學校不教的歷史 賽爾伍德(Dominic Selwood)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08 聖凱師經典菜: 50道不費力料理,一次學會下酒菜、便當菜、在地小吃、異國料理、壓力鍋快速菜!黃聖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15 從同理到慈悲: 大寶法王給網路世代的十二堂課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作; 施心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22 異常的正常家庭 金熹暻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39 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 I: 天皇的歷史之謎 胡煒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46 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 II: 天皇的生活與一生胡煒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53 不只是憂鬱: 心理治療師教你面對情緒根源,告別憂鬱,釋放壓力希拉莉.雅各.亨德爾(Hilary Jacobs Hendel)著; 林麗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60 千利休: 無言的前衛 赤瀨川原平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77 上不了的諾亞方舟 騷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384 不情願的達爾文: <>誕生的故事 大衛.奎曼(David Quammen)著; 陳芝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391 東京奇譚集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407 如何撰寫畢業論文: 給人文學科研究生的建議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著; 倪安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7414 未完成的道別 蘇上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21 東京未來派. 2: 都市偵探的東京觀察N to Z 李清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38 跟過去的每次跌倒說謝謝: 柔式覺醒,告別渣男,找到幸福的自己黃小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45 用愛修繕 一路陪伴: 八仙塵爆事件之馬偕經驗 馬偕紀念醫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52 第三人生太好玩: 蛋黃退休追夢控 黃世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69 1件單品x6種風格: 日本女孩認證最有感的時尚穿搭擴充術!日比理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76 馴化: 改變世界的10個物種 羅伯茲(Alice Roberts)著; 余思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83 Prince Start: 邱勝翊的10957個日子 邱勝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490 孤獨課 亞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506 安咪的庭院 土井香彌著; 盧慧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544 人生總有鳥事在發生: 面對挫折的必修課 蘇.撒爾維(Sue Salvi)文; 梅根.凱利(Megan Kellie)圖; 鄭煥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7551 曬冰島Unlock Iceland: 住在冰島才知道的70個迷人小事、小店、小旅行!Beck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575 台湾日記: 我能做的,就是告訴全世界臺灣的美! 小林賢伍著; 湯雅鈞, 林嘉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582 靠北真心話: 室內設計師的暗黑小學堂 陳岳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599 慢慢會好的: 學著與負面情緒和解的600天 冒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605 發現人生好風景: 擁抱今天的理由,留心就會看見張光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612 祝你有糟糕的一天: 專為每個想抱怨的人量身打造洛塔.索妮南(Lotta Sonninen)著; 琵雅.阿賀(Piia Aho)繪; 吳妍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7629 花月殺手: 美國連續謀殺案與FBI的崛起 大衛.格雷恩(David Grann)著; 黃亦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636 白崎裕子的極簡美味: 43道低限調味.天然食感.簡單零負擔料理白崎裕子作; 林貞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650 99%的糾紛都可以避免: 王牌律師教你化解僵局、趨吉避凶的33個溝通法則佐藤大和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667 誰讓你總是先說好: 害怕被討厭而無法說NO?拒絕當個濫好人,別讓過度體貼委屈自己玉川真里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674 媽媽的自由 羽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698 冥王星任務: NASA新視野號與太陽系盡頭之旅 艾倫.史登(Alan Stern), 大衛.葛林史彭(David Grinspoon)作;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704 壞蛋聯盟. 2: 不可能的任務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711 和自己說好,生命裡只留下不後悔的選擇: 一位安寧看護與臨終者的遺憾清單布朗妮.維爾(Bronnie Ware)著; 劉鐵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728 根本飲食法: 怎麼吃比吃什麼更重要!還原基本意識飲食方法,邁向身心安定的終極健康李宇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759 好姿勢,救自脊: 超人氣脊椎保健達人教你改變NG姿勢,從脊開始,找回健康鄭雲龍著; 邱淑宜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773 紅色城堡 渡邊淳一著; 邱振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780 跟著網紅老師玩科學: 十分鐘搞懂數學、物理及生活科學李永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797 力量來自渴望: 在最壞的時代,做最好的自己 戴晨志作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803 沖繩彭大家族自助錦囊. 新手篇 彭國豪, 郭聖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810 早上六點半遇見五月天: 人生無限公司紀實 趙雅芬, 五月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834 胭脂 張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841 城市的勝利: 都市如何推動國家經濟,讓生活更富足、健康、環保?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著; 黃煜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858 沖繩彭大家族自助錦囊. 癮食篇 彭國豪, 郭聖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865 數學的故事 蔡天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872 健康掃除力: 醫療級專家教你30個不生病的居家清潔妙方!松本忠男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896 血型小將ABO之工作白皮書 RealCrazyMan圖文; 彭玲林, 曹恩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902 好想變成獨角獸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7919 假裝去睡覺 蠟筆哥哥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7926 我與貍奴不出門 黃麗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933 早上六點半遇見五月天: 人生無限公司紀實 趙雅芬, 五月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940 貓劍客 葉羽桐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571377957 大漢光武. 卷三, 關山月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7971 這個國文老師不識字 東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988 勇者系列: 勇者與魔族四天王 黃色書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995 愛對了,每天都是情人節: 以「16型愛情氣質」探尋屬於你的美好伴侶楊聰財, 魏兆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008 到哪工作都吃得開,和誰共事都合得來 尾原和啟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015 就愛賴在一起: Tu&Ted呆萌日記 邱漢林, 李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039 最後來的是烏鴉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046 拼圖者的生命觀察 楊敏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053 他的癌細胞消失了: 1~99歲都適合,讓你告別癌細胞、不生病的82道全食物料理陳月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077 金色聚落: 記金瓜石的榮枯 賴舒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114 忘形流簡報思考術 張忘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121 我的第一任 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152 陪伴,是世上最奢侈的禮物 Peter S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169 鑿刻家貌 鄭如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213 失戀傳奇 羅浥薇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8311 上邪 蝴蝶原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18328 魚館幽話. 三, 天獄怨 瞌睡魚游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849 中山學報. 第三十七期 中山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138 護理師103-108分章節歷屆試題行進曲. 2019 吳大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210 文化創意產業新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2018 高雄市高師大文創學會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7049 高雄市現代畫學會30週年特刊 洪明爵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811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文化創意湖內區特色油畫展. 108年: 綺麗繪色聯展. 2019洪添謀作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高師大文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現代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中山學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三元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94

送存冊數共計：99

悅智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317 邁步向前: 高雄新興教會80週年紀念特刊 周淑津等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3633 高雄市藝文團體理事長協會作品專輯. 2017-2018林壽泉, 施寶駒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629 墨韻交融聚風華: 兩岸書畫有約作品展專輯. 2019林祺珖著 平裝 2

9789869537629 墨韻交融聚風華: 兩岸書畫有約作品展專輯. 2019林祺珖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52752 漸進式英文閱讀100篇 孫至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769 高中英文核心字彙 戴幸, 蔡翠玟, 何宛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755 心類學顯要善說 倉忠仁波切, 昂望丹津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4762 農村濃好事 社團法人台灣生態城市暨國土規劃學會編撰 平裝 1

9789869494786 寶湖藏津: 寶湖宮天地堂廟誌 梅慧玉編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703 美洲慈鯛經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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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1210 產業.陂塘: 桃園市陂塘環境教育解說訓練手冊 王派鋒, 湯谷明撰稿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6241 十架門徒: 斯托得傳 司迪爾(Roger Steer)著; 黃從真譯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1986258 天天為孩子禱告 考柏夫婦(David and Heather Kopp)作; 江惠蓮, 鄧嘉宛譯初版15刷 平裝 1

9789861986340 天天認識神 巴刻(J. I. Packer)著; 凱.奈絲(Carolyn Nystrom)編選; 林美妏, 應仁祥譯初版7刷 平裝 1

9789861986388 羅馬書 傑拉爾德.布雷(Gerald Bray)主編; 石敏敏, 章雪富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6432 耶穌真貌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劉志雄譯 初版15刷 平裝 1

9789861986456 改變生命的54封信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徐成德譯 二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6463 天路客的行囊: 恆久專一的順服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郭秀娟譯 二版13刷 平裝 1

9789861986586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2019 30天國際聯禱著; 30天中文編譯團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593 溫柔護教學 魏樂德(Dallas Willard)作; 應仁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609 極重無比的榮耀: 魯益師經典演講集 魯益師(C. S. Lewis)作; 鄧軍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647 門徒好豐盛: 天天活出神國的大能 魏樂德(Dallas Willard)作; 陳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654 21世紀天國導論 魏樂德(Dallas Willard)著; 徐成德, 吳震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685 大衛皇朝: 撒母耳記的神學詮釋 黃厚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692 天國進行式: 21世紀天國門徒實踐手冊 魏樂德(Dallas Willard), 畢格理(Gary Black)著; 應仁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722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2019(家庭版)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編譯團隊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市環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悅翔數位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藝文團體理事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畫有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新興基督長老教會



9789861986746 第3次牧養革命: 關係式牧養的更新與再思 路恩哲(Andrew Root)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3403 悍圖文件. II 呂學卿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849 二二八国家紀念館ご案内 津村葵, 名切千絵譯 平裝 2

9789869276863 免一死活十年: 曾根台藏見聞回憶錄 曾根台藏著; 李雨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6863 免一死活十年: 曾根台藏見聞回憶錄 曾根台藏著; 李雨青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8603 慈悲擺渡: 德化陶瓷藝術展 妙功主編 精裝 2

9789869768627 悉達多成佛的故事 如常主編 平裝 2

9789869768634 佛陀的弟子 如常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244 作為教育學基礎的人的普遍智識 魯道夫.施泰納著; 芮虎, 李澤武, 廖玉儀翻譯 2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817 哇!公園有鷹 何華仁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6810 大溪風情 廖明進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273 臺灣產業群聚發展地圖. 2018 岳俊豪, 柯郁琳, 陳嘉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280 台灣產業地圖. 2019年 鍾俊元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332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49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56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數學甲、數學乙考科. 107學年度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63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7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87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394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3404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 107學年度 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3411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會考科. 107學年度黃璧君, 趙珮晴,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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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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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6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悍圖社



9789869611053 講道指南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060 愛的聖事: 宗座勸諭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470 獎卿詩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六屆 曾人口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461 慈濟年鑑. 2018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478 慈濟年鑑. 2018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437 IFRS9及IFRS15釋例範本 平裝 1

9789869419444 智慧財產權: 無形資產評價中級能力鑑定寶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合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9451 無形資產評價中級能力鑑定寶典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9468 無形資產評價準則示範案例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632 歲時記趣: 中華插花藝術展作品集. 2019 黃燕雀, 趙惠娟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862 行政法制春秋 鄧學良, 邱子宇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399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年報. 2018年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95405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18年 汪威錞, 葉長城, 蔡昀臻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014 臺灣茶器聯展. 2019 廖小輝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110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產業理念與實踐 蔣本基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896 地方創生way. 1, 翻轉未來號: 這些人是改變地方的力量!朱興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788 日本公路橋規範及解說. V, 耐震設計篇 蘇藤成翻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方圓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鼎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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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教慈濟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506 當幸福敲敲門: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生命第二樂章楊東蓉編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1504 黑寶 楊淑雅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506 現代<>: 幸福人生60守則 張有恆編著 平裝 1

9789869764513 幸福人生之經營: 解讀弟子規 張有恆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4427 退休3.0: 高齡教育與高教轉型 黃毓瑩等合著; 林博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796 王國和的水墨世界: 斯土有情.大地采風 柯介宜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429 法律倫理 Deborah L. Rhode, David Luban作; 林利芝譯 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263436 法律倫理 Deborah L. Rhode, David Luban作; 林利芝譯 一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343 活出愛: 黃娟傳 王倩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444 外道羅丹的悲哀. 二, 略評外道羅丹等編<>之邪見明白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2451 恭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 不信佛陀(佛法)信鬼神(外道) ~達賴不是佛教徒張正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1472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政策及法令解析. 2019年版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489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實務與案例. 2019年版 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496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本(2019年版)蕭善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502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19年版林崇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502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19年版林崇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519 遺產及贈與稅之理論與實務. 2019年版 封昌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519 遺產及贈與稅之理論與實務. 2019年版 封昌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526 畫話金融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李偉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526 畫話金融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李偉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533 個人理財一本通. 2019年版 齊克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533 個人理財一本通. 2019年版 齊克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都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間司改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玄奘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徒救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915 故宮文物日曆. 2019年歲次己亥 朱庭逸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1776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年報.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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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19399 重新得力: 因著愛，陪伴身心障礙者，航向職業重建新藍海的得力故事蔡妙瑛, 馬素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3252 光電應用產業與技術發展年鑑. 2018年 林穎毅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3269 平面顯示器市場與產業技術發展年鑑. 2018年 江英德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3276 綠能應用產業與技術發展年鑑. 2018年 呂紹旭, 郭燦輝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121 一切都從朱丹灣開始: 雲林曲水園鄭家話舊 鄭正浩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722 楞嚴經難句譯釋 簡政珍[著] 精裝 1

9789579414746 The true power of kanni meditation: the essential guide to ānāpānassati&vipasssanāVenerable Sumańgala[作] 平裝 1

9789579414784 活著即是邁向死亡: 如何為臨終、死亡與死後做準備宗薩.蔣揚.欽哲[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045 美心最吉祥: 開啟「心」世界 釋自衍等撰; 香光尼僧團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36052 遇見陪伴: 與長者們的陪伴旅程 台灣晚緣專案全體文字; 釋見寂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052 遇見陪伴: 與長者們的陪伴旅程 台灣晚緣專案全體文字; 釋見寂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302 承擔與試煉: 觀察、追蹤變動世界 財團法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319 思土思民: 跨足國土計畫紀實 財團法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900 <>于右任、劉延濤書畫紀念展 吳國豪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036 有太陽就好: 全球18位生命總統普照希望的故事周進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043 現代唐吉訶德: 西班牙截癱國會議員巴紐傳奇 巴紐(Francisco Vañó Ferre)著; 馬巧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074 石頭唱歌 盧志松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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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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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電科技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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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甸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4

台灣時代文化藝術基金會



9789869654081 南極物語 池田宏著; 黃寶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4822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壹, 先秦儒學大義/<>大義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84839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貳, 孟子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84846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叁, 老子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84853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肆, 莊子.齊物論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84860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伍, 實踐的智慧學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84877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陸, 康德道德哲學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84884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柒, 康德<>導讀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84891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捌, 康德美學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8306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玖, 康德第三<>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8313 牟宗三先生講演錄. 拾, 西方哲學 牟宗三講演; 盧雪崑整理; 楊祖漢校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276 M空間: 2017 FORMOSA雕塑雙年展 劉俊蘭主編; 譯藝有限公司翻譯 平裝 1

9789869106276 M空間: 2017 FORMOSA雕塑雙年展 劉俊蘭主編; 譯藝有限公司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431 奇麗之美: 臺灣精微寫實藝術大展 郭玲玲, 廖婉如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359 尊爵傳藝 三家大展: 趙宗冠專輯. 十八 趙宗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391 麻布山林的故事 財團法人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415 樂在工作好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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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56368 疑情轉壇經 慧門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613 員山吟望: 林燈文學獎作品集. 二0一八第二屆 陳進傳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924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理論與實務 林國全等合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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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丈山力行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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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方人文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323 古聖若瑟劇本: 民國天主教聖經戲劇選輯 費金標等著; 黎子鵬編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790 高階不銹鋼彈簧材料前瞻應用開發 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806 水下無人載具關鍵零組件之技術布局與應用發展策略陳仲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0115 兩岸當代抽象藝術交流展 陳正雄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800 古典聖詩彈奏的藝術 洪頌恩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740 台灣最後的荒野 徐仁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1564 凌山而上.許自己一抹凡華: 青海記行 古蓮娣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91571 凌山而上. 二部曲, 藏: 青海記行 謝鈺芬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158 嫄’計畫之社會影響力報告: 大社部落的改變 凃友均等撰文; 汪浩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831 現代財經論壇彙編(2016-2018) 張艾茹, 藍安柔主編 精裝 1

9789869260831 現代財經論壇彙編(2016-2018) 張艾茹, 藍安柔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8250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VIII, 現代學術與台灣歷史發展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178267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VIII, 現代學術與台灣歷史發展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178274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IX, 現代時事論壇 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8549 原始點醫學 張釗漢著 第15版 平裝 1

9789869628556 原始點醫學(簡體字版) 張釗漢著 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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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學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婦女權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財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野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華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科見藝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周聯華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9789576192340 食品安全相關專利及政策之分析研究 洪長春, 李慧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364 各國工業物聯網及市場技術標準發展動態 賴明豐, 許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456 職人手作幸福祕技: 小型生產者的第一課 李慧芳等作; 林美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8274 將才學堂: 出發！做個麵包職人！ 湯彩群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984 救恩的盼望: 彼得前書一章1-12節信息 黃奇光作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991 牧養新世代: 更新門徒的DNA 吳正賢作; 李秀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5011 飛翔看世界: 青少年如何活出聖經真理 金耕德著; 高先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5035 荒漠甘泉 考門夫人(Charles E. Cowman)著 四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519 哈!別上當: 嘲笑謊言(兒少版) 史蒂夫.貝克藍(Steve Backlund)等作; 汪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78685 化咒詛為祝福 張洛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264 來!跳舞讚美神 李依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271 永遠的男主角: 柯俊雄的表演藝術 蔡國榮, 張瑞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288 哈勇.烏送: 高啟順 陳穎書文字採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262 70年的幸福閱讀 林良等著; 蔣竹君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8316 吃的東西,原來如此! 胡定豪, 趙瑜婷著; 森酪梨, 馬樂原, 徐橘喵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323 國語日報年度嚴選小學生作文100: 導引發想‧啟動創作力李瑜宣等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330 用的東西,大有來頭! 胡定豪等著; 森酪梨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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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9310 AIA心之冒險: 幹勁健康學 柳平彬著; 謝森展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9011 從銀河到人間: 如何健康長壽 陳介甫, 林哲安, 黃翊恭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707 當能量從原子中被釋放: 曼哈頓計畫的故事 陳發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潔生產與區域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更生團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頂新和德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0091 聽損生融合實務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編著 增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066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2018年報 郭生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5131 堅持: 陳水扁口述歷史回憶錄 陳水扁口述; 陳儀深主訪; 彭孟濤紀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591 幸福的太陽: 青婦指導集 創價學會婦人部編; 台灣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100 新.人間革命. 第3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117 顯影.台灣: 文化尋根創價藝文典藏系列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579566124 新.人間革命. 第17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131 學習勝利的經典: <>. 1, 佐渡書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9566148 學習勝利的經典: <>. 3, 致乙女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9566155 翰墨遣懷浩氣伸: 連勝彥書法詩作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579566162 錯位古今的心靈超越: 倪朝龍八十回顧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579566179 簡易教學: 給新朋友 聖教新聞社教學解說部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66186 新.人間革命. 第8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193 學習勝利的經典: <>. 7, 覆千日女居士書其一等三篇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209 學習勝利的經典: <>. 8, 覆上野書其二等三篇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216 簡易教學: 給新朋友 聖教新聞社教學解說部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66223 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103 凝視.1095: <>2015-2018影像集 余志偉, 吳逸驊, 王儀君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550 2018商道論壇: 財道在德 劉信吾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2567 青少年心理健康維護與心理行為矯正 呂祖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2645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年報. 2017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625 動吃150: 讓你青春好活力! 許惠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419 永為民主國民 方素敏彙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林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達格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521 教理原來如此: 和好聖事的7個祕密 溫尼.弗林(Vinny Flynn)著; 徐明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538 在我出生之前 法蘭克.弗瑞澤(Frank Fraser)文.圖; 陳德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640 人工智慧垂直領域應用分析 任上鳴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657 智慧醫療趨勢暨應用案例 王琬昀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664 中國大陸新能源車產業趨勢暨專利布局分析 陳賜賢作 平裝 1

9789575817671 全球5G大廠案例分析 李建勳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256 顛覆世界的5G行動通訊 財團法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587 農業生物經濟技術發展專刊. 2019 林媛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551 所得稅法基本問題暨2018臺灣最佳稅法判決 葛克昌等作 平裝 1

9789869441568 BEPS行動方案下的跨國企業國際稅收管理與新知: 全球觀點、策略導向、風險管理吳德豐, 曾博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5859 華嚴經: 一乘十玄門 五十要問答 (唐)沙門智儼撰集; (宋)淨源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5866 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 蘇邨圃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95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2018 蔡宗雄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474 島嶼隱身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1813 台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7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1820 穿越-正義: 科技@潛殖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1837 華麗轉身: 老靈魂的魅力重生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1844 「世」一場自願非願的遊浮: 李真個展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1868 影像的謀反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244 敬虔與健康 周神助作 初版13刷 平裝 2

9789869611251 末世的屬靈征戰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劉如菁譯 平裝 2

9789869611268 為何神的百姓會面對苦難?: 試煉與磨難的意義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劉如菁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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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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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9789869611268 為何神的百姓會面對苦難?: 試煉與磨難的意義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劉如菁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441 紅毯,我可以跨越了嗎?: 給即將步上紅毯的你 任兆璋口述; 賴麗榕改寫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3273 願你滿得祂的賞賜: 路得記拾穗 唐麗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3280 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榮耀的教會、祭司和管家的職份、兒子的名份和產業、在基督裏首先有盼望的人江守道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843 遵守主命令: 住在基督裡之道 劉秀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880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936189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9752015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2018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52022 華嚴學數位資料庫. 2019版 華嚴編藏會, 賢度法師主編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81895 紀念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一二0歲誕辰: 台灣佛教藝術創作展. 2018陳清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704 唐卡之美 洪三雄等作; 洪紹凡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152 五百分的人生: 隨興散文詩 陳明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704 街頭與牢籠之間: 台灣民主化的無名英雄 陳婉真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764704 街頭與牢籠之間: 台灣民主化的無名英雄 陳婉真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5341 詩念母親: 永不止息 褚宗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481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 密智大阿闍黎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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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林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徹聖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綠色台灣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慧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徒福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143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7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1373 金融商品課稅實務 李明機, 賴基福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402 醫療院所防火安全及緊急應變整體規劃指引 石富元等編輯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293 耶利米哀歌 F. W. Dobbs-Allsopp著; 潘黎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651 MEBIG的成長與門徒化 內越言平著;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668 生命之歌 鄭夙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675 白話字實用教科書 許有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699 泰雅爾族文化與福音轉化 林以撒(Silan Hayung)作; 烏杜夫.勒巴克(Utux Lbak)母語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1834 媒觀析: 2017年台灣媒體觀察報告 王怡蓁等作; 林福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840 東歐國家轉型面面觀 洪茂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4396 新約聖經附詩篇箴言(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74419 福音橋 福音橋編輯委員會著 [更新版] 平裝 1

9789866674464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上帝版) 2版 其他 1

9789866674471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上帝版) 2版 其他 1

9789866674495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神版) 2版 其他 1

9789866674501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神版) 2版 其他 1

9789866674617 聖經(和合本中型上帝版) 平裝 1

9789866674709 聖經(和合本大型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723 聖經和合本(輕便型上帝版) 其他 1

9789866674747 聖經和合本(輕便型上帝版) 其他 1

9789866674754 聖經和合本(輕便型上帝版) 其他 1

9789866674792 聖經和合本(中型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808 聖經和合本(中型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907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914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877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884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891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921 魯凱語聖經 平裝 1

9789866674938 尋找500年後的馬丁路德 平裝 1

9789866674945 我的1000貼紙聖經故事書 台灣聖經公會編寫; Sandrine L'amour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4969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建築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9789866674952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976 聖經(和合本神版) 其他 1

9789866674983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馬太福音之山上寶訓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674990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雅各書 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632201 達悟語聖經詞典 何德華, 董瑪女, 張惠環編 精裝 1

9789869632218 阿美語字典 方敏英編 精裝 1

9789869632232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字版):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632249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字版): 馬太福音之山上寶訓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999 關於主的恢復之工作的交通 倪柝聲,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002 民數記概論(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019 關於主的恢復之工作的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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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4071 民數記概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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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9079 金剛經的哲學. 二, 第八品-第十一品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086 跨世代資安攻略: 趨勢科技的全視界 趨勢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8301 吳思珊打擊樂獨奏會「匯」之演奏詮釋與探討: 論打擊樂獨奏在當代音樂中之發展吳思珊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157 智慧醫療科技臨床應用. 2018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彙編 平裝 1

9789869405164 Applications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250 如何培養好習慣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954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簡體字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01822 德米安: 彷徨少年時 赫曼.赫塞著; 孫中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839 當代爵士鋼琴演奏技法精鑰 劉玟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1853 Think Big大膽想: 如果沒夢想,如何談未來?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860 動物知道家的答案 趙序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877 赤裸裸的米開朗基羅 羅曼.羅蘭作; 許汝紘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907 釋迦牟尼佛廣傳 麥彭仁波切著; 索達吉堪布譯 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7101914 釋迦牟尼佛廣傳 麥彭仁波切著; 索達吉堪布譯 二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悅樂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擊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30

臺灣福音書房



9789869667555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Jack London)原著; 阮聞雪編著; Beluga插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562 魔法使之契. II, 惡魔日危機 林芳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94459 警察法規實用小法典 劉育菘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466 律司第二試全真模擬試題. 107年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497 病理學考前衝刺 郭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534 民法總則: 體系與實例演習 言律師, 宗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558 行政法概要測驗題一本通 谷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565 基本護理學口袋書 游麗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602 普通物理解題制霸 程量子博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2229 藝術史的一千零一夜 麥可.博德(Michael Bird)著; 凱特.伊文斯(Kate Evans)繪; 蘇威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2281 後半輩子最想住的家 林黛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304 馬格利特: 虛假的鏡子 薩維耶.凱能(Xavier Canonne)著; 何佩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366 好LOGO是你的商機&賣點 SendPoint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373 畫城市 史帝夫.波凱特(Steve Bowkett)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380 改變這世界,平面設計大師力 卡蘿琳.羅伯茲(Caroline Roberts)著; 蘇威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397 女人專科芳療全書 許怡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403 日本平面設計美學 SendPoint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410 一開始就不用收!: 家的最後一堂空間收納課 朱俞君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427 日本建築的覺醒 五十嵐太郎著; 謝宗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434 浮與沉: 攝影大師尤金.史密斯的傳奇人生 山姆.史帝芬森(Sam Stephenson)著; 吳莉君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524 家在蘆竹湳 林光清, 王彩鸝, 劉蕙苓合著 平裝 2

9789869472531 家在蘆竹湳 林光清, 王彩鸝, 劉蕙苓合著 2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950 我要說正確的中國話 呂石玫作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3238 大寫西域. 下: 踏遍天山16國,解開烏孫、高昌、且彌等消失古國的歷史謎團高洪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344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Mapping the World 亞歷克西斯.鮑茨曼(Alexis Bautzman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399 百萬小說家的職人必修課: 從出道、生存到名利雙收,從選題、佈局到活化角色,小說大賣這樣寫!大澤在昌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412 微差力: 每件事都做得比別人「好一點」,一口氣拉開你和對手的距離安田正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443 哲學超圖解. 2, 中國、日本、歐美當代哲學篇: 中西72哲人x190哲思,600幅可愛漫畫秒懂深奧哲學,讓靈魂更自由!田中正人著; 齋藤哲也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450 美少女畫漫畫最萌了! 繪漫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467 0-3歲寶寶14階段潛能開發書: 優生學專家教你掌握月齡成長,308個訓練遊戲,全方位提升嬰幼兒四大能力!吳光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474 親愛的歐巴馬總統: 8,000萬封信,由人民寫給總統的國家日記珍.瑪莉.拉斯卡斯(Jeanne Marie Laskas)著; 吳光亞,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481 時代太喧囂,幸好有老子 汪涌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528 茶花女 亞歷山大.小仲馬(Alexandre Dumas)著; 李玉民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3535 覺知教養: 看見自己和孩子的內在需求,療癒每個迷失在育兒焦慮的父母王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559 愛妻無壓力瘦身便當 貝蒂做便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財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點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435 <>大意 慧淨法師講述;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5888435 <>大意 慧淨法師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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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3740 微積分. 一, Mathematica輔助學習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3757 幾何光學: OSLO輔助學習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348 垂直城市: 創意思考與方法作品集 呂承恩編輯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362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暨國際競賽研習營作品集. 2018-14th韓瑜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855 外星人的地球王朝全集 徐向東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62 小心!外星人就在你身邊 徐向東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79 外星人的地球遺產全集 徐向東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86 火星上的金字塔 徐向東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24893 我不是教你賤 血腥瑪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725606 我不是教你賤. 第2集: 賤人賤智 血腥瑪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725613 我不是教你賤. 第3集: 賤招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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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87172 English power-on. 2: building vocabulary & reading skillsShara Dupuis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233 English power-on. 3: building vocabulary & reading skillsLaura Phelps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349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2018 CN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王雅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7370 Success with reading. 1 Michelle Witte等著; 呂敏如編輯; 劉嘉珮譯 五版 其他 1

9789863187431 悅讀莎士比亞經典名劇故事 Charles Lamb, Mary Lamb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448 悅讀莎士比亞經典喜劇故事 Charles Lamb, Mary Lamb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479 日檢N1全方位攻略解析 金男注著; 洪玉樹, 黃曼殊, 彭尊聖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516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4, 介系詞篇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歐寶妮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523 Success With Reading. 2 Zachary Fillingham等著; 呂敏如編輯 五版 其他 1

9789863187585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 Zachary Fillingham等著; 劉嘉珮, 丁宥榆譯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7592 高中英語句型王: 關鍵提升118條句型力 邱昭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4485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5, 初學單字篇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歐寶妮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653 The science of destiny reading using BaZi: demystifying BaZi the logical wayauthor Gwan-Hwan Hwang, Hsing-Fen Chiang; translator Richard Wang平裝 1

9789863187660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6, 數字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歐寶妮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714 新制New TOEIC聽力閱讀超高分 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著; 王傳明, 林育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721 新制多益850超命中攻略: 搶分密技+3回擬真試題Kim, Byunggi, Lee, Kwan-woo著; 關亭薇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738 新制多益750超命中攻略: 搶分密技+3回擬真試題Kim, Byunggi, Lee, Kwan-woo著; 關亭薇, 陳依辰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745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 Zachary Fillingham等著; 劉嘉珮等譯 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187820 Success with reading. 3 Zachary Fillingham等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3187943 用英文介紹台灣: 實用觀光導遊英語 Paul O'Hagan, Peg Tinsley, Owain Mckimm著; 蔡裴驊, 郭菀玲, 丁宥榆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187950 讚!日文進階20堂課. 1 甘英熙等著; 關亭薇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7967 賣火柴的小女孩 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改寫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974 戰勝國中會考英聽滿分: 20回實戰模擬測驗(試題本)Joseph Schier等著; Helen Yen審訂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7981 戰勝國中會考英聽滿分: 20回實戰模擬測驗(試題+中譯)Joseph Schier等著; 賴祖兒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創意媒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崑山科大光電系



9789863188049 聖經故事 Brian J. Stuart作; 王啥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056 Bible stories. 1 writer Brian J. Stuart 2nd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920 現代往生錄. 十 雪心編輯室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1809 陳氏太極拳一路老架 黃國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6007 張太白書藝展: 與黑白共舞 張太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600 自由先於法律: 親歷中國家庭教會公開化運動 劉同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042 大道信實意 天音播客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564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畢業專刊. 107級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107級畢業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595 CDIO教育架構的導入與實踐 李秉乾, 翟本瑞, 李堯涓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625 文獻.文物的詮釋與歷史記憶 王志宇, 李建緯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482 禪修、禪法、禪技: 佛教修行觀之嬗變 越建東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872 沒事,我有定心丸: 創巴仁波切遺教法寶: 三乘法教系列六之一: 別解脫道. 上邱陽.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作; 茱迪絲.李芙(Judith L. Lief)彙編; 項慧齡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889 本尊修持儀軌: 蓮師伏藏法「普巴金剛」暨「金剛薩埵」實修引導蓮花生大士, 秋吉德千林巴作; 妙琳法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889 本尊修持儀軌: 蓮師伏藏法「普巴金剛」暨「金剛薩埵」實修引導蓮花生大士, 秋吉德千林巴作; 妙琳法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902 金剛語: 大圓滿瑜伽士的竅訣指引 祖古.烏金仁波切(TulkuUrgyen Rinpoche)作; 艾瑞克.貝瑪昆桑(Erik Pema Kunsang)藏譯; 連德禮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919 為什麼不這樣想?: 大寶法王給迷惑世代的12堂課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919 為什麼不這樣想?: 大寶法王給迷惑世代的12堂課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926 真好,我能放鬆了: 創巴仁波切遺教法寶: 三乘法教系列六之二: 別解脫道. 下邱陽.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作; 茱迪絲.李芙(Judith L. Lief)彙編; 項慧齡中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山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歷史文物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建築專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太白書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雪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氏太極黃國泰研究社



9789866091957 最富有的人: 「一生成就的薄地凡夫」密勒日巴的道歌與生命故事邱陽.創巴仁波切(Chögyam Trungpa Rinpoche)作; 呂家茵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6156 獻給國王的世界: 十六世紀製圖師眼中的地理大發現切特.凡.杜澤(Chet Van Duzer)著; 馮奕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6279 不管媽媽多麼討厭我 歌川泰司著; 丁安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286 野小子特種部隊：以色列建國以來的秘密武器，守護應許之地的半世紀征戰麥克.巴佐哈(Michael Bar-Zohar), 尼希.米夏爾(Nissim Mishal)著; 譚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09 再思考 華特.西諾-阿姆斯壯(Walter Sinnott-Armstrong)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16 長路: 美國當代最重要文學家關注環境與人性之巨著(10週年典藏版)戈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著; 毛雅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323 父母的第二次轉大人: 放下「好爸媽」的偶像包袱!透過情緒覺察撫平脆弱與憤怒,轉化育兒難題,看見陪伴的各種可能性!陳其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30 解密突出部之役: 英國權威軍事史家帶你實境穿越1944年阿登戰場,見證希特勒敗亡最後一里路安東尼.畢佛(Antony Beevor)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47 明暗 夏目漱石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54 平原上的摩西 雙雪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61 你的耳朵裡是魚嗎?: 為什麼翻譯能溝通不同文化,卻也造成誤解?從口譯筆譯到自動翻譯,「翻譯」在人類的歷史如何發揮關鍵影響力大衛.貝洛斯(David Bellos)著; 陳榮彬,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78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85 哈克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392 矛盾的美國人: 馬克.吐溫與<>、<> 楊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6408 嶄新的理所當然 松浦彌太郎著; 張富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415 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 12道檢測思考清晰度的哲學闖關遊戲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 傑瑞米.史坦葛倫(Jeremy Stangroom)著; 陳信宏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422 巴黎.和會: 締造和平還是重啟戰爭?重塑世界新秩序的關鍵180天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 鄧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439 日中關係1500年: 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岡本隆司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446 我們與惡的距離: 創作全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讀訪談記事呂蒔媛, 公共電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453 非軍事區之北: 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 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作; 陳湘陽, 范堯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460 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作; 汪天艾, 陳湘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477 相信自己是夠好的媽媽: 是犧牲,還是責任?是妥協,還是平衡?放下對母愛的執著,恢復你的生命彈性,重新找回愛自己的方式洪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484 小說藥方: 人生疑難雜症文學指南 艾拉.柏素德(Ella Berthoud), 蘇珊.艾爾德金(Susan Elderkin)著; 汪芃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491 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 如何正面迎擊保守主義,構建新世紀的政經版圖與公民生活?艾倫.沃夫(Alan Wolfe)著; 翁德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552 父親的道歉信 向田邦子作; 張秋明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46569 差異自由消失的年代: 從日常的藐視到平庸的邪惡,當仇恨斷開群體連結、造成文明失序時,我們該如何找回多元共存的力量?卡羅琳.恩可作; 李品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576 獸醫超日常: 犰狳、鬃狼,有時還有綠鬣蜥,<>特聘獸醫顧問的跨洲診療紀實強納森.克蘭斯頓(Jonathan Cranston)著; 祈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583 險路(10週年典藏版) 戈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著; Waiting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590 謝謝你 松浦彌太郎著; 張富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606 華氏451度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著; 徐立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613 黃雀記 蘇童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651 溫情主義寓言.當代華語電影 周蕾(Rey Chow)著; 陳衍秀, 陳湘陽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6519 薄伽梵歌 毗耶娑(Vyasa)作; 周賓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564 告別受委屈的自己: 清理侵蝕關係的四種情緒債務,給自己沒有虧欠的愛與關係安迪.史坦利(Andy Stanley)著; 陳雅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571 聖經天使學: 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如何幫助人 大偉.耶利米(David Jeremiah)作; 劉卉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14277 砂糖之島: 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 黃紹恆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8614284 盛宣懷與南洋公學史料彙編 黃永泰, 郭鎮武, 盧鴻興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909 盛夏軌跡: 交通大學鐵道研究會30周年紀念專刊陳孝綸, 交鐵30慶祝活動籌備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交大鐵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啟示



9789869773706 紫微星詮 了然山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713 紫微斗數全書 (宋)陳希夷著; 了然山人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720 煮酒話紫微: 斗數論命實例解析 了然山人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773737 煮酒話紫微: 斗數論命實例解析 了然山人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773744 五分鐘占卜通: 易經占卜終極奧義術 了然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4767 小叔愛工頭 小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742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chief editor Fabio Yuchung Lee(李毓中) [et al.]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3170 中國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3503200 論萬物的本質 陸克瑞提烏斯(Lucretius)著; 徐學庸譯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3217 啟蒙與反叛: 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 洪子偉, 鄧敦民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224 <>的跨文化編織: 自然.氣化.身體 賴錫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3224 <>的跨文化編織: 自然.氣化.身體 賴錫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3255 兩宋詩詞文綜論稿 黃啟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262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2 臺大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谷玲玲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279 隔離的智慧: 殷海光選集. 下冊 殷海光著; 潘光哲編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3286 圖像與裝飾: 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 林聖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293 病腦啟示: 神經哲學與健康心智 格奧爾格.諾赫夫(Georg Northoff)著; 陳向群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309 中國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3503316 英文著述與譯作 殷海光著.譯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3323 宇宙的顫抖: 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引力波 李傑信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3330 百合與玫瑰: 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法王權的發展 李若庸等作; 林美香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347 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1910-1945) 宮崎聖子著; 郭婷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3347 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1910-1945) 宮崎聖子著; 郭婷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3354 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 從台灣出發的反省 湯志傑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361 尋租中國: 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吳介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3385 「臺灣人的學校」之夢: 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駒込武著; 蘇碩斌, 許佩賢, 林詩庭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3392 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傅大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3392 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傅大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3408 天路歷程: 清末臺灣基督教徒的改宗與認同 王政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3415 尋租中國: 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吳介民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863503422 從「尊明」到「奉清」: 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孫衛國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503422 從「尊明」到「奉清」: 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孫衛國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503439 到奴役之路 F. A. Hayek著; 殷海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3439 到奴役之路 F. A. Hayek著; 殷海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3453 另類時空圖書館: 假設性思考的難題及其解決方案王一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3453 另類時空圖書館: 假設性思考的難題及其解決方案王一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3477 雅樂效應思維: 身心審美的當代解讀 王育雯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422 我單身的最後一年 王文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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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送存冊數共計：48

蛋白質女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基本書坊



9789865002404 Mixcraft 7數位成音原廠教材 林政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2459 物流霸主: FedEx聯邦快遞的成功之道 彭劍鋒, 劉曉雲, 馮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572 從飲食開始照顧自己: 60道補血、懷孕、產後、瘦身食譜雯婷茜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296 跟Adobe徹底研究Speedgrade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劉非予, 陳盈潔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03630 網際網路資源與雲端服務的12堂必修課 陳德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661 Illustrator CC從入門到精通: 玩轉Ai設計風華的16堂課鄭苑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685 影享新視界: 導演創作之路 微影傳說 陳俊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692 電商必備!商品攝影、後製一本通 陳遠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708 終結混亂: 以專案管理思維掌握你的工作與生活高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722 小宅改造王 暖暖的新家節目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746 計算機科學的哲學: 破解IT技術難題的秘密心法姜彥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753 超新版計算機概論. 2020: 邁向資訊新世代(全工科適用)數位新知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760 病痛退散 一刮見效!: 慢性疾病、都市文明病,居家刮痧調養指南楊秀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777 裝置藝術好犀利: 依據品牌、商家特性、節日氛圍,打造獨特視覺空間善本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791 Photoshop CC 從入門到精通: 玩轉PS設計風華的14堂課數位新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807 React全方位基礎入門實戰: 初心者開始的第一堂必修課張至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821 綁住幸福: 百款韓風髮型,新祕必備造型指南 安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838 一按就舒爽: 舒緩肌肉痠痛,硬邦邦的身體恢復彈性楊秀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845 APCS C&C++解題高手 數位新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852 最新網路行銷必勝攻略 數位新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869 最新社群與行動行銷實務應用 數位新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876 Mixcraft 8數位成音國際證照專用教材: 超端多媒體成音開發工具劉更始, 吳建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890 翻轉Excel駕馭Power BI商業智慧進化: 自助大數據分析實務應用馬世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3906 Office商務實作指南(2016適用) 鄭苑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913 Laravel 5.7實務專題範例教學 主流PHP開發框架入門蕭國倫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3920 熱閃無極限 小型閃光燈創意激效攝影術 焦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8395 國學易經與文創經營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二屆黃培鈺等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252 海峽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馮朝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214 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議予稿集 曾秋桂編集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245 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第十四屆張瑋倫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191 淡江大學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實錄. 107學年度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139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系刊. 2016-2017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著 平裝 1

9789578736146 亞洲當代脈絡下的集合住宅: 東京與台北 劉綺文, 柯純融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日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崇右影藝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160 經濟倫理論壇. 2018: 企業永續經營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108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年曹銳勤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645 讓失智症頭腦復甦的頭腦體操: 1天10分鐘,日本唯一讓腦變年輕的抗失智症訓練!川島隆太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652 百年台灣古早味: 尋訪真實老味道 黃婉玲著; 林偉民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2669 橋: 跨越空間與距離的日本建築美學與文化 五十畑弘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676 防彈咖啡+減醣: 最強飲食術讓早起有精神,身體變輕盈,提高記憶力與專注力!最強奶油咖啡著;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683 皮囊之下: 15則與身體對話之旅 衛爾康收藏館(Wellcome Collection)作; 周佳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690 日本的洋食: 從洋食解開日本飲食文化之謎 青木百合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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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2666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9 健行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659 綠色能源研討會論文集. 2018 黃厚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139 應收帳款業務 鄧誠中, 紀麗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6146 領導與激勵 鄧誠中, 紀麗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6153 緬甸經貿與產業發展 鄧誠中, 紀麗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6160 畜牧業與皮革相關產業發展 鄧誠中, 紀麗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808 用原子筆&麥克筆來畫更好玩!KAMO的簡單&可愛插畫練習カモ著; 蘇珽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815 時尚木工: 生活美學x木工自造 林耿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682 金曜日: 自然科學常識知多少! 陳星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9306 那些被神遺忘的神祕寶藏 吳柏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906 詩畫傳奇 黃輝雄, 彭秀金作 平裝 1

9789869683906 詩畫傳奇 黃輝雄, 彭秀金作 平裝 -2

9789869683906 詩畫傳奇 黃輝雄, 彭秀金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梵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健行科大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管科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085 美崙山上有怪物 劉嘉路(Kate Dargaw)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圖 精裝 2

9789869730709 山林與海之歌 劉嘉路(Kate Dargaw)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圖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683 ERDI緊急應變潛水員. 1: 教練手冊: 緊急應變潛水員維護公共安全的必要程序和要求Michael Glenn作; Pauline Hsu譯 平裝 1

9789869393690 CPROX1st and AED純氧急救及心臟去顫: 基礎救生常識課程Warren L. Smith作; 方景翰中文編譯 平裝 1

9789869681100 技術潛水入門: 理論、工具和技巧概覽 Frank Krzeszowski作; Pauline Hus譯 平裝 1

9789869681117 ERDI緊急應變潛水員. 1: 操作手冊: 緊急應變潛水員維護公共安全的必要程序和要求Michael Glenn作; John Fang, Ricky Lu授權編譯 平裝 1

9789869681124 ERDI全罩式面鏡潛水教練手冊: 公共安全潛水的全罩式面鏡完全操作指南Michael Glenn, Matthew W. Robinson作; Pauline Hsu譯 平裝 1

9789869681131 TDI高氧潛水入門教練手冊: 使用氧含量40%的高氧混合氣體進行休閒潛水Frank Krzeszowski作; Pauline Hsu譯 平裝 1

9789869681148 技術潛水入門教練手冊: 理論、工具和技巧概覽Frank Krzeszowski作; 方景翰中文編譯 平裝 1

9789869681155 SDI-TDI潛水長教練手冊: 潛水長的完全指南 Frank Krzeszowski作; Pauline Hus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74876 老後行為說明書: 解讀父母最需要你了解的16種行為,讓相處和照顧更順利平松類著; 黃千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982 負面思考的力量 最上悠著; 朱麗真譯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775019 活用理財金三角,小薪水也能滾利領百萬 方士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026 10小時速成!圖解大學四年哲學課 貫 成人著; 高菱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095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水ㄤ, 水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18 理想生活的起點 葛瑞琴.魯賓(Gretchen Rubin)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63 純屬玩笑 暖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96 無條件基本收入 安妮.勞瑞著; 許景理, 邱琬君,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70 NBA嘴砲聖經 席拉.塞拉諾(Shea Serrano)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94 明日學校 約翰.杜威(John Dewey)著; 吳毓瑩, 呂金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48 事物的奇怪順序: 神經科學大師剖析生命源起、感覺與文化對人類心智發展的影響安東尼歐.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著; 蕭秀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62 創業實戰全書: 以科學方法避開99%創業陷阱 田所雅之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79 基督教占星學. 第一卷 威廉.禮尼(William Lilly)著; 馮少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309 脈輪療癒全書 辛蒂.戴爾(Cyndi Dale)作; 韓沁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316 數位時代的高效行銷: 讓你投放準、集客快、轉換高、品牌強,將行銷力最大化的實戰祕笈!解聰明(Martin W. Hiesboec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422 考典. 3 陳膺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484 攻其不背: 只要30天,馬上成為英文通 曾知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491 從遊戲中學編碼: 專為幼兒設計的第一本coding學前教育書王啟仲(超級奶爸WCC), 葉詩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507 琥珀時光 溫佑君著 平裝 1

9789864775576 為什麼這個商品可以賣到嫑嫑的?: 不靠口才、不用打折,扭轉「賣點」就能從滯銷變暢銷川上徹也著; 高菱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620 小米生態鏈: 戰地筆記 洪華, 董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637 嗨小強的吃貨日記 Eile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682 再說一次,我愛你。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699 世界是這樣思考的: 寫給所有人的全球哲學巡禮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著; 林宏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5705 女巫: 療癒世界的傳奇 麗莎.萊斯勒(Lisa Lister)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774 從5000元開始, 以小錢搏大錢 吳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828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859 鳥巢 蔡錦文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775880 表演力: 二十一世紀好萊塢演員聖經,查伯克十二步驟表演法將告訴你如何對付衝突、挑戰和痛苦,一步步贏得演員的力量。伊萬娜.查伯克(Ivana Chubbuck)著; 刑劍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191 宋詞三百首 朱祖謀選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6214 以科學之名毀了這本書吧!. 伽利略篇 麥可.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著; 蕭秀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221 以科學之名毀了這本書吧!. 愛因斯坦篇 麥可.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著; 蕭秀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238 以數學之名毀了這本書. 畢達哥拉斯篇 麥可.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著; 蕭秀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245 以藝術之名毀了這本書吧! 麥可.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著; 蕭秀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269 隨身一冊!秒懂日文菜單: 手指、拼音都可通,不靠日語吃遍日本!黃美珍著; 蔡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290 台灣的中國兩難: 台灣認同下的兩岸經貿困境 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著; 陳方隅,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320 故事行銷聖經: 好萊塢編劇教父在反廣告時代最關鍵的指引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 湯瑪斯.格雷斯(Thomas Gerace)著; 陳琇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344 與貓對話 Penny&Angels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捷你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商周

麋鹿多媒體



9789864776375 一擊必中!給職場人的簡報策略書 鄭君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399 每個人都做得到的清單工作術: 以科學方法管理工作順序,明確化你的下一步行動,快速搞定關鍵任務!麥克.斯利溫斯基(Michael Sliwinski)著; 黃志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405 寫給過度教養的一代: 諾貝爾得獎者給父母的180個建議林仁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412 在緬因州的小島上追逐繁星: 艾倫.萊特曼的哲學思索艾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著; 謝孟宗, 韓絜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429 心理學家爸爸親身實證的注意力教養法: 揭秘兒童大腦發展規律,用腦科學遊戲讓孩子學習有效率,養成好品格和生活好習慣黃揚名著 平裝 1

9789864776436 影響力的要素: 如何讓人對你心悅誠服 泰瑞.貝肯(Terry R. Bacon)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6443 什麼時候心才能不那麼累: 與長期的身心壓力和好蘿拉.李普斯基(Laura van Dernoot Lipsky)著; 謝汝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450 好企劃這樣寫就對了!: 日本首席企劃大師的33堂課高橋憲行著; 陳美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6467 為什麼客戶會買單: 好的專業不用賣!讓顧客自己捧錢上門的7個秘密湯姆.麥瑪欽(Tom McMakin), 道格.弗萊徹(Doug Fletcher)著; 吳慕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474 用資訊圖表讀懂第二次世界大戰 讓.洛培茲(Jean Lopez)等合著; 洪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481 天使之書 蘇菲.柏涵(Sophy Burnham)著; 沈台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6498 我19歲,沒錢也要世界闖一圈 克里斯多佛.沙赫特(Christopher Schacht)著; 楊夢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511 如何捷進英語詞彙. 飲食篇 陳筱宛, 謝汝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535 荒野 羅伯特.謝塔勒(Robert Seethaler)著; 鐘寶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559 經濟學人109個世界常識: 藏在5G通訊、表情符號和酒杯尺寸背後的祕密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著; 林麗冠, 范堯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597 修復關係,成為更好的自己: Bowen家庭系統理論與案例詮釋邱淑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603 如何捷進英語詞彙. 人物篇 葉咨佑, 謝汝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627 大氣: 萬物的起源 嘉貝麗.沃爾克(Gabrielle Walker)著; 蔡承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6634 美感的意識形態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 江先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702 金剛乘事件簿: 民國密宗年鑑(1911-1992) 巴麥欽哲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740 吃的科學: 對抗肥肉、疾病、老化的救命營養新知巴斯.卡斯特(Bas Kast)著; 彭意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281 跟著Webduino一起Smart學習 廖述文編輯 平裝 1

9789869634298 會計學. IV, 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8319905 會計學. III, 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8319912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319929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319950 丙檢術科超易通 喬傑翔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8319967 丙檢術科超易通(報表大全) 喬傑翔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8319981 丙檢術科簡易大全報表解析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766104 Super easy極度乾單數學C統測複習講義 王睿編著 平裝 1

9789869766111 數學B/C補救教學(銜接教材) 林益通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417 如果這是一個人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作; 吳若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5424 哈蘇相機下的登月任務 黛博拉.艾爾蘭(Deborah Ireland)著; 翁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5455 初醒如飛行 李蘋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479 如何欣賞電影 安.霍納戴(Ann Hornaday)作; 張茂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486 老人臉狗書店 馬尼尼為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5493 我的蜘蛛人爸爸 馬尼尼為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9205 貓面具 馬尼尼為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9236 把你的心跟肺挖出來帶回鄉下餵狗 吳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159 科技論文寫作 龔柏諺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821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70883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七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船底座阿爾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59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啟明



978986970884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二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70885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一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708869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九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708876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八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579649261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278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一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28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五, 臨卦。觀卦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57964929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六, 噬嗑卦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579649308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二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31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七, 賁卦 徐醒民講述 平裝 1

978957964931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七, 賁卦 徐醒民講述 平裝 1

978957964932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八, 剝卦、復卦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579649339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九, 无妄卦、大畜卦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579649353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一, 坎卦、離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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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5059 新護理突破. 5, 精神科護理學 葉美玉, 陳淑姬, 林惠琦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65066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陳樺亭, 戴寶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073 生物. A 李冠徵, 陳樺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080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林明香, 梁榕薇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65097 美髮造型實務 楊茂男, 盧春珍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9005 多媒材創作實務 黃啟方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9012 服裝製作實務 徐美貴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9029 家政概論(技術型高中家政群) 黃惠鈴, 江俊瑩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9036 色彩概論(技術型高中家政群) 廖慈純, 黃惠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9043 健康與護理類專. 二, 健康與護理速成手冊(含歷屆試題解析)[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79050 衛生與護理類專. 二, 健康與護理總複習 邱譯嫻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79067 衛生與護理類專. 一, 基礎生物總複習 李冠徵, 陳牧君, 張睿玲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4848 我在海邊靜獵 洪瓊君著; 陳眉如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4855 鬧鬼圖書館. 8: 捉迷藏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特(Aurore Damant)繪; 撮撮譯平裝 1

9789864435272 貓狗營養學 奈良渚作;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5333 水果圖鑑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果樹種苗協會,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國際農林水產業研究中心監修; 游韻馨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242 台灣好野菜: 二十四節氣田邊食 種籽節氣飲食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4438266 勇闖南非親狐獴 溫芳玲著 其他 1

9789864438280 恐龍百科圖鑑 小林快次監修; 張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8310 澤龜: 彩龜、甜甜圈龜、地圖龜及更多烏龜的全面照護指南!大衛.T.柯克派翠克(David T. Kirkpatrick)著; 蔣尚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327 昆蟲百科圖鑑 養老孟司監修; 游韻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8334 開始動手畫蠟筆畫 宋知炫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358 不可思議的料理科學: 從科學角度切入美味的原因,淺顯易懂,可以自己實驗的工具書平松サリー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419 起司的科學: 起司為何可以變化自如?了解起司的發酵熟成與美味的祕密齋藤忠夫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426 為什麼只有地球能住人?: 因為土壤、空氣、火和水馬克.布列克(Mark Brake)著; 布蘭登.柯尼(Brendan Kearney)繪; 范雅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8433 說不完的故事. 3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457 貓咪問題全攻略 瑪格麗特.H.博納姆(Margaret H. Bonham)著; 廖崇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464 (超擬真)豆蠟擠花技巧攻略 吳佩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488 如何成為幸福的癌症患者: 積極釐清病情、規劃罹癌生活並排定人生的優先順位森山紀之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501 趣味化學: 從身邊常見的疑問到人體及宇宙,解說生活中的各種疑問和不可思議的現象!大宮信光監修; ZRW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525 糖尿病照護必修課: 圖解飲食、運動與藥物治療,教你用智慧正確抗糖智抗糖編輯室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532 湯品燉煮事典 黛泊拉.梅修(Debra Mayhew)著; 方蓉, 劉彥君合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4438549 世界第一的貓熊家族 神戶万知著.攝影; 曾盈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563 讓料理更美味的香料事典 實業之日本社編;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587 有淚不輕彈動物圖鑑 今泉忠明監修; 林冠汾譯 平裝 1

9789864438617 圖解台灣老行業與職人魂 莊文松, 林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4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晨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100 原態. 八: 人體動力設計學 游朱義, 劉再蒼作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513 大家好！我是賴世雄: 自許英文尖兵,用PASSION翻轉人生！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520 迎戰克漏字: 最關鍵的60堂課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537 Fun心學ABC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544 Fun鬆學單字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551 Fun聲學自然發音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568 NEW TOEIC聽力高分攻略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575 近十年英文學測試題詳解. 108年版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4415 讓他自己來: 復健科醫師X物理治療師給長者的復健運動全圖解毛琪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521 New TOPIK 新韓檢中高級滿分攻略: 10回聽力X閱讀全真模擬試題慶熙大學國際校區韓語教育研究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644 當了爸媽的領悟: 娃娃猴的16個阿德勒正向教養術娃娃猴, 安柏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675 考前衝刺,日檢N4單字全面征服指南 費長琳, 黃均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682 考前衝刺,日檢N5單字全面征服指南 費長琳, 黃均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699 為什麼你的點子賺不了錢? 王鳳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705 考前衝刺,日檢N3單字全面征服指南 費長琳, 黃筠婷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712 考前衝刺,英文核心單字高分速記攻略 張慈庭,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750 出國萬用英語會話攻略: 國外遊學、工作、實習、打工渡假必備生存指南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767 圖解第1本真的學得會的25天英文文法大補帖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774 JLPT新日檢(N1讀解)滿分衝刺大作戰 郜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781 JLPT新日檢(N2讀解)滿分衝刺大作戰 郜楓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805 2018背起相機看武漢 王雅芬策劃 精裝 1

9789865812836 台灣能源轉型: 實踐與挑戰 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836 台灣能源轉型: 實踐與挑戰 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19913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1, 老師上課了(簡體字版) Jessy Tu作; 劉小琦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20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2, 美美老師的一天(簡體字版)Jessy Tu作; 吳佳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37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3, 我沒有愛好(簡體字版) Jessy Tu作; 林芷蔚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68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8, 我的媽媽生病了(簡體字版)Jessy Tu著; 吳佳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023 大力士的不可能任務 吳佐晰等文; rabbit44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030 大翅鯨迷航記 吳佐晰等文; rabbit44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047 小記者莉莉: 莉莉特派員的紐約報導 佩姬.尼勒文.圖; 安娜貝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054 Hello,華語!Starter. 2(簡體字版) 高玉鈴, 盧秀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061 小黑和小白的臺南探險 謝淑珍作; 黃祈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078 猜猜這是誰? 黃韻璇作; 陳佳蕙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085 小小鼠的快樂 李妍頻作; 黃雅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108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6, 你看到了我嗎?(簡體字版)Jessy Tu著; 葉佑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115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7, 有人看到我的母老虎嗎?(簡體字版)Jessy Tu著; 余首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122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9, 王爺爺忙起來了(簡體字版)Jessy Tu著; 郭璧如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139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10, 我的鄰居怎麼了?(簡體字版)Jessy Tu著; 熊育賢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捷威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9789579502146 聽一半超人 王文華文; 陳佳蕙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153 巫波波老師的說話課 王文華文; Sonia Ku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160 看誰聲音大 戴岑翰, 高玉鈴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177 小浣熊學長大 吳欣芳, 戴岑翰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184 出發去旅行 高玉鈴, 吳欣芳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191 追趕跑跳碰: 一個田徑校隊的故事 李光福文; 吳姿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07 讀不懂天師 王文華文; 蔡侑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14 貓不聞寫童話 王文華文; 陳志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21 紅豆綠豆碰: 生活好好玩 林玉瑋文; 吳淑華, 謝文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52 紅豆綠豆碰: EQ好好玩 林玉瑋文; 吳子平, 熊育賢, 謝文瑰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588 春天的花園 讀<> 黃郁軒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9452595 夏天的農場 讀<> 黃郁軒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9724807 秋天的森林 讀<> 黃郁軒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9724814 冬天的山野 讀<> 黃郁軒圖.文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552 孔子答問 孔正毅, 孔祥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69 孟子答問 李季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76 老子答問 孫以楷, 錢耕森, 李仁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83 莊子答問 孔正毅, 唐少軍, 張榮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90 墨子答問 史向前, 陸建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06 山水詩人謝靈運 林文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37 禪詩別裁 陳香選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44 禪宗公案故事精選 龍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51 禪語中的生活智慧 天心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7444 小故事啟發大智慧 劉昭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702 翼想夢. 首部曲, 古國埃及 姚又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372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準備級模擬試題. 1王從安等編審 其他 1

9789869376389 趣學TOCFL入門詞彙 李俐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363 達賴喇嘛講法界讚 龍樹菩薩造論;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述; 朗望札熙, 蔣揚仁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566 民間佛教和人間佛教的接軌點: 新竹證善堂 建堂125年紀念特刊林美容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鹿庭探索與夢想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測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紮根教育永續會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頂晉文創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931 自己的腰痛,自己救!骨科名醫傳授22種運動X6動作X5姿勢,任何腰部不適都能解除久野木順一監修;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826 5分鐘專注力訓練迷宮100, 勇敢公主 沐漁文化編繪 平裝 1

9789869620833 5分鐘專注力訓練: 迷宮100, 炫酷汽車 沐漁文化編繪 平裝 1

9789869620840 5分鐘專注力訓練迷宮100, 神秘恐龍 沐漁文化編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8206 來講講我和我老闆那些事 衛生紙作 平裝 1

9789869778213 籠中青鳥 沐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801 隱形的權力線: 通過系統排列 解決企業核心難題克勞斯.霍恩(Klaus P. Horn), 雷吉娜.布克(Regine Brick)作; 周鼎文, 林群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8709 華文朗讀節. 二零一八: 讓想像力自由 張鐵志, 蔡瑞珊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402 得意專業抓漏防水技術教學本 許文仁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728 全然相信,愛化成祝福: 新眼光讀經. 2019年4-6月吳富仁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735 少年新眼光讀經: 去吧!甚至到天涯海角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040 理解中醫醫案解讀: 仁山堂中醫筆記 吳弘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279 Cinderella Editors Iris Lee et al.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65286 Beginner's English: getting started. 4 authors Arthur Juang, Scott Provencal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160 New iFUN Book. 6 其他 1

9789869627177 A++文法通 齊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27184 捷進英檢字彙: 每週讀書計劃. 初級 張麗玉, 顧叔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7191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寫作測驗 鄭翔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8308 A++文法通 齊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理解中醫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探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得意止水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涵集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啟景國際顧問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你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得創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733 各國人事制度: 比較人事制度 許南雄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1441740 磨課師教學設計指引 張淑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895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第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648202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第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648219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第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894 冰龍(冰與火之歌的起點,喬治馬汀最愛的故事)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蘇瑩文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1006 本源光: 來自光場域的訊息導讀小冊 David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6181 引航高一化學 洪煌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409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109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629416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大本. 民國109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629423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09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785 新制多益單字考前衝刺: 針對新題型最快速最有效的單字密集班劉樹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815 新制多益TOEIC題庫解析 Hackers Academia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4540822 把學過的英文找回來,會話真輕鬆! 李玄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839 我的第一本圖解越南語單字 宋忠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846 新制多益TOEIC聽力考前衝刺: 針對新題型最快速有效的聽力密集班!劉樹燃著 其他 1

9789864540860 外國人天天在用上班族萬用E-mail大全: 五分鐘搞定!分類最完整,隨套隨用近800篇英文範本,讓你工作無往不利,擁有國際競爭力白善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877 我的第一本圖解韓語單字(QR碼行動學習版) 李銀吾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40884 圖解日本語敬語從這本開始 岩下宣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891 大家的無門檻英文法 宮野智靖, Miguel E. Cort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907 新制多益TOEIC閱讀考前衝刺 劉樹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914 全新開始!學日語 劉世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921 全新!史上最強韓語單字 今井久美雄著 平裝 1

9789864540938 新制多益TOEIC試題滿分一本通 Hackers Academia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4540945 我的第一本中高齡旅遊英語: 簡簡單單一句就搞定!跟團、自由行、自學教學都好用!裵鎮英, 姜旼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952 我的第一本英文文法 Joseph C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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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康寧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福堂曆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商赫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語幼兒月刊雜誌社



9789869267311 從巴比松走到當代: 潘蓬彬油畫集 顏竹華, 潘蓬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67328 花樣: 汪源隆攝影個展 陳宗騰, 汪源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805 舟行無際: 塵三水墨畫集 塵三畫作; 祈唅詩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494 情非得體: 致那些使我動情的破美人 羅浥薇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708 我的蟻人父親 謝凱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722 這裡不是一條船: 新國家運動三十週年紀念專書鄭南榕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739 與孤寂等輕 伊格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746 一座星系的幾何 印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753 這一切都是幻覺 沈嘉悅作 平裝 1

9789869683760 蔣公銅像的復仇 唐澄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863 臺灣當代抽象藝術展. 二部曲, 隱藏的視界 鄭世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7312 天堂與地獄 伊曼紐.史威登堡著; 羅金純譯 2版 精裝 1

9789577107329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作; 李燕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336 越寫越讀越上手!韓語四十音習字帖 DT企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343 隨手讀.輕鬆記!看圖表學日語文法 李復文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350 初學者開口說韓語 DT企劃, 張亞薇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7367 彼得潘 詹姆斯.馬修.巴利著; 盛世教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374 夏目漱石短篇小說集 夏目漱石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381 沉思錄 馬可.奧理略著; 盛世教育翻譯 3版 其他 1

9789577107398 初學者開口說日語 中間多惠編著 4版 其他 1

9789577107404 人間失格 太宰治著; 長安靜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411 阿彌陀經白話解釋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428 懷孕知識百科 Heidi Murkoff, Sharon Mazel著; 崔宏立, 賴孟怡譯五版 精裝 1

9789577107435 心經白話解釋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442 基礎日本語文法 趙福泉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5524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531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548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555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562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579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586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593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965609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965616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965623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965630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965647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國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惇墨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逗點文創結社



9789866965654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965661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965678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407 Borneo Laboratory: a Borneo Laboratory for Bornean AestheticsMarian Chin等作; Wendy Teo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4513 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塞德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81 別讓善良變成你的致命傷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780 現實很殘酷,你必需學點讀心術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858 改變想法,就會改變做法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926 活學活用攻心術全集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08 現實很殘酷,你必需學點人性擒拿術. 為人處世篇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60 改變想法,才能活在當下 黛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091 別讓壞情緒綁架你 塞德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45 能力要夠,臉皮要厚全集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69 古墓神兵. 卷四: 秦嶺絕險.龍脈傳說 謝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76 換個心情,就能心想事成 文蔚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183 春秋那些事兒. 下卷: 秦穆公.楚莊王 江湖閑樂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06 改變心態,就能改變事態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13 看透人性說話辦事勝經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20 我的天師女友全集. 卷五, 解放刑天.東京大逃亡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37 註冊陰陽師全集. 卷二: 筆仙.趕屍人家 丁十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44 有點奸詐不犯法. 三國智謀篇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68 罵人不必帶髒字. 為人處世篇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75 春秋那些事之吳越爭霸. 卷一, 逃亡與復仇 江湖閑樂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82 春秋那些事之吳越爭霸. 卷二, 崛起與覆滅 江湖閑樂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299 白話厚黑學大全集 李宗吾原著; 公孫龍策編修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05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12 註冊陰陽師全集. 卷三: 鬼點睛.斬龍 丁十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29 你一定要學的撩妹心理學 淩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43 戰國那些事兒. 卷二, 合縱連橫 老鐵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50 改變念頭,就一定會改變結果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67 幽默的人最讓人喜歡 塞德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74 我知道你就是這種人!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81 慾望雜貨店. 1: 死亡劇場 微不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398 慾望雜貨店. 2: 人性深淵 微不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04 把人看到骨子裡. 瞬間看穿秘密篇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11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管人用人篇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28 會說話的人最受歡迎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35 改變心態,才能翻轉未來 戴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42 慾望雜貨店. 3: 慾望碎片 微不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59 慾望雜貨店. 4: 死神遊戲 微不二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66 就算很困難,也要挑戰看看 文蔚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73 長江異聞錄全集 蛇從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80 三國奸雄曹操. 地之卷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497 大家都在學的幽默溝通學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503 秦朝的那些事兒. 卷一, 春秋五霸 老鐵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510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做人做事篇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527 秦朝的那些事兒. 卷二, 戰國七雄 老鐵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534 放下,也是一種幸福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541 你一定要學的撩妹攻略 凌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596 逃避很容易, 但最終只會害了你自己 凌越著 第1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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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友文化



9789863895688 做人純真,做事深沉全集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725 你一定要學的戀愛攻略全集 凌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787 別為小事折磨自己全集. 改變心態篇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817 孫子兵法厚黑筆記. 人性博弈篇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5824 把小人變成你的貴人全集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421 感謝折磨你的人. 看穿人性篇 凌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52438 鬼剝皮全集 西秦邪少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000 快樂隨時帶著走: 音樂教育專家告訴您如何用音樂教養嬰幼兒吳舜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072 奇門金章 荊鄉青江子纂 再版 精裝 1

9789869351089 珍本太乙神數 古今圖書集成局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9351096 地理啖蔗錄 豐城, 袁守定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35414 訂正滴天髓徵義 劉伯溫原著; 任鐵樵註; 徐樂吾訂正增註者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742 食品品保概論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759 職業安全與衛生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766 社稷卦的史易研究 林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308 若岱Amanda Tseng 曾琡清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8055 環境與健康: 健康手冊 張正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062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2019年 李奇嶽, 陳善珮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7848079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銀階認證試題指南. 2019井柏紳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8086 觀光英文 張瑞奇, 劉原良, 吳忠憲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8109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2019年 程健行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8116 民進黨重返執政後的台獨風險 陳先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130 當代我國憲政變遷與行政立法的運作狀況: 四個面向的新透視馮美瑜, 鄭任汶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1947 全民國防教育進階叢書 李黎明等編著; 翁明賢, 陳振良, 湯文淵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6589 親子花時間: 跟著節氣詩情花意 李幸芸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耘非凡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舜云音樂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集文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1

普天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3444 帶毛小孩吃喝玩樂: 全臺寵物友善空間70選 黃瑋婷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451 到倫敦打工度蜜月 黃柳青文; 李建偉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468 搭火車玩雪梨: 8條市鐵線自遊筆記 蕭婷瑋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475 回到阿嬤時代玩臺南 進食的巨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482 高雄好吃好玩50選 進食的巨鼠, 緹雅瑪, 台南好Food遊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499 非洲親子自由行: 肯亞、贊比亞、辛巴威漫遊全紀錄蔡晉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752 楚辭全書 屈原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69 黃金法則: 一個支配人生和世界的無限能量 勞倫斯.彼得(Loulans Peter)原著; 李津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76 圖解推拿手法: 快速記憶速查速用 沈國權, 嚴雋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83 喚醒的力量: 人類不能被浮華的表象蒙蔽心靈的智慧克里斯汀.拉爾森(Christian Larsson)原著; 李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790 怎樣活到100歲: 銀髮族的四季養生療癒 彭啟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14 墨子全書 墨子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915 迴映誌: 影像年代下的教育現場 陳藹玲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5170 美容營養學 蕭蓉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5194 流行病學概論 陳品玲作 3版 平裝 1

9789861945200 醫護生理學實驗手冊 呂建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5217 解剖生理學圖譜: 模型vs.大體圖解 Nora Hebert等作; 林政宏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5224 內外科護理學 李和惠等作 六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945231 內外科護理學 李和惠等作 六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1945248 精神科護理概論: 基本概念及臨床應用 蕭淑貞等作 10版 精裝 1

9789861945255 免疫學概論精華 楊續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5262 當代人類發展學 毛家舲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5279 實用藥理學 陳思萍等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1945286 社區衛生護理實習手冊 吳桂花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5293 基本護理學. OSCE技術篇 林文絹等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5705 王子與十大惡人: 圖說救恩 吳盈光文; ME-me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5712 列王紀與歷代志綜覽 林賢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736 教義比較 謝順道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9655743 更美的救贖: 希伯來書釋義 陳忠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597 美人記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9063333 美人記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9063357 美人記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9063340 美人記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9063364 宅男的末世守則 暖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063371 宅男的末世守則 暖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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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9789579063388 宅男的末世守則 暖荷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063395 宅男的末世守則 暖荷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354 初學者必備的日語文法 雅典日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97361 商業實用英文E-mail. 業務篇 張瑜凌編著 [三版三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512 胡偉良的房產世界 胡偉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6695 親子遊戲書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679503 親子遊戲書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編著 二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8917 PYTHON程式設計與數據分析 白文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8924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劉立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8931 職場應用文 諶湛, 鄭建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8948 顧客關係管理 陳水蓮, 林書旭, 吳怡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98955 手機App程式設計與智能應用 詹啟祥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8962 網路與數位行銷 曹修源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698979 大班教學師生互動與學習歷程設計 蘇炳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8993 融入專題式學習的口語表達之實踐與成效分析: 從「PU TALK」到「PU TALK口語敘事工坊」之創新模組設計與檢討鄭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007 教學創新複合式運用: 從口語一對一指導、廣播製作到創新教學制度鄭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014 輕鬆學會計. IV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052 租稅各論與查核實務. 系列II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606 文豐情濃知識論 稻香菜美大義崙: 雲林縣二崙鄉大義社區開發史李育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221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3 柯宗鑫等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238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29(精華版)華品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311 臺籍革命伉儷 徐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328 中國古代禮儀文明 彭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335 業績千萬4連霸的制勝筆記: 頂尖房仲何勝緯的銷售價值學何勝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342 文創地圖: 指引,一條文創的經營路徑 周鈺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941 傑出猶太人枕邊書 陳大為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雲縣大義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昕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門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雅典文化



9789869642958 漫畫中醫藥食圖典(典藏版) 周春才編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2965 親愛的,你可以不那麼堅強 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2972 紀曉嵐智鬥和珅 鄭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2989 中國的猶太商人: 浙商最獨特的創業經商思維 呂叔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2996 超人氣!12星座家人+朋友=288種人際關係書 趙心如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3808 你的善良,不該被錯的人利用 宋師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3815 講到心坎裡的12星座x戀愛真面目 趙心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2873 威力導演16 創意影音/MV剪輯 廖翊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504 我在企業大老身邊學會的生存攻略 吳建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528 面對失速的世界,你需要慢下來 李少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3011 親子玩澳洲 陸昕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904 英文經典文法大全: 英文文法原來如此 蘇秦, 張正雄, 李唯甄著; 陳蕙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500 心物能一元的科學哲學 張立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562 財富自由,從家庭理財做起 陳政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579 戲劇人生 張希典口述; 徐敏子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586 逛逛舊書店治頭疼 由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593 地表最強!TiN's東京房市教戰手冊 陳適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02 雨中向晚 詠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19 下雨何必帶傘 明德不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26 跨越: 你只是忘記自我跨越 魚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33 解開靈界之謎-續: 物質界的終局 陳信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40 民航機爭霸 張建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57 不能不去的大國巴西 邢協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64 薄紅硬學: 英雄對厚黑學說不 劉尚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71 IPv6通訊協定中文編譯 韓特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88 漫畫破邪功(法輪怪談) 清夷山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095 不識愁與釋盡愁集 智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009 圖解聖經: 正本清源 明道通神 楊春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016 創新經營: 向老子學「平衡管理」 張威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023 給我一個名字 李雅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0054 滿田 林浯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206 李奇茂青瓷收藏集 陳志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205 人氣甜點師的水果藝術 賽堤克.葛雷(Cédric Grolet)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琥珀動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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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無限可能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811 百變創意米飯料理: 拌、炒、燜、蓋,鮮香料足好滋味甘智榮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859 檸檬的神奇妙用 甘智榮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941 圖解大圓滿 洛桑杰嘉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958 全彩圖解百家姓 思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965 產後育兒大百科 孟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972 全彩圖解千字文 周興嗣原著; 思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989 全彩圖解四書 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 孟子等原著; 思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996 全彩圖解九型人格: 性格分析與人際情感 廖春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75077 全彩圖解九型人格: 心理特質與職場投資 廖春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75084 孫子兵法大全 孫武原著; 王建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75091 新編厚黑學 張有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75107 全彩圖解五經 思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5121 新譯古文觀止 張雨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75145 圖解第一次世界大戰 姚妤, 蔡新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225 Happy hat: baby book. 2 Lilia, Maxine文字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211 統計學導論 方世榮, 張文賢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9660235 經濟學 毛慶生等合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660242 基礎經濟學 毛慶生等合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9660259 經濟學概要 毛慶生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660266 期貨與選擇權市場 John C. Hull著; 黃泓人編譯 九版 其他 1

9789869660273 通信產業經濟分析 劉崇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280 策略品牌管理 Kevin Lane Keller著; 徐世同編譯 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660297 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 SPSS操作與範例說明 王智立, 黃國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7119 國際財務管理概論 黃志典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687126 服務業行銷 Jochen Wirtz, Christopher Lovelock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147 物種起源 丁柚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61 暗夜之河 石川政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185 東大門創意設計之旅 首爾設計財團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810 SNS社群行銷術: 關鍵就是「3F」 藤村正宏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827 丈量印度 張瑞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834 烤箱料理祕藏食譜: 慢烤入味的美味新發現 野口真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841 失物風景 陳夏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4509 我是如何瘋狂愛上自己? 廖珮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4516 一邊夢遊,一邊鎌倉 連俞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4226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宋琇鈺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400 老人健康促進 汪庭緣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070 服務業管理 沈介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186 麵包製作實務: 初階、進階、創意麵包製作 許良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230 護理考試叢書. 九, 藥理學 詹婉卿, 翁逸奎合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泰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威國際



9789863625308 美容丙級學術科試題解析 廖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315 美容乙級技能術科設計圖評量繪本 廖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346 營養評估 劉慧蓉等合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5353 美容乙級學術科試題解析 廖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360 高雄市坐月子到宅服務方案執行成效 張貝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377 老人心理學 許皓宜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4576 風工房の絢麗費爾島編織: 剪開織片的傳統巧技Steeks風工房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620 自然浪漫.極致仿真の黏土花藝課: 適合贈禮&居家布置の美麗花朵x多肉植物手作實例宮井友紀子作;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637 從零開始的創意小物: 小織女的DIY迷你織布機 蔭山はるみ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682 格子教你作自然好用的100款手工皂&保養品 格子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024699 手作最好!拼布人最愛の拼布包: 實用手作包.家飾用品.可愛布小物特典BOUTIQUE-SHA授權; 蔡毓玲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05 簡單時尚: 有型有款の手作帆布包: 家用縫紉機就上手的20個手作包提案日本VOGUE社授權; 駱美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12 好好織!輕巧美麗的粗針織日用包&小物 朝日新聞出版作;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29 簡單可愛.風工房の針織衣飾&小物 風工房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36 刺繡教室: 20堂基本&進階技法練習課 西須久子著; 駱美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43 小布片の大幸福: 以嶄新の拼布召喚春天的幸運手作BOUTIQUE-SHA授權; 蔡毓玲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50 迷人の自信穿搭術: 時尚女子的生活感手作服43選BOUTIQUE-SHA作; 瞿中蓮, 彭小玲,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67 沈默的祕密結社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74 免工具!手指就能編織的可愛實用小物 日本VOGUE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781 行銷,說出故事力: 傳遞理念&商品價值的49個感召法則張宏裕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4798 Coser必看のCosplay手作服x道具製作術 日本Vogue社著; 苡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804 斉藤謠子&Quilt Party美好的拼布日常: 手作包.布小物.家飾用品75選斉藤謠子, Quilt Party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811 究極の可愛!歐風刺繡小物130選: 完美收錄-手作人必學的重點刺繡.樣本刺繡.基礎繡法.基本技法日本VOGUE社授權;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828 今天就穿這一款!May Me的百搭大人手作服 伊藤みちよ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835 愛上春暖氣息の手作布調: 從挑選活潑討喜的布料開始,享受為隨身布小物、手作包注入靈魂的瞬間!BOUTIQUE-SHA著; 瞿中蓮, 彭小玲,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842 漫遊春日の刺繡旅行: 收藏在縫紉盒裡的回憶手作日本VOGUE社授權; 周欣芃,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866 原味風格!一日完成.自然色時尚麻編包 辰已出版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873 小倉緞帶繡のBest Stitch Collection: 愛藏決定版!新手必備の基礎針法練習BOOK小倉ゆき子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880 東京食素!美味蔬食餐廳47選 山崎寬斗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794 用想像翻轉明日的台灣: 老總的兩岸手札 黃齊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007 首席財商快樂賺錢術 陳冠佑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684 金黃色的記憶 Kuljelje Maljaljaves總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566 在家持戒功德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571 青春寫真散文集 李勤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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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智庫雲端



9789869725934 觀光行政與法規 何高祿, 何致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25941 運動處方 方進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25958 幼兒健康與安全 陳淑姬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25965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韓青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227 紀昀的庭訓 黃瓊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234 紀昀與福建 王鵬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599 當代詩學. 第13期 陳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372 人生畫遊: 陳前民紀念回顧展 李欽賢策展; 李樂蓉翻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590389 陳依純: 進入世界系 地球防衛少年 陳映芃策劃編輯; 白斐嵐, 李樂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007 行走的線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6228 Ambivalence矛盾情節 金卷芳俊[作] 精裝 1

9789868456242 窸窸窣窣 HISO HISO 中田郁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953 茶葉.香蕉.鰹節: 日治時期臺灣農水產品的海外輸出松浦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960 臺灣觀音信仰的「本土」與「外來」 闞正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701 地方戲曲和皮影戲: 日本學者華人戲曲曲藝論文集冰上正, 山下一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259 臺灣黃金礦山傳奇民間文學研究 林全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437 日與夜的循環: 覺觀修持精要 南開諾布仁波切著; 石曉蔚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794 世界火腿香腸圖鑑: 產地.製程.風味,追尋完美口感的味覺聖經STUDIO TAC CREATIVE編輯部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808 屍體證據: 日本法醫揭開解剖台上孤獨、貧窮、衰老與不平等的死亡真相西尾元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815 貨幣改變文明: 掌握貨幣就能掌控世界 關真興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822 Super教師的翻轉教室: 讓每個孩子都發光 曾明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841 高手過招: 重機疑難雜症諮詢室. 2 根本健作; 何宥緯, 張健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858 實戰重車戰情局 流行騎士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創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菁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象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雲清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視野文化事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景深空間設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105 進階財報分析 Finance 168, Yuling Shih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59165 嬌寵繼皇后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172 養債秘書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189 試婚一夜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196 從此君王不翻牌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02 傲嬌王爺霸道愛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19 家花不好養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26 貼身小秘書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33 囚婚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40 好女等夫來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57 霸道人夫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64 十年一夜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271 請娘娘侍寢 弱水千流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295 請娘娘侍寢 弱水千流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288 請娘娘侍寢 弱水千流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959301 誓不成婚 朱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318 未婚同居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325 馴尪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332 半夜哄妻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349 替夫納妾 朱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356 侯爺追妻手冊 西瓜尼姑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363 侯爺追妻手冊 西瓜尼姑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370 初夜逃妻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387 王爺你好壞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394 半同居關係 朱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00 欺妻霸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17 奉紙成婚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24 重生之馭夫有道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31 睡妳一百次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48 夜夜難寐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55 王妃不管事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62 專職逃妻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79 賣婚契約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486 出牆記 漠漠無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493 出牆記 漠漠無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509 京城刑獄司 季靈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523 京城刑獄司 季靈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516 京城刑獄司 季靈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959530 好女不吃回頭草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547 霸妻在床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554 醋罈子前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561 甜嫩嫩的稚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578 放妻夜行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585 妻綱不振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592 大人是棵好白菜 蘇盎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608 大人是棵好白菜 蘇盎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615 顧三娘再嫁 小春賢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639 顧三娘再嫁 小春賢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622 顧三娘再嫁 小春賢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959646 硬派總裁養嬌妻 林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660 威猛的同居先生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684 暖男是霸道總裁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691 家花怎麼養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喵喵屋工作室



9789866959714 老闆的相親債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721 閨房從夫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738 撿來的官人 西渡漢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752 撿來的官人 西渡漢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745 撿來的官人 西渡漢唐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959769 世子妃吃貨日常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776 世子妃吃貨日常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783 總裁欠調教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790 良夫寵妻 浣若君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813 良夫寵妻 浣若君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806 良夫寵妻 浣若君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959820 隔壁那個美嬌娘 空煜錦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59837 隔壁那個美嬌娘 空煜錦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959844 欠了前夫債 于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851 總裁愛管教 唐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875 一夜成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882 長夜難枕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899 冷夫不好睡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905 彪悍總裁來討婚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929 奪夫為婚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943 如嬌是妻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967 娘子要和離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974 嬌妻在上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9981 別惹忠犬夫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016 金主的私密契約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030 離婚有點難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085 夫人有點嬌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08 脅迫的欠債同居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15 友妻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39 軟乎乎的甜妻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46 偏愛禁慾系老公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53 王爺別這樣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60 伴夫如伴虎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77 鐵匠鋪裡的美嬌兒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91 奪愛狂夫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07 惡夫寵妃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21 床上的小蠻妻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38 恕難從婚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45 將軍的賣身契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76 交易人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83 總裁有寵妻癖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90 不擇手段娶前妻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313 嬌寵難耐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320 捉妻重婚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337 秀才娘子撩夫記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344 一百零一夜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351 七年夜妻 阿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368 床上的小秘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375 總裁是匹狼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12 床伴之夜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36 老婆大過天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43 從夫之夜 阿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50 廚娘嫁到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67 擒君共枕眠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74 一夜成債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81 把秘書拐回家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98 秘書為何要分手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04 野狼老公妖嬌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28 同居不同床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35 狼主的嬌氣小妻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42 夜劫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59 半月嬌妻 阿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66 叼回逃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73 嬌妻哄入懷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80 高冷總裁很野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03 床伴逼我嫁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27 孕妻是天價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34 與上司的一夜情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41 總裁的小虎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65 從婚條件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72 賜婚記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89 愛上他的那一夜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96 收拾小秘這麼難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02 天降惡夫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19 睡妻條件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40 總裁不想被放生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64 囚妻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420 全球視野,在地關懷: 朝陽科技大學25周年校慶紀念特刊潘吉齡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413 視傳教學x創研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2018 王秀如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9107 黃華禮斗讚星科 平裝 1

9789869749114 禮斗讚星科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7006 地表上最強的除蟲DIY. 2: 除蟲不噴藥 方便又有效陳政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057 易經一閱通 蕭善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95 符咒神法通靈祕笈 龍潭閣藏版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1942 姓名吉凶VS流年實例 思普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59 神煞不神煞: 神煞透析 劉賁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66 快速搞懂紫微這本最好 范振木, 黃素芳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73 抽筋剝絲講八字 洪祥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980 周易六爻正道之門 張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9223 一個女人,在北極 克莉絲汀安.里特(Christiane Ritter)作;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407 一次學會最強渲染技法!季芸老師渲染皂教室 季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414 郵輪親子遊: 海上假期一票全包x一次玩多國! 小人的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華書院會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創國際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14

送存冊數共計：129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視傳系



9789579199421 去泰國玩節慶: 文化體驗x交通指引x食宿旅規劃,微笑國度一年12個月都有主題慶典可以玩!王武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438 品牌之前,設計之外 黃于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445 不再假裝沒關係: 我無法更認真了。比起成為合格的大人,更想認同那個無能為力的自己韓在媛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469 樂高拼台灣!小小積木疊創意,全台迷你版地標模型大集合戴樂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506 台灣老街: 從街屋建築、城市文化、庶民美食,看見最懷念的時代故事,尋訪最道地的台灣味許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520 豐田精實管理的翻轉獲利秘密: 不浪費就是提升生產力江守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360 餵飽一家六口: 三十坪菜園 吳睿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377 假日都市農夫: 租三十坪地種菜 吳睿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508 生活印尼語: 初級會話 陳淑文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6068515 P21 Phonics for 21st century kids. 1, the alphabet 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平裝 1

9789576068522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2, glossar xxl Deutsch-Chinesisch德中對照字彙本陳麗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539 Simply read more. 3 Jane M. Chai[作] 平裝 1

9789576068546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uthor Lewis Carroll 平裝 1

9789576068553 Simply grammar. 1 Jane M. Chai[作] 2nd ed. 平裝 1

9789576068560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3, glossar Deutsch-Chinesisch德中對照字彙本陳麗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577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4, glossar Deutsch-Chinesisch德中對照字彙本陳麗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584 空服員面談考甚麼? WuPo空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591 Simply read more. 4 Jane M. Chai[作] 平裝 1

9789576068607 P21 Phonics for 21st century kids. 1, readers written by Lauren Tang 其他 1

9789576068614 Peter pan author J. M. Barri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886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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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1766 廣成儀制: 全真救苦朝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773 廣成儀制: 全真接駕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780 廣成儀制: 全真慶賀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797 廣成儀制: 全真祈祥開壇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03 廣成儀制: 禳星斗府醮科儀 退凶星科儀合輯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10 廣成儀制: 淨壇結界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27 廣成儀制: 全真蕩穢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34 廣成儀制: 安位香火全集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41 廣成儀制: 全真祝壽全集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58 廣成儀制: 請聖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65 廣成儀制: 送神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72 廣成儀制: 請太歲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89 廣成儀制: 全真請水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896 廣成儀制: 順星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02 廣成儀制: 安奉竈君全集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19 廣成儀制: 和允酌餞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26 廣成儀制: 謝土啟壇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33 廣成儀制: 謝土真文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40 廣成儀制: 拜斗解厄全集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57 廣成儀制: 陰醮祭靈全集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64 廣成儀制: 全真攝召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博毓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敦煌



9789865791971 廣成儀制: 揚旛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88 廣成儀制: 頒赦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995 廣成儀制: 填庫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0084 廣成儀制: 招魂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0091 廣成儀制: 普施科儀 黎瑋漢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865 四大鐵衛. I, 迎向璀璨的旭日 Jad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872 四大鐵衛. II, 發光發熱的時代 Jad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889 四大鐵衛. III, 追逐夢想的青春 Jad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896 四大鐵衛. IV, 最真最美的歲月 Jad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902 愛上簡筆畫: 一畫就可愛的色鉛筆小練習5000例. 生活篇飛樂鳥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01919 愛上簡筆畫: 一畫就可愛的色鉛筆小練習5000例. 應用篇飛樂鳥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2983 精通OpenCV 3 Daniel Lélis Baggio等著;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33 Python深度學習實作: Keras快速上手 謝梁, 魯穎, 勞虹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294 Learn Windows PowerShell in a Month of Lunches中文版Don Jones, Jeffery Hicks著; 林班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485 職場競爭力UP: 成功的企劃書設計與PowerPoint實用技巧渡辺克之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546 PyTorch深度學習與自然語言中文處理 邢夢來, 王碩, 孫洋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560 SOLIDWORKS PDM管理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陳超祥, 胡其登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577 買氣紅不讓的Instagram視覺行銷: #用IG創造品牌我也會#把IG粉絲經營變生意#讓IG圖片說故事的拍照術鄭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584 SOLIDWORKS PDM使用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陳超祥, 胡其登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591 電子商務一定要懂的16堂課: 跨境開店x社群經營x市場數據x品牌行銷(第二版)吳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607 社群行銷的十二堂嚴選課程 榮欽科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614 資料庫系統管理與實作: Access+Excel商務應用(2016/2019)李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621 Python輕鬆學: 遊戲設計初體驗 Craig Richardson著; 顧思捷譯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343638 特洛伊木馬病毒程式設計(加強版): 使用Python 北極星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343645 iOS 12 App程式開發實務心法: 30個製作專業級iOS App完全實戰攻略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652 Rhinoceros 6全攻略: 自學設計與3D建模寶典 馮國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669 R語言資料分析: 從機器學習、資料探勘、文字探勘到巨量資料分析李仁鐘, 李秋緣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343676 資料探勘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發展: 以SPSS Modeler為範例廖述賢, 溫志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683 區塊鏈深入淺出: 精選16堂課輕鬆學會智慧合約與加密貨幣陳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706 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 影音剪輯實戰x行動影音剪輯x特效處理x微電影實作x影音社群行銷鄭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713 Python: 股票演算法交易實務145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737 JSP 2.3動態網頁技術 榮欽科技, 呂文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744 Effective DevOps: 使用AWS快速入門 Nathaniel Felsen著; 錢亞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751 輕鬆學會Android Kotlin實作開發: 精心設計16個Lab讓你快速上手黃士嘉, 吳建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768 超實用!Word.Excel.PowerPoint辦公室Office必備50招省時技(2016/2019)張雯燕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43775 絕讚數位插畫繪製BOYS: CLIP STUDIO PAINT PRO 55種美麗的描繪技巧NextCreator編集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782 數學!這樣準備保證上: 升國中數學資優班考前衝刺秘笈數理資優研究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3799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Python超效解題致勝秘笈吳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805 超實用!Word.Excel.PowerPoint辦公室Office365省時高手必備50招張雯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3843 白話AIoT數位轉型: 一個掌握創新升級商機的故事裴有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867 超實用!會計.生管.財務的辦公室EXCEL必備50招省時技(2016/2019)張雯燕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0586 當心經遇上量子物理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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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喇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碩文化



9789869601733 性的世界地圖: 自由、歡愉與禁制 娜汀.卡坦(Nadine Cattan)&史蒂芬.樂華(Stéphane Leroy)著; 瑟西利.馬涵(Cécile Marin)製圖; 陳郁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1740 水資源的世界地圖: 保護與共享人類的共同資產大衛.布隆雪(David Blanchon)著; 歐瑞麗.勃西耶(Aurélie Boissière)製圖; 陳秀萍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5289 三隻小豬歷險記 華碩編輯群撰文.繪圖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272 如何解讀阿卡西紀錄: 進入靈魂旅程的檔案資料庫琳達.豪兒(Linda Howe)作; 黃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788 鐵騎奔馳60年: 國軍M41戰車 葉瑞銘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779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 網路轉串列埠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786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網路轉串列埠篇)(簡體字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816 雲端平台. 系統開發基礎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823 雲端平台. 系统開發基礎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000 國中學霸最強數學培訓教材七年級 劉博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29017 會考滿分要進前三一定要會九年級 劉博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29024 國中學霸最強數學培訓教材八年級 劉博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29031 會考滿分要進前三一定要會七年級 劉博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29048 國中學霸最強數學培訓教材九年級 劉博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29055 會考滿分要進前三一定要會八年級 劉博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161 菲律賓人學中文 智寬文化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959 田金生山水技法初階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746 機械製圖實習. 上 吳清炎, 李建億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0760 基本電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黃錦華, 郭塗註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0784 基礎圖學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 吳清炎, 李建億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0791 電工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郭塗註, 黃錦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991 De-coincidence: where art and existence come from written by François Jullie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edro Rodriguez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樓書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絕對優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圖創意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裳元吉文化



9789869668200 數學的東亞穿越 洪萬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17 撕開的真相: 我願為嫌犯辯護 亞歷珊卓.瑪札諾-列斯內維奇(Alexandria Marzano-Lesnevich)作; 許可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24 去相合: 自此產生藝術與暢活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著; 卓立(Esther Li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24 去相合: 自此產生藝術與暢活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著; 卓立(Esther Lin)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68231 什麼是暴力? 艾維.佛特勒爾作; 李沅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48 地方創生的挑戰: 日本NPO的在地創業 渡邊豐博著; 李宜欣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55 學習新典範的誕生: 文山社大20年記 蔡傳暉等著; 顧忠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79 街頭精神: 抗議及惡搞的力量 斯蒂夫.克羅修(Steve Crawshaw)作; 林欣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86 偽造者: 阿道弗.凱明斯基的一生 莎拉.凱明斯基(Sarah Kaminsky)著; 許絜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293 什麼是惡? 艾蓮.布希尤(Helene Bonchilloux)著; 郭俊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02 北投學彙編: 地方知識與社區營造 王世燁等合著; 戴寶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5326 藝遊紐約: 雲龍師生五人書法展作品集. 2018 張玉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592 論文教室: 從課堂報告到畢業論文 戶田山和久著; 林宗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700 邊緣的自由人: 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李永熾口述; 李衣雲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43584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基礎班1-2課本 朱宗慶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754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27, 創業經歷都是一則人生故事暨創業家實戰紀錄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761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28, 莫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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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71136 武陵縱歌: 人類學田野筆記 田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303 神居何所: 從書法史到書法研究方法論 邱振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389 慢性腎臟病及其合併症: 治療與照護手冊 王守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26 楊國樞文集. 第一冊, 著作文摘 瞿海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33 楊國樞文集. 第二冊, 生平紀事 瞿海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57 匍匐在高教改革的路上 賀德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64 法醫師法: 催生與革新 邱清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71 楊國樞文集. 第三冊, 人格與社會心理 瞿海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88 楊國樞文集. 第四冊, 國人性格與現代化 瞿海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95 楊國樞文集. 第五冊, 成就動機/企業員工心理 瞿海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501 楊國樞文集. 第六冊, 孝道與家庭 瞿海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518 大學何為 陳平原作 平裝 1

9789864371525 經學研究論叢. 第二十四輯 宋惠如等作; 馮曉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532 大學有精神 陳平原作 平裝 1

9789864371549 老北大的故事 陳平原作 平裝 1

9789864371556 數位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高震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563 中國書法: 167個練習: 書法技法的分析與訓練 邱振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594 重建斯文: 儒學與當今世界 彭國翔著 平裝 1

9789864371600 大學新語 陳平原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傑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雲龍書道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9472 黃鐘弦樂四部合奏曲集 黃輔棠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7007 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沒有走不通的路 何子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7014 一看就懂的行為心理學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107 忠奸人：劉少奇: 直擊國共說不出口的秘密 嘯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712 權威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專為幼兒打造的57個潛能開發遊戲書. 5: 孩子的文字運用&數理概念遊戲張有敬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729 權威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專為幼兒打造的40個潛能開發遊戲書. 6: 孩子的情緒控管&藝術體驗遊戲張有敬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750 2~6歲幼兒蔬食營養全書 余俊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798 交出未來力: 50個居家親子蒙特梭利遊戲玩出孩子的好品格x競爭力希樂薇.德絲克萊博(Sylvie d'Esclaibes)著; 賴姵瑜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5743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革新編目版)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055767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謝仰泰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055781 完銷力: 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 許惠喻, 張明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798 五天搞定結構工程估算作業 陳重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804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50週年專輯 張學聖, 黃宏順, 蘇莉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811 營建法令輯要. 107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5828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850 考試、創業、自學,一本完勝!烘焙食品丙級檢定考照寶典鄭文聖, 羅勻彤, 洪淑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881 看地圖一次讀懂法國史 朱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898 越玩越聰明的數理邏輯遊戲 全能開發研究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031 每天讀一點孝經 蔡踐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048 (強圖解)原來,你是來陰的: 1秒看穿人心的微反應與心理學鄧涵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055 職人親授時尚甜點聖經 王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722870 以棄絕致解脫: 耆那教經典詩選 阿德爾海特.梅塔(Adelheid Mette)著; 劉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887 鴻濛妙觀: 道教文化研究之多元面向 謝世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887 鴻濛妙觀: 道教文化研究之多元面向 謝世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722894 追尋道法: 從臺灣到福建道壇調查與研究 謝聰輝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2900 清代「李詩學」研究 張俐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2917 中國佛教古佚書<>研究 王三慶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924 道密法圓: 道教與密教之文化研究 謝世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931 明清以來善書叢編. 初輯 王見川等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955 諦觀法界: 東亞視域下的華嚴思想 謝世維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文豐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大華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父母

黃鐘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Book House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4754 K線十字星當沖攻略: 自我實現/成功並不是終點 失敗也不是終結 奇襲才能勝出唐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61 K線鐘擺力當沖攻略: 霸權的垮台是快速而血腥的 昔日救世主竟淪為過街老鼠卡布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78 中醫藥自我實現預言: 病者身也 而心志則不能病也 立心堅確 陰陽亦退而聽命也巴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85 K線投資金律 唯二不敗: 地上錢莊/戰術上的小功小勝小利 彌補不了戰略上的錯誤韋伯(Lou Web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92 頂尖操盤手牛市暴賺: 市場像引誘蒼蠅的蜂蜜罐 要攀越憂慮之牆 抗拒希望斜坡米羅(Thomas Mir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08 神奇操盤手熊市照賺: 大轉機/生活中難免遭遇阻礙 真正擊倒你的是態度與初衷米羅(Thomas Mir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15 約翰穆勒利用泡沫模型: 當情況變得困難的時候 堅強的人會更加勇敢地面對挑戰米羅(Thomas Mir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22 GARP送你兩億四千萬: 富人退休之後再領走三千萬 窮人慶幸自己有這四個千萬米羅(Thomas Mir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39 億萬富豪不會告訴你的事: 私房劇本∕人脈加錢脈 滾出大金脈 大勝者心中 自有一把尺米羅(Thomas Mir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46 斯坦定律讓我吃飽喝足: 善念惡靈/任何無法持續的趨勢 動能耗盡時終將停止唐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53 K線維多利亞的秘密: 暴發/低端製造業是靠品質取勝 高端服務業是靠品味取勝唐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60 內線/吃銅吃鐵吃銀行: 有毛吃到棕簑 沒毛吃到秤錘 兩腳吃到樓梯 四腳吃到桌櫃唐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77 不按牌理出牌也能成功: 在平靜的水裡 神會保佑我們 在驚濤駭浪裡 我得保佑自己唐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84 企業家孫子兵法/上市: 這世上有4種東西不能直視/一是太陽 二是下市 三與四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91 K線命運的安排 一切都準時: 天欲其亡 必先令其狂歡 天欲其興 必先令其自新錢包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891 K線命運的安排 一切都準時: 天欲其亡 必先令其狂歡 天欲其興 必先令其自新錢包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07 奇穴奇經八脈新解: 小而美是真的 高大帥罹癌風險更高 因為侏儒幾乎不罹癌巴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14 中醫藥一杯水逆齡回春: 痔瘡與癌症是孿生兄弟/有痔者事不成 有治者事竟成巴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21 中醫師基礎理論: 醫生應擁有一雙鷹的眼睛 一顆獅子的心 和一雙女人的手巴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38 <>富貴傳家: 人們是依靠行動與食物而活 而不是只靠想法與空氣存活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45 <>富貴傳家: 人的強大不在權力 人的強大不在財力 人的強大不在武力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52 <>富貴傳家: 凡有疑慮之處 要為信任努力 凡有絕望之處 要為希望盡力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69 增廣賢文致富聖經: 痛苦有加會過來 名譽會留下 辛苦無遺會過去 財富會留下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76 K線價量關係: 商場鐵律/有人賺錢 就有人賠錢 但別人賠錢 我卻都賺錢唐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83 德川家康投資術: 老虎都有獨特的紋路 沒有兩隻老虎會長得完全一樣的卿晨璟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990 K線中實戶翻轉大戶: 有錢人想的 和你想的都一樣 有錢人做的 和你做的不一樣巴樂得(Steve Ball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03 內向性格者 更接近大富: 拿A的學生當教授 拿B的學生當法官 拿C的人變合夥人巴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10 洋蔥模型K線 神操盤: 有錢的人逆齡抗老 沒錢的人步步向老 生病的人立刻就老巴樂得(Steve Ball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27 佛系理財術. 1, 彎腰賺：衛懿好鶴一杯水 命是失敗者的藉口 運是成功者的謙詞柯米(Michael C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34 佛系理財術. 2, 站著賺：打造被動式收入的超越薪水 等待主動式收入的豐盛油水柯米(Michael C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41 佛系理財術. 3, 坐著賺: 從無到有的大富有心法 有心法就有活法 有佛法就有辦法柯米(Michael C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58 佛系理財術. 4, 躺著賺: 人間最賺錢與肚量最大的事 是預知下一波熱錢派對在哪柯米(Michael C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65 佛系理財術. 5, 等大賺: 如果一味的等待 將一事無成 只有及時的收網 才能有大得柯米(Michael C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72 行為投資學: 別以為我們塞在車陣中 事實上我們自己就是塞車的原因歐謝(Sam O'She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89 千金難買早知道. 1, 目第: 黑天鵝在盤旋 灰犀牛將來襲 我們需要穩健的投資銳實力潘恩(Pere Pay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096 千金難買早知道. 2, 身鎵: 若愛得太深會失去所有榮耀 當遇到獅子一定要奉承狡猾潘恩(Pere Pay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02 千金難買早知道. 3, 老仟: 很多人一直在犯的嚴重錯誤 就是督促自己對它感到興趣潘恩(Pere Pay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19 FIRE財務獨立 提早退休. 1: 趨勢不可使盡 洪福不可享盡 便宜不可占盡 聰明不可用盡巴樂得(Steve Ball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26 FIRE財務獨立 提早退休. 2: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 方向對 方法正 累積財富就是上坡路巴樂得(Steve Ball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33 FIRE財務獨立 提早退休. 3: 美國人藏在細節裡 他們表面高風亮節 但連骨頭細節也吃巴樂得(Steve Ball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40 古狄遜定理K線回應: 我們必須在社交中累積人脈 以免自己的錢脈式微邊緣化歐謝(Sam O'She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57 韓國瑜的25個目標: 百分之百/辛苦會過去 典範會留下 美麗會過去 幸福會留下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170 中華民國道生盃全國國術錦標賽. 第十一屆 林昌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4170 中華民國道生盃全國國術錦標賽. 第十一屆 林昌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527 悅讀: 淡水河岸的學習記事. 4 丁順玲等撰文; 謝德錫主編 平裝 1

9789869596527 悅讀: 淡水河岸的學習記事. 4 丁順玲等撰文; 謝德錫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2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水社大

經史子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4007 緣旭書藝學會戊戌書法聯展作品集 呂英麟執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107 老子道德經注釋 蔡良安編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698 禪生活微理論. 第三輯 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667 手足冰冷最適用: 深度睡眠的神奇眠襪 池谷敏郎總監修;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328 無常鬼 Nofi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34335 退休的勇者們 霖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634342 我是獨角獸 澈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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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6906 十四經絡循行彩色圖錄 潘隆森編著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9766913 臨床十四經絡361穴與常用70多個經外奇穴 潘隆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797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9 胡王杰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1058 峨眉 彌勒聖地風光 大自然文化世界志工攝影;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世界總會編輯製作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8353 綠野仙蹤 L.法蘭克.包姆著; 茱莉亞.薩爾達繪; 朱浩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20359 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 從社會邊緣到劍橋博士的震撼教育泰拉.維斯托(Tara Westover)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373 叫我對大哥 OPUU兄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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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8700 寵物中醫臨床講話(簡體字版) 吳昆泰, 趙學思聯合編著 2版 精裝 1

9789869788717 獸醫針灸臨床攻略 吳昆泰, 王秀君編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沛特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群生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遊目族文化

新北市緣旭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弘企管顧問



9789869768207 是你給了我翅膀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文; 康妮.思諾克(Connie Snoek)圖; 翁莞妤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2640 頂尖甜點師的夾心巧克力經典作 旭屋出版編輯部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49 令人驚豔的夢幻剖面料理 市瀬悦子著; 莊鎧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56 私房肉料理: 今晚也要吃肉! 行正理香著; 黃美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63 沒飯可吃?那你不會吃甜麵包嗎?: 麵包專題作家x甜點研究家的奇趣對談集池田浩明, 山本百合子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70 無印良品空間規劃哲學: 營造自家獨有的簡約生活風格須原浩子作;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87 無印良品的整理.打掃.洗滌 家事哲學 X-Knowledge Co., Ltd編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794 住宅設計詳細圖集: 收錄了滿滿的珍貴設計細節手嶋保著;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00 再讀一遍!: 1000個重要發明&發現 世界文化社編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17 人體小圖鑑 島田達生監修; 蔣詩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24 星星宇宙小圖鑑 藤井旭監修; 徐承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31 宇宙用語圖鑑 二間瀨敏史, 中村俊宏著; 徳丸ゆう繪; 丁冠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48 老司機帶路!: 日本風俗店使用手冊 風俗探求編輯部作;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55 自在小鍋食光 大庭英子著; 顏雪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62 職人手作懷舊麵包 山崎豐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79 菓子研究家的創意馬芬 長田佳子等編;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886 聽音樂,練耳朵 小松正史著; 白澤卓二監修; 徐承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12893 進化的刺身料理 大田忠道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09 水果入菜: OGINO餐廳四季水果創意料理前菜.沙拉.主菜.湯品.甜點荻野伸也作;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16 今天蔬菜當主角 唐渡泰作; 林芸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23 究極拉麵賞!18家名店調理技術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謝逸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30 林亮太 色鉛筆寫實街角風景畫 林亮太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47 好療癒!設計一瓶自己的浮游花 平山里榮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54 寶寶營養常備菜: 營養師研發的健康副食品 中村美穗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61 和風彩墨二十四節氣: 淡描濃抹總相宜 酒井幸子著;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78 京都「CHIPPRUSON」天然酵母麵包憑什麼這麼好吃?齊藤知惠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85 雖然長歪了 沒關係動物圖鑑 今泉忠明監修; 蔣詩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992 國王陛下,該吃藥了! 木村美紀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05 王子殿下藥藥大冒險 木村美紀作; 松浦聖畫;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12 皇帝老爺雲遊採藥去 木村美紀作; 三木謙次畫;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29 Aya Body健身後愛上自己 Aya作; 沈俊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13036 有一天,一切都會成為你的力量 梶裕貴作;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43 連續殺人鬼青蛙男: 噩夢再臨 中山七里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50 憑什麼料理不用水?: 鑄鐵鍋神奇魔力 大橋由香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67 運動主廚x營養師: 高蛋白增肌料理 荻野伸也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74 妖怪競技場: 前所未見的夢幻對決 村上健司監修; 徐承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81 開腦洞!思考訓練題庫 笠間リョウ著; 顏雪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098 咖啡館MENU創意新開發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04 狂熱糕點師的洋菓子研究室 竹田薰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11 愜意時光: 咖啡屋風格早餐 山村光春監修;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28 烤箱陶藝課: 萌系動物小飾品 刈田妃香里作; 涂雪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35 簡單說 犬塚壯志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42 嘴巴上的邏輯學 谷原誠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59 發酵: 麵包「酸味」和「美味」精準掌控 堀田誠著; 邱顯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66 Bread Party: 宴會料理師的堅持 佐川久子作; 顏雪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73 布朗尼&古典巧克力蛋糕幸福魔法: 使用巧克力磚及喜愛的食用油即可創造出超值美味石橋香著; 蔡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197 24H台灣漫旅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03 oookickooo時尚穿搭新提案: 翻開書後再也不必為「時尚」煩惱菊池溫子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130 你無法預料的分手,我都能給你送上 小貓不愛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3

9789869703154 飛鴿交友須謹慎 黑蛋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3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愛呦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2442 我輩孤雛 石黑一雄作; 林為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459 看得見海的理髮廳 荻原浩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466 檸檬 梶井基次郎作; 李旭, 曾鴻燕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473 人生智慧箴言 叔本華(Schopenhauer A.)著; 李連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480 劍豪生死鬥 南條範夫作; 蕭雲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497 花的傳奇物語: 不可思議的前世今生 維儂.奎因(Vernon Quinn)作; 陳蒼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503 獨眼少女 麻耶雄嵩作; 邱香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510 白痴 坂口安吾作; 黃鈞浩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72534 夢的解析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 方厚升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6330 文化頑童.李敖 蔡漢勳編著 增修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201 宮原武熊的一天 蔡金鼎文字編輯; 王永成繪製 平裝 1

9789869702225 臺中公園 前世今生 林良哲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1003 井上靖的中國文學視閾 盧茂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116 沈寶春學術論文集. 古文字卷 沈寶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352 微觀類型下的受動標記研究: 基於音韻及語法介面陳菘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383 學茶筆記. 二: 隨師喫茶去 王夢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390 戰國時代的古史記憶. 虞夏之際篇 古育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550 柳園紀遊吟稿 楊君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567 馬王堆帛書醫書卷書法研究 李憲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673 平生懷抱此中留: 勞思光韋齋詩詞論文集 王隆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680 兒童文學的另類書寫 林文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697 天風應和 潤物無聲: 蕭蕭詩與詩學教育 黃金明, 陳憲仁, 羅文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27 华语文教学研究论文集 鍾國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41 新亞論叢. 第十九期 <>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58 禹貢、經筵、科舉: 宋明<>學新探 陳恆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65 修辭與考辨 王幼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72 <>讀本 張榮焜等合撰; 季旭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89 沈寶春學術論文集. 古文獻卷 沈寶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96 孝忠義 仁聖老和尚口述; 安安佛堂觀音寺諸弟子記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802 閩南語否定結構的變遷與效應: 從正反問句、動貌系統與程度結構入手蘇建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833 閩南文化研究視野下的水神與財神信仰 李淑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888 華語文閱讀教學策略研究 楊曉菁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990 鳩摩羅什: 七佛譯經師 賴志銘編撰 初版 精裝 2

9789869660990 鳩摩羅什: 七佛譯經師 賴志銘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6932 智者大師: 東土釋迦 賴志銘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6956 為我們的城市打拚: 慈濟援助厄瓜多以工代賑紀實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987 古地新機:東非伊代風災後 張麗雲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新卓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社享生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新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770 親愛的,你有掛號信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6391 陰錯陽差12小時 安美連作; 曹藝瑄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407 魔法花戒指的祕密. 2, 變身超人氣偶像歌手 ICONIX作; 張叡瑞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706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編輯小組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9702713 美髮實務 宋英姬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02720 美髮. I 宋英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737 美髮. III 宋英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744 美髮. II 宋英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768 美髮造型實務 宋英姬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3735 國考英文字彙一把抓 英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759 老師解題法學緒論(含大意) 呂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896 3Q犯罪學(概要)(申論&測驗混合題)解題書 霍華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244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558 刑事政策 霍華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4756 司法官.律師一、二試106-107考古題全解 保成名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4855 老師解題刑法 陳介中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4862 司法官.律師一試: 家事事件法、強制執行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考古題全解保成名師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916 考前30天: 警察法規概要 程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923 行政法: 爭點隨身書 古琍編著; 王為修訂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4947 台電 行政學 王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954 3Q民事訴訟法概要 解題書 何臻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4961 考前30天犯罪學、監獄學、監獄行刑法(含108年監獄官新增考科羈押法、再犯預測)五合一霍華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4978 犯罪學、監獄學、監獄行刑法 三合一全彩心智圖表霍華德, 張維軒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3247 打造超強國考記憶腦 王爵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985 民事訴訟法總論 蘇試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992 民事訴訟法攻防筆記 宋定翔, 王俊翔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5005 民法總則速成 楊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012 多元型式作文: 作文心法 洪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043 迎戰學測國寫: 作文心法 洪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050 老師解題商事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保險法)蕭雄, 雋婕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067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試題Q&A 保成名師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5067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試題Q&A 保成名師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5081 老師解題刑事訴訟法 戴蒙編著, 達克修訂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098 票據法(內容+測驗)二合一 裕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104 考前30天: 鐵路運輸學概要+鐵路法+口試三合一韓新, 鄭鑫, 張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111 國際私法 廖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128 民事訴訟法攻防筆記 宋定翔, 王俊翔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815135 考前30天 刑法(總則+分則) 柳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142 老師解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2 in 1 江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159 企業管理(含管理學)必k600組關鍵考點 藍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166 老師解題民法(財產法) 宋定翔, 王俊翔, 寶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173 刑法總則速成 楊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180 家事事件法: 曙光乍現 蘇試編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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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保成

送存冊數共計：4

愛孩子愛自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苗文化



9789864815197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組) 保成名師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5203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5234 行政法攻防筆記 張小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258 考前30天 民法 茶碗蒸, 大腸頭, 雪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265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 李安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5272 警專入學考試: 1000個常考英文單字 Riemann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5289 警專入學考試: 常考物理.化學定理公式 張力升, 陳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296 不怕面試官求職口試教戰守則 張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319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805 透明的日子.陳新倫 水彩畫 陳新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080 增上生道 日常老和尚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4097 增上生道(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630 悲智雙運看人間. 第三集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9188692 悲智雙運看人間. 第4集 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8302419 悲智雙運看人間 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875 穿越易經: 地球.生命.人類.文明的百科全書 王又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882 穿越易經. II: 數學.天文.物理.化學的科學史 王又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7899 簡單53招,身體變輕盈,生活沒煩惱 妃迷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6909 胡璉評傳 王禹廷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688 舞初心: 曹金鈴返璞收圓的人生 曹金鈴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1336794 匣心記 伍倩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1336800 匣心記 伍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1336824 匣心記 伍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1336831 匣心記 伍倩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861336848 人間條件. 6, 未來的主人翁 吳念真編劇.導演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36855 七個會議 池井戶潤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879 狗狗的旅程 布魯斯.卡麥隆(W. Bruce Cameron)著;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886 非凡韌性: 釋放傷痛,不再偽裝,從逆境中找到更強大的自己梅格.潔伊(Meg Jay)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886 非凡韌性: 釋放傷痛,不再偽裝,從逆境中找到更強大的自己梅格.潔伊(Meg Jay)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893 我啊,走自己的路 若竹千佐子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909 擺譜: 看圖照著擺,零廚藝無油煙的10分鐘美味料理上田淳子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23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傳記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音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傳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3

慎信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音有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4365 幻獸藝術誌: 龍族傳奇 威廉.歐康納作; 陳岡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372 奇幻世界場景&人物設計講座 藤ちょこ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389 數位藝術家的素描簿. vol.3, 奇幻人物篇 3D Total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396 數位藝術家的素描簿. vol.4, 機器人&太空船篇 3D Total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402 東京打卡通 昭文社編集;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419 貓熊老師的心理學圖鑑 Pawpaw Poroduction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426 香料入門教科書 水野仁輔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525 畫漫畫一定要懂的素描基礎 噠噠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556 大阪打卡通 昭文社編集作; 張翡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563 日本神樣解剖圖鑑 平藤喜久子作;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570 寺院佛像手繪圖鑑 さとう有作, 重信秀年, 田中治郎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587 動漫構圖全攻略 松岡伸治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4600 美少女漫畫入門,這本就夠了! 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028 道門如意心經 玅濟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336 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錦江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329 戀戀桃仔園. 第八屆: 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李訓清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661 微積分 蔣俊岳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30685 離散數學 戴顯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692 當代物流管理: 理論與實務 李宗儒等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30708 以「體驗」、「對話」、「實做」翻轉文學通識課堂風景教學實務報告陳憶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715 基礎無機化學 梁碧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0722 實用深度學習 謝哲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739 噪音控制與防制 劉嘉俊, 盧博堅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30746 戲魂不滅: 玉泉閣布袋戲團研究 楊雅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753 商業遊憩管理 周明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760 Precalculus 李致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777 基礎測量平差法 尤瑞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784 現代企業會計. I 陳碧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807 帶著3A去旅行: 轉角遇見美 倪玉珊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6925 觀光行政與法規 賴瑟珍, 吳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216 Kubernetes錦囊妙計 Sébastien Goasguen, Michael Hausenblas原著; 林班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414 Beyond Bullet Points: 跳脫框架,用視覺說故事,以小搏大的逆轉勝簡報術Cliff Atkinson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483 完全圖解Python程式設計 Carol Vorderman原著; 黃詩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69513 秒懂前端行動網頁設計: Sublime+VS code+Bootstrap+CSS3+HTML5+Cordova專案實作蕭國倫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698 WordPress架站的12堂課: 網域申請x架設x佈景主題x廣告申請張正麒, 何敏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711 PHP、MySQL與JavaScript學習手冊 Robin Nixon原著; 賴屹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728 CCNA Routing and Switching ICND2 200-105專業認證手冊Wendell Odom原著; 陳禮運, 張正緯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道家法淨山太清修善院



9789864769773 智慧商務 劉文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27 用Visual Basic學程式設計運算思維(適用VB 2017/2015)李啟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58 全新制TOEIC這樣考: 聽力+閱讀All in one 5回模擬試題Park Younwoo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865 Java SE11與Android 9.x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72 顧客關係管理: 涵蓋叡揚Vital CRM國際專業認證陳美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896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最強考衝特訓班: C/C++解題攻略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9902 深入淺出Python Paul Barry原著; 蔣大偉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9919 CSS大全 Eric A. Meyer, Estelle Weyl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926 簡潔的Python: 重構你的舊程式 Mariano Anaya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933 鍛鍊你的數學腦: 讓你寫出簡單快速的70道進階解題程式增井敏克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964 圖解Linux核心工作原理: 透過實作與圖解學習OS與硬體的基礎知識武內覺原著; 楊季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971 超圖解!認識AI人工智慧的第一本書 大西可奈子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988 企業級區塊鏈技術開發實戰 蔡亮, 李啟雷, 梁秀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9995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 Illustrator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071 夏七醬的無敵Q萌塗鴉本 夏七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088 楊比比的Photoshop人像後製 楊比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095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8啟用)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101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8啟用試題)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118 專案管理: 結合實務與專案管理師認證 劉文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20125 Python 3.x程式語言特訓教材 蔡明志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0132 趣學演算法: 50種必學演算法的完美圖解與應用實作陳小玉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149 跟著實務學習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jQuery Mobile、Bootstrap 4&Cordova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156 戰勝C語言 蔡明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0224 深入學習JavaScript模組化設計 Nicolás Bevacqua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231 Autodesk Inventor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含Inventor 2016-2018認證模擬與解題)邱聰倚, 姚家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248 樂高機器人創意寶典. LEGO Boost篇 五十川芳仁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255 TQC人工智慧應用與技術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262 深度學習: 內行人的做法 Josh Patterson &Adam Gibson著；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279 親子必備簡單旅行英語: 只要9招,連小學生也會用!Ha Young Son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286 戰鬥紙陀螺: 只要3張紙,我的帥氣陀螺就誕生了!四方形大叔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293 金融數據解密 Justin Pauley原著; 陳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309 每天15分鐘!日語自學入門聖經! SIWONSCHOOL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316 療癒女神的色鉛筆簡單練習本 徐汝珍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323 學好跨平台網頁設計: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與Bootstrap4超完美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0330 DevOps三十六計 DevOps時代社區原著; 陳正瑋審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347 Python程式設計技巧: 發展運算思維(含「APCS先修檢測」解析)溫嘉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354 LINE Bot與人工智慧辨識開發實戰 董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361 VMware vSphere 6.7私有雲建置實戰 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460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477 創新與創業管理: 結合創業經營核心能力指標國際認證劉文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484 Practical Network Automation中文版: 使用Python、Powershell、Ansible實踐網路自動化Abhishek Ratan原著; 陳煒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491 Azure雲端服務滲透測試攻防實務 Matt Burrough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07 比特幣標準: 中央銀行的去中心化替代方案 Saifedean Ammous原著; 吳國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14 文書處理Word 2016一切搞定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21 簡報處理PowerPoint 2016一切搞定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38 Photoshop X Illustrator X InDesign商業平面設計一次搞定楊馥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45 C++程式設計入門 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69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108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76 人機對決: 謝絕速食演算法,讓人工更智慧 Gojko Adzic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83 職安一點通: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定完全掌握 蕭中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590 Web API建構與設計 Amir Shevat, Brenda Jin, Saurabh Sahni原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06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8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13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8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20 實戰TensorFlow x Keras工作現場開發 太田滿久等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37 Docker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Ken Cochrane, Jeeva S. Chelladhurai, Nee原著; 何敏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44 電子商務實務200講: 電子商務基礎檢定認證教材林文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51 我也要當YouTuber!百萬粉絲網紅不能說的秘密: 拍片、剪輯、直播與宣傳實戰大揭密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68 剖析Google Analytics: 從報表理解到實作 Harris先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0675 Deep Learning. 2: 用Python進行自然語言處理的基礎理論實作斎藤康毅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82 廣角鏡終極使用指南: 風景x街拍x建築x移軸鏡使用Chris Marquardt原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699 會計人的Excel小教室. 進階篇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750 Python基礎必修課(含MTA Python微軟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767 AKILA魔法教室: Scratch 3程式積木創意玩 王麗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781 遊戲思維: 像熱門遊戲的設計開發一樣,讓玩家深度參與你的產品創新Amy Jo Kim原著; 孫豪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798 Python零基礎入門班: 一次打好程式設計、運算思維與邏輯訓練基本功!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0804 Python駭客密碼: 加密、解密與破解實例應用 Al Sweigart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811 什麼都能畫! 羅羅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828 電腦網路原理(含微軟MTA網路管理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范文雄, 吳進北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20835 Excel VBA實戰技巧: 金融數據x網路爬蟲 廖敏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842 TQC+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pp Inventor 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0859 跟我學Office 2019 劉緻儀, 江高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866 2020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927 Microsoft MOS Outlook 2016原廠國際認證應考指南(Exam 77-731)劉文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934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檢定完全掌握蕭中剛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0941 DevOps Handbook: 打造世界級技術組織的實踐指南Gene Kim原著; 沈佩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0989 SQL語法查詢入門: 挖掘數據真相,征服大數據時代的第一本書Anthony DeBarros原著; 林班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009 會計人的Excel小教室 贊贊小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1016 Python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1030 小孩最愛超可愛塗畫本 Won A Young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047 小孩最愛超酷炫塗畫本 Won A Young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054 別說你不懂理財!善用Python幫助你投資獲利,改善財務Max Humber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061 Vue.js 2前端漸進式建構框架實戰應用: 完美搭配Boortstrap4與Firebase黃聰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078 持續API管理: 在不斷演變的生態系統中做出正確決策Mehdi Medjaoui等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085 軟體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 顏春煌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21115 威力導演17: 創意影音剪輯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146 跟我學Photoshop CC: 一定要會的影像處理技巧(適用Photoshop CC2019-2014/CS6)郭姮劭, 何頌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1160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中文介面)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383 生態學 Michael Begon, Robert W. Howarth, Colin R. Townsend原著; 王巧萍等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659390 基礎數學 徐世敏, 劉珈銘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645 葳格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八輯 林紫涵, 張世昌, 陳鳳麗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9661652 葳格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九輯 林紫涵, 張世昌, 陳鳳麗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402 又見比翼雙飛: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楊堯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684 審計學原理 蔡信夫, 林惠雪, 黃惠君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622691 會展管理概論 錢士謙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9686815 期貨與選擇權: 金融創新個案 陳威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822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9686839 財政學 許義忠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686846 企業倫理 林丙輝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86853 國際金融與匯兌 徐俊明, 黃原桂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686860 稅務會計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教育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95

送存冊數共計：95

滄海圖書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葳格高中



9789869686877 證券投資分析實務: 個股基本面分析 曾凱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891 保險學: 經營與監理 鄭濟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208 財務管理個案: 策略與分析 鍾惠民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215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宇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9745222 投資學: 理論與實務 徐俊明著 第9版 平裝 1

9789869745239 投資學: 基礎與應用 徐俊明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9745253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宇編著 6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711 島嶼漫遊: 10大療癒旅行 林崇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635 莊子新譯 (戰國)莊子著; 俞婉君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642 天工開物 (明)宋應星著; 周游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659 慢慢才知道,日子原來可以這樣過 何睿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666 一位父親勝過一百個老師 切斯特菲爾德著; 宮智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673 日本的智慧 馮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911 論荊楚文化與一帶一路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928 企業八卦的陰陽經營觀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686 超效率學測生物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194693 超效率學測國文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677905 超效率學測公民與社會總複習及測驗 陳威亨, 楊順富, 瑞華文化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912 超效率學測地理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929 超效率學測地球科學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677936 超效率學測物理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677967 超效率學測歷史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677974 超效率學測化學總複習及測驗 瑞華教育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577142481 超效率學測英文總複習及測驗 李家順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404 獎出一片天 直銷世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41666 最新病理學 曾岐元作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5222 北台的生態綠化 陳玉峯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253 小熊玩數學 謝明芳編; 胡家琪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260 小熊念兒歌 謝明芳主編; 邱千容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277 黑馬好?還是白馬好? 謝明芳文; 南君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傳智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匯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華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裕隆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視野New Vision



9789576085284 大樹跤 石晏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291 來食台灣米 石晏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307 水果香 謝明芳,石晏如主編; 胡家琪美術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314 小布丁愛偷聽 兔子波西文; 何雲姿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49082 懶人圖解簡報術: 把複雜知識變成一看就秒懂的圖解懶人包林長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49105 大腦減壓的子彈筆記術: 用Evernote打造快狠準任務整理系統電腦玩物站長Esor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1859 職業咖啡師 韓國NCS基礎教科書. vol.2 尹善熙等作; 黃薇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866 經典法式廚藝: 法式主廚的料理技藝 谷昇作;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873 酥炸天婦羅 近藤文夫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880 姿勢回正!: 83個一線物理療法 藤繩理, 高崎博司作;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910 透視人體圖鑑 梶原哲郎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927 居家系甜點食譜: 45種家常點心手帖 Murayoshi Masayuki著; 木木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307 三狼奇案與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的童話冒險西方篇聶傳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91314 倒著說晚安 葉雨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91321 靈魂祕笈. 六: 飛越第六感: 找到自己的靈魂特質郭德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91338 銷費者!: 在共享的時代,我們邊買邊賺 劉儒遠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900 天堂人間 情詩 Woof Woof著; 統一數位翻譯股份有限公司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3675 魂囚西門 九色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850 9又1/2樁完美謀殺案 亞歷山大.史帝芬斯(Alexander Stevens)著; 葉怡昕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867 世界的盡頭我的女友 金衍洙著; 胡絲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874 其實我會怕: 孤鳥鬥士蔣月惠的傳奇人生 郭顯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905 冷戰、霸權秩序與兩岸外交 蔡東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929 活著的圖書館 金二鏡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943 無政府主義及其他論文 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著; 許慧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4980 雙月緣 狼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997 雙玉緣 狼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05 城堡裡沒有王子 謝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12 腹黑總裁好心機 葛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29 愛你一刀未剪 齊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36 親愛的,你被我設計了! 席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43 枕邊的男人 席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50 那樣的女子 伍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67 雙恩緣 狼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74 伏妖記之銀月映蒼穹 綠綺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鉅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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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電腦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724 聖經和合本(直排神版.紅字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731 聖經探險. 新約篇 司德曼(Ray Stedman)著; 橄欖編譯組, 靈命日糧事工編譯組譯增訂版 精裝 1

9789865801748 聖經探險. 舊約篇 司德曼(Ray Stedman)著; 橄欖編譯組, 靈命日糧事工編譯組譯增訂版 精裝 1

9789865801762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779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809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816 阿伯特: 猶太智慧書 阿丁.施坦澤茲詮釋; 張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931 峰迴路轉: 自我回歸的生活美學 楊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948 我的香草花園和香草料理: 隱匿於現代城市的私人桃花源楊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734 三字經釋譯 鄭鐵城述解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9741 三字經釋譯(簡體字版) 鄭鐵城述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24499 亂世行春秋事: 戴笠與中國特工(1897-1936) 孫雨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505 紅色帝國的邏輯: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張博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529 晚清民國聞見錄: <>、<>、<> 陳灨一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522 禪與中國文化(簡體字版) 張尚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58539 禪門小品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658553 禪門小品 張尚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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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2475 阿含證果道次第緣起法 大願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42482 阿含證果道次第緣起法 大願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042499 阿含證果道次第緣起法簡介 度悟比丘尼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706 現見因緣法簡介 智光比丘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713 七覺支分享: 身念處 大願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7228 重塑自己的力量 卡羅.海渥特, 琳達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259 聰明的女人會把小錢變大錢 莉莉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280 會經營自己的女人最幸福 林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334 論語人生管理學 趙雪章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7341 水滸傳 施耐庵著; 徐凡注釋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67365 水滸傳 施耐庵著; 徐凡注釋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67358 水滸傳 施耐庵著; 徐凡注釋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楊塵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彰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聖經資源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202 走出否認,進入神的恩典 貝約翰(John Baker)著; 岳景梅譯 平裝 1

9789869776219 做一份誠實的屬靈清單 貝約翰(John Baker)著; 岳景梅譯 平裝 1

9789869776226 修正與神、自己,和他人的關係 貝約翰(John Baker)著; 岳景梅譯 平裝 1

9789869776233 幫助別人時,自己也在基督裡成長 貝約翰(John Baker)著; 岳景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089 B2B實例廣告聖經: 再高價、再難賣的商品都能賣!村中明彥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49337 家長指引 卡比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49450 司茶皇后 意千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749467 司茶皇后 意千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749474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13 1

9789578749481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1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2746 英語10000句,行走全世界: 你想要的表達方法都在這[源樺出版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865962753 學好英文單字: 先讀美國小學課本 源樺出版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865962760 學好英文閱讀: 先讀美國小學課本 源樺出版編輯部著 其他 1

9789865962777 日語輕鬆學: 情境圖像記憶法 坂野治, 朴世利, 金志珉著; 李浩譯 其他 1

9789865962784 全民英檢中高級必考單字書 Jim Foster, Christine Webb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7424 新學林分科六法: 勞動法 黃程貫, 張義德主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8438 民法物權 鄭冠宇著 八版 精裝 1

9789862958445 民法總則 鄭冠宇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2958834 圖解知識六法: 刑法. 總則編 曾淑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926 不動產估價概要 邱準, 棨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9039 警察法學研究 林明鏘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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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59145 漁業法 黃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176 刑法分則題型破解 歐啪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183 如何開公司: 創業者教戰手冊 尤英夫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9190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9206 刑事制裁: 犯罪後之刑法回應 馬躍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213 語法動起來 戴金惠, 姚瑜雯, 于麗萍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220 上榜模板 民法物權 一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237 逆音: 現代詩人作品析論 楊宗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251 家事事件法論 許士宦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9268 空服漢語(簡體字版) 李育修, 曾金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275 民事訴訟法 許士宦著 增訂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9282 有一日咱若老: 高齡者的生活法律白皮書 陳慶鴻, 楊媛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305 2018年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評析: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五卷姜世明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312 上榜模板身分法 一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329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5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9343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9350 上榜模板民總、債法 一芳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源樺

送存冊數共計：7

愛鄰舍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樂園



9789862959367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黃程國, 里昂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9381 多用圖法典: 公司法 齊軒, 李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398 行政法 吳志光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9442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9459 IB國際文憑與中文教學綜論 蔡雅薰, 余信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473 物權法題型破解 唐浩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9527 票據法關鍵選擇 孟齊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9541 刑法總則修正十年之回顧與前瞻 陳俊偉等作; 吳俊毅, 薛智仁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558 高齡化社會法律之新挑戰: 以財產管理為中心 黃詩淳, 陳自強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9565 憲法題型破解 姚明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9602 上榜模板刑法總則 周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633 公司法論文集. II: 特殊交易型態與資訊揭露 黃朝琮著 2版 平裝 1

9789862959626 公司法論文集. I, 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 黃朝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9657 身分法題型破解 大邁, 雷霸龍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536 先求穩,再求奇: 曾國藩的內功與外功 張宏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543 光之魔術師: 伊爾科的人像攝影技法 伊爾科.亞歷山卓夫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574 陰陽師的超強開運術 幸輝作;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581 王朝的家底 波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598 RX-78-2鋼彈機體模型改造指南 草刈健一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118 Cosplay道具實作攻略 秋元步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125 日本妖怪大百科 山口敏太郎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411 梁皇寶懺(漢語拼音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459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九年. 春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2466 人生必遇: 深心願行在慈濟 林碧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2473 慈濟的故事: 「信 願 行」的實踐. 壹, 靜思 邱淑絹, 王慧萍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2480 慈濟的故事: 「信 願 行」的實踐. 貳, 善護 凃心怡等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440 公司治理的十堂必修課: 一次看懂董事會如何為公司把關、興利及創造價值陳清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457 未來投資大趨勢: 人口老化、氣候變遷與科技創新元大投信團隊策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2184 走出森林的小紅帽 韓煦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207 風中的呼喚 黃友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290 口罩 福井智文; 林菜摘子圖; 吳佩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412 無可限量: 神眼中的教會 楊永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429 天生完美: 神眼中的我們 楊永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436 從頭到腳都可愛 萊絲莉.帕羅特(Leslie Parrott)文; 艾絲泰勒.柯克(Estelle Corke)圖; 陳銘驤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443 理髮師學禱告 史普羅(R. C. Sproul)文; 萊弗利.福魯哈迪(T. Lively Fluharty)圖; 魏筱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467 華人回家: 創世紀與華人先祖 莊東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474 重生與十字架 朴淳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498 別有洞天 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文圖; 徐方璇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樺盛國際商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楓樹林



9789864002504 如果你想呼呼大睡 潔琪.阿祖兒.克萊瑪文; 麗莎.布蘭登堡圖; 郭騰傑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511 街頭智慧: 所羅門王破解人生難題12招 米契克魯斯(Mitch Kruse), D.J.威廉斯(D. J. Williams)作; 孫秀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528 讓講道活力再現: 從困境到恩典的四頁講道法 保羅.威爾森(Paul Scott Wilson)著; 賴皇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535 奇異恩典 殷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559 直奔標竿: 成為目標導向的教會 華理克(Rick Warren)作; 楊高俐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566 愛 張蓬潔文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4002573 小火花的夢 梅露琳.蒂麗(Melusine Thiry)文圖; 葉俊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580 神賜大能 華理克(Rick Warren)著; 吳蘇心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597 難題神解 華理克(Rick Warren)著; 吳蘇心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03 聖潔性戀: 性戀沒有灰色地帶 袁幼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27 天父 張蓬潔文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4002306 留在世界邊緣: 「入世而不屬世」的十架真理 曾劭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823 動力小船駕駛人教本 蘇東濤, 慈復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645 智者大師: 東土釋迦 賴志銘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645 智者大師: 東土釋迦 賴志銘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652 24節氣聞思修 潘翠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26676 鋏蠓大爺的告白 朱紹盈作; 泳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6683 恙蟲特攻隊 蔡斗元, 楊筱惠作; 傅于珊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435 用數字做決策的思考術: 從選擇伴侶到解讀財報,會跑Excel,也要學會用數據分析做更好的決定GLOBIS商學院著; 鈴木健一執筆;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442 企業改造: 組織轉型的管理解謎,改革現場的教戰手冊三枝匡著; 李友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4466 百辯經濟學 瓦特.布拉克(Walter Block)著; 齊立文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24473 自律就是自由: 輕鬆取巧純屬謊言,唯有紀律才是王道。喬可.威林克(Jocko Willink)作;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480 向上管理.向下管理: 埋頭苦幹沒人理,出人頭地有策略,承上啟下、左右逢源的職場聖典蘿貝塔.勤斯基.瑪圖森(Roberta Chinsky Matuson)著; 吳書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497 科技選擇: 如何善用新科技提升人類,而不是淘汰人類?費維克.華德瓦(Vivel Wadhwa), 亞歷克斯.沙基佛(Alex Salkever)合著; 譚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8609 高績效教練: 有效帶人、激發潛力的教練原理與實務約翰.惠特默爵士(Sir John Whitmore)著; 李靈芝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8647 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2: 兒童的人格教育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彭正梅, 彭莉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953 無語良師. 101, 模擬手術教學 曾國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960 大學生海外服務與人文關懷實踐: 以慈濟川愛志工隊為例何縕琪作 平裝 1

9789867625977 無語良師. 103, 大體解剖教學 洪伶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025 小綠公主 謝麗華文字; 陳皆吟, 許緯芳等繪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608 專為中高齡設計的強膝健骨養生功: 國家級教練教你一日10分鐘,關節不退化、骨質不疏鬆、肌肉不萎縮李筱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615 增肌減脂健身餐: 一碗搞定!人氣健身女孩May的56道高蛋白、高纖料理,餐餐簡單、美味、吃得飽還能瘦劉雨涵作 平裝 1

9789869648622 棉花糖女孩的時尚穿搭: 渡邊直美御用造型師教妳只要選對顯瘦基本款,厚片女也可以超有型!大瀧彩乃著; 葉明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639 365天の基本款穿搭術: 800萬人都在追!日本頂尖部落客教你只用UNIQLO,穿出平價高質感Hana著; 胡汶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經濟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新點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11023 新黨新政新希望: 政策白皮書 新黨政策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034 搭配詞的力量. 名詞篇 王梓沅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8431843 6個月聽懂義大利語 江書宏、吳若南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431898 一玩再玩!東京怎樣都好玩 談曉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31904 開朗歐巴的手指旅遊韓語 盧開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431935 那些年,當我們嚕在一起: 山林、青春,以及橘色制服的嚕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嚕啦啦社會服務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31942 新日檢N1聽解30天速成!(升級版)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578431966 手繪風素材集: 動物好友的日常生活 曾雅芬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8431973 北海道三都物語: 跟著Google Maps遊札幌、小樽、函館林潔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31980 基礎英語必修1200單字速成 王忠義著 修訂1版 其他 1

9789578431997 流利法語的157個關鍵動詞Des Verbes pour Le DireAlain Monier(孟尼亞)著; 黃雪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086 第一次手作皮革就上手 采芊文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093 道地日語100話,1秒變身日本人 林潔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38109 偽在地人的土耳其旅遊書. 2019年版 高珮倫, 魏宗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7420 斷食八講: 空腹調體質,排毒一身輕 陶紅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75 老年人慢性病防治與居家護理400問 王曉娟, 戴秀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82 子曰: 孔子精選200句 沈智, 王德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99 象棋真有趣: 我的第一本象棋書 黃少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29 決勝控制力: 華頓商學院的王者養成課 穆臣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43 神與英雄的故鄉在西藏: 圖解唐卡神話傳奇 瓊那.諾布旺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50 圖解照膽經: 千古相術寶典 紫府真人原著; 許頥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67 想歪囉: 優質成人笑話特選輯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74 居家風水不求人: 風生水起好運來 陳泰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81 圍棋自學手冊. 布局篇 杜維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987 結構學<> 林盈收, 林冠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994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54008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54015 材料力學<> 林盈收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4039 建築技術規則 池體演等編輯 八版 平裝 1

9789869649285 圖解營建法規. 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令篇池體演等編輯 九版 平裝 1

9789869649292 建築技術規則(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105年納入彙編之解釋函令). 108年版池體演等編輯 九版 平裝 1

9789869755108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07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115 建築結構系統 池體演, 郭文賓主編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060 熱帶季風. VOL.3 高妍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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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9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9789578843233 若望.孟高維諾在華與其聖德聲譽 盧會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264 EU, the reluctant state: some eclectic reason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歐陽永樂(Manuél E. Delmestro)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318 茫宗無序: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小說創作集. 第25屆鄭印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325 台灣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9 尤政平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196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永續. 2018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9168 花綻凝香: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19 黃惠婷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714 丁酉年(2017)外埔區廍子里土城里祈安三獻大法會: 錯過今年,得再等十年的水醮!李澄清, 張慶宗, 柯文成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9989 玄修法語. 第十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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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04963 2019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市石雕協會第七屆會員聯展作品集林書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122 育仁校刊. 第三十八期 盧作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529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 李炳南老居士編 平裝 2

9789869732543 印光法師文鈔選讀 印光法師編述; 李圓淨居士選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2035 漫談. 第一集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1121 臺中市華夏書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二0一九年 江英茂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華夏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真言宗普賢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石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育仁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廍子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玄修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應美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花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宗教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9147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巡迴展專輯. 2019 林中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09147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巡迴展專輯. 2019 林中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103 豐田里老照片專輯. 首部曲 邱小娟等採訪.文字紀錄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510 中藥執業十全大補秘笈 王儀絜, 黃世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926 貝貝玩顏色(全新注音版)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 徐硯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933 貝貝認形狀(全新注音版)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 徐硯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219 心性寫作課程抒記. 2017 陳勁榛, 張瑞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102 神祐同安寮: 十二庄請媽祖宮廟與神祗誌 施坤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0102 神祐同安寮: 十二庄請媽祖宮廟與神祗誌 施坤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682 梧棲青少年新詩大展. 2019 紀堃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082 彰化縣影展攝影年鑑. 2018 卓淑貞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001 筆墨畫魂傳博愛: 李奇茂大師作品集 陳國興, 陳俊穎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709 快樂鍵盤教本. Q比篇 洪瑩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3947 N1高階課程 繁田礼二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妙兒多文理技藝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繁田塾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十信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同安寮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梧棲藝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文設計實驗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藥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9789868353954 N2中階課程 繁田礼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53961 N3進階課程 繁田礼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53978 N4初階課程 繁田礼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53985 N5基礎課程 繁田礼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066 真率之約: 社區美學教育系列: 南港美學論壇. 第八屆曹錫智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8228 兒童美術的理念和指導101答客問 蒯美瑛, 李英輔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453 境俱境的建立清晰明鏡 克主錦巴達傑作; 洛桑蔣千, 滇津丹達編譯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348 90%疾病都是營養不足惹的禍: 營養師才懂的專屬男人營養學李馥, 曹麗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355 在家吃泰國菜: 45道泰式河粉料理 Sangdad Publishing Food Team作; 郭庭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379 超神奇!腸道減齡法 胡維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131 第一屆「音為愛」合唱獨唱詞曲創作比賽得獎作品曲集謝宇婷等作曲; 吳彥霖, 鄭以琳, 王亨宇作詞; 鄭聿恬製譜編輯[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99 ITIA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82 城市美學. 2018: 市民寫城市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諶湛等作; 馮美瑜, 鄭任汶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4182 城市美學. 2018: 市民寫城市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諶湛等作; 馮美瑜, 鄭任汶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101 台北國際攝影沙龍. 2018第四十二屆 顏麗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697118 台北攝影年鑑. 2019 顏麗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029 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吳淡如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4036 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吳淡如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4043 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莊典亮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4067 水滸傳 施耐庵原著; 莊典亮改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聚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室內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新創美藝術教育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781 龍騎士大冒險 洪宏作; 日光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04 黛兒公主的魔法寶石 寧寧作; 詩詩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11 不存在的小偷 徐瑞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28 安琪兒的魔法故事書 米雪兒作; 綺霏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35 何處是兒家 汎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42 妖怪書包之小島傳說 曉君等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59 奇奇變聲秀 曾若怡作; 卡卡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66 最後致意: 退場記精選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橋奇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73 被遺忘的記憶 徐瑞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80 營養午餐不白吃 余益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897 鴿子灰頭的飛翔夢 邱素青作; 楊琇閔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4353 好臭!大便!: 不可思議動物圖鑑 今泉忠明監修;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377 日本語核心慣用語600句 尾崎達治著;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384 我的第一本德語會話自學書: 打入德國人生活日常的3500句德語會話金保亨作; 陳慧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391 圖解萬用英語單字句型自學書 Proud出版社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407 圖解萬用韓語單字句型自學書 Naritha Sukpram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414 新制多益高效得分: 最新閱讀測驗解題大全 朴惠映, 全志媛著; 葛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421 新制多益高效得分: 最新聽力測驗解題大全 李秀龍著; 葛增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3735 用英語聊美食(生活飲食+聚會節慶+職場餐飲三書裝)Pei-Lin Lee, lain Findlay Melville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6106 誰來幫我擦藥藥? 約格.穆勒文.圖; 李紫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137 之間: 誠品創辦人吳清友的生命之旅 吳錦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144 約翰醫生的動物醫院 伊東久子文; 高畠純圖; 周姚萍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151 好多多商店超人 大串勇二文.圖; 賴庭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168 媽媽的魔法包包 橫路惠子文; 中澤久美子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342 綠火腿加蛋 蘇斯(Seuss)作; 賴慈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366 工程設計, 原來如此! 夏儂.韓特(Shannon Hunt)文; 詹姆士.格列佛.漢考克(James Gulliver Hancock)圖; 張容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373 決定了!你就是我的媽媽 信實文.圖; 陳瀅如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380 徹底坦率: 一種有溫度而真誠的領導 金.史考特(Kim Scott)著; 吳書榆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397 用點心學校. 1, 用點心學校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410 液體: 流經生命的美酒、海浪、煤油、眼淚、液晶......馬克.米奧多尼克(Mark Miodownik)著; 賴盈滿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434 轉角就郵愛: 從特色郵局出發 找回書信傳情的美好時代江瑞庭等作; 羅德禎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434 轉角就郵愛: 從特色郵局出發 找回書信傳情的美好時代江瑞庭等作; 羅德禎主編 第一版 平裝 3

9789864796441 不要舔這本書 伊丹.班-巴拉克(Idan Ben-Barak)文; 朱利安.佛洛斯特(Julian Frost)圖; 戴淳雅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458 甘地教我的情商課 阿倫.甘地(Arun Gandhi)著; 李康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465 用行動帶來希望: 賴清德的決策風格 郭瓊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472 小小科學人: 100食物大發現 山姆.巴爾(Sam Baer)等文; 費德里柯.馬里亞尼(Federico Mariani), 帕爾可.波羅(Parko Polo)圖; 鄭方逸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489 誰偷走了女王的影子?: 不一樣的動物視覺 西貝爾.楊(Cybèle Young)文.圖; 林大利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496 大象的孩子 林滿秋著; 許臺育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502 在想像中遇見詩 林世仁文; 右耳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519 恆毅力的七堂課 尚恩.楊(Sean D. Young)著; 譚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526 勇往直前: 引爆創想,重寫你的故事 貝絲.康斯塔克(Beth Comstock), 塔爾.拉茲(Tahl Raz)著; 廖月娟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533 漂流途中: 司馬家的流浪生涯 唐嘉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540 異見的力量: 心理學家的7堂決策思考課 查蘭.內米斯(Charlan Nemeth)著; 王怡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571 是誰搶走了我的名字? 塔西亞(Tàssies)文.圖; 吉光譯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語言工場

福地



9789864796588 小捲毛的壞心情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文; 馬修.佛賽(Matthew Forsythe)圖; 黃聿君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595 新發現高麗菜星動物圖鑑 tupera tupera監修; 陳瀅如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601 漢字奇兵 張之路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618 做事的人: 張善政的斜槓探索人生 張善政著; 吳錦勳採訪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625 把老去的每一天,都噗!地笑出來: <>日劇原作女王柴門文的笑中帶淚日常柴門文著; 蘇文淑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632 我家在海邊 瓊安.史瓦茲(Joanne Schwartz)文; 席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649 蠟筆小黑 中屋美和文.圖; 米雅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6656 蠟筆小黑的神奇朋友 中屋美和文.圖; 米雅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6663 蠟筆小黑找妖怪 中屋美和文.圖; 米雅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6670 蠟筆小黑和小小白 中屋美和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717 打造爆紅影音 凱文.艾樂卡(Kevin Allocca)著; 周宜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724 柿子色的街燈 陳素宜文; 孫心瑜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731 AI新世界 李開復作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6748 破案天才傑克. 1, 極地先峰 比爾.奈(Bill Nye), 古格里.蒙(Gregory Mone)著; 黃琪瑩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75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杉山佳奈代文.圖; 畠山重篤監修; 蘇楓雅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6779 陌生的美麗: 突破日常的人文力量 張錯等著; 李桂芬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786 林海音童話故事 林海音作; 孫心瑜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793 單車環島,停不了: 台灣、四國、琵琶湖、能登半島......一青妙著; 張雅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809 小小猴找朋友 賴曉珍文; 王書曼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816 追鷹的孩子 吉兒.露薏絲(Gill Lewis)著; 黃聿君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823 職來職往. 2, 笑傲職場的有異與無常 馬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830 算盤法拉利 陳昇群文; 傅馨逸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854 諾貝爾大師短篇小說選 泰戈爾等作; 張子樟選編.賞析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861 世界文學大師短篇小說選. 亞洲、美洲篇 有島武郎等作; 張子樟選編.賞析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878 世界文學大師短篇小說選. 歐洲篇 阿拉爾孔等作; 張子樟選編.賞析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6885 愛,使生命動聽: 喬安娜讓4000個孩子走出寂靜(全新增修版)謝其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892 十種人性: 我們與善、與惡的距離,各有多遠? 狄諤斯(Dexter Dias)著; 陳義仁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915 金牌業務: 9種心態+8項技巧,決定你的業績表現安東尼.伊安納里諾(Anthony Iannarino)著; 吳書榆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6939 我的餐盤: 北醫營養權威量身打造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30925 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繪卷: 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記錄塩澤亮作; 張良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949 文明開化來了: 與路上觀察之神一同翻閱明治時期的生活畫卷林丈二作; 鳳氣至純平, 許倍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956 參勤交代: 江戶幕府的統治關鍵 安藤優一郎著;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970 近在身邊的日本工藝 三谷龍二著; 陳令嫻,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987 物語日本史 平泉澄著; 黃霄龍, 劉晨, 梁曉弈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80006 物語日本史 平泉澄著; 黃霄龍, 劉晨, 梁曉弈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30994 物語日本史 平泉澄著; 黃霄龍, 劉晨, 梁曉弈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80020 幕末長州: 明治維新胎動之地 鄭祖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037 東京地理地名事典: 探索地圖上不為人知的東京歷史淺井建爾著; 歐兆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044 聆聽時代的變奏: 跨越兩個時代的臺灣人 大谷渡作; 陳凱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099 近代日本文明的發展與生態史觀 梅棹忠夫作; 陳永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105 三略 太公望原著; 堀江一郎, 十常アキ作; 林美琪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23930 超馬童話大冒險. 2, 在一起練習曲 林世仁等著; 右耳等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40268 跨領域美感教育: 花蓮國風國中課程案例 湯香櫻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282 澳門隨影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精裝 1

9789866740299 對不起!我趕時間! 彭育琦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305 威風的獅子 彭育琦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6

遠足文化



9789866740312 手機隨影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329 同類 史鳳英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336 奧修Osho 史鳳英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343 MEMOBOOK文博CREATOR創作者特刊. 2019 網迅雲端股份有限公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740350 MEMOBOOK文博CREATOR創作者特刊. 2019 網迅雲端股份有限公司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374 一眼瞬間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962 水彩手繪輕鬆學: 英國風格小物插畫x風景隨筆速繪楊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979 輕鬆擺脫常見病 擁有健康好身體 吳聖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986 水彩插畫輕鬆繪: 暈染出療癒系Q萌動物 簡文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993 刺繡基礎針法X運用BOOK 盧莎希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1006 家庭聚會最適合的餐點 郭馥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3579 貓語人: 永保安康之咒 譚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647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3654 再也不要做怨婦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93661 再也不要做怨婦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93678 術數師. 6, 曼德拉超時空實驗 天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685 荊楚爭雄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692 乩身: 鬼見愁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93708 魔印人. V: 地心魔域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3715 魔印人. V: 地心魔域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3739 看不見的圖書館. 2: 蒙面的城市 珍娜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746 鋼鐵德魯伊. 9, 天譴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753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3760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93777 守護靈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791 消逝的後街光影 簡嘉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807 雲夢城之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193814 雲夢城之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193821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93838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93845 百花百色 D.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852 符紙婆婆與左鄰右舍們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869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93906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93876 想像不家庭: 邁向一個批判的異托邦 想像不家庭陣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883 送子鳥 明毓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913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93920 說妖. 卷二, 修羅妄執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937 異人茶跡. 3, 艋舺租屋騷動 張季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944 黑澤明: 電影天皇 焦雄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951 殺禪. 輯一 喬靖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999 吳布雷茲.双甡 Blaze W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002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94019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94033 碎星誌. II 羅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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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867590 超好玩的紙飛機 遠藤昭夫作; 彭春美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4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蓋亞文化



9789576867637 奇妙動物的飼養方法 松橋利光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644 立體組合摺紙 新宮文明著; 賴純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651 鸚鵡的快樂飼養法 松岡滋監修; 彭春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668 培養圖形認知力與創造力: 益智摺紙 進階書 株式會社主婦之友社編; 游韻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682 擬真摺紙. 2, 空中飛翔的生物篇 福井久男著; 賴純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699 驚奇的變身摺紙 小林一夫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705 小女生的156種摺紙遊戲 新宮文明著; 賴純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712 企鵝黑幫 池田宏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6867729 烘焙新手療癒系甜點158 食之創作室編;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703 落日餘暉: 爺爺的30個人生哲學 Leon E. La Couvée著; 林吉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437 喫茶萬歲 Hally Chen著.攝影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62444 喫茶萬歲 Hally Chen著.攝影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62451 偽婚世代 楊嘉玲, 陳怡璇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534 絕美糖霜餅乾 生島稚亜子作; 李亞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41 常溫糕點華麗魔法 熊谷裕子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58 設計學∞學設計 細山田設計事務所著;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65 止身體的癢 小林美咲監修;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72 服裝版型研究室. 裙子篇 丸山晴美監修;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89 BOWL CAKES圓頂小蛋糕 黑川愉子作; 李亞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7596 我愛百變三明治 坂田阿希子著; 陳美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6809 蓬蓬毛線球貓咪 佐藤法雪作; 邱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816 Pull Apart Bread分撕麵包 荻山和也作;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823 新手學機縫的第1本書 河合公美子著; 沙子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6830 隱形蛋糕 若山曜子著; 李亞妮翻譯 平裝 1

9789869676847 光影混色深度技法 鈴木輝實作;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854 日日手揉小吐司 幸榮作; 蔡麗蓉譯 平裝 1

9789869676861 世界10000年的名作住宅 菊地尊也作; 鍾佩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878 服裝版型研究室. 上衣篇 丸山晴美監修; 周欣芃譯 平裝 1

9789869676885 頂尖咖啡師給新手的入門讀本 小池美枝子監修; 謝佩芙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76892 長條蛋糕 吉川文子作; 李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457 UCC咖啡博物館帶你認識咖啡 UCC咖啡博物館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464 零負評!濃郁燉飯 若山曜子著; 李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471 擬真恐龍剪紙圖鑑 大原麻由美作;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488 減醣小鍋料理 Team Low Carb作; 邱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495 馬卡龍 本橋雅人作; 黃真芳,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501 減醣湯料理 金丸絵里加著; 邱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2366 快長大吧!小毛 大衛.夏儂文.圖;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588 我會刷牙了! jinco圖; 游蕾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2595 我會打招呼! jinco圖; 游蕾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390 只有家最好 羅諾喬伊.賈許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413 奧利與風 羅諾喬伊.賈許(Ronojoy Ghosh)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437 恐龍快遞 董亞楠文圖;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銀河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睿果



9789864401482 大家都沒骨頭? 中野博美, 松澤誠二文; 友永太呂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680 大海的習題 中野博美, 松澤誠二文; 友永太呂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697 潛進深海 中野博美, 松澤誠二文; 友永太呂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734 守護海洋的人魚: 雅克.庫斯托 珍妮弗.伯恩文; 艾瑞克.普伊巴瑞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741 圓形 麥克.巴奈特文; 雍.卡拉森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758 小芙烈達: 芙烈達.卡蘿的故事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765 媽媽築了一個巢 珍妮佛.沃德(Jennifer Ward)文; 史提夫.詹金斯(Steve Jenkins)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772 每一件善良的事情 賈桂琳.伍德生文; E. B. 路易斯(E. B. Lewis)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789 大自然的藝術家: 不可思議的線條和形狀 貝琦.佛朗哥文; 史帝文.詹金斯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796 吹牛大王歷險記 埃.拉斯伯, 戈.華爾格作; 胡天水繪; 張秋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802 我是糞金龜,我愛吃大便 木村太亮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826 小艾,天花板沾到泥巴了! 黛西.赫斯特(Daisy Hirst)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18 感謝書 陶德.帕爾(Todd Parr)作;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25 再見書 陶德.帕爾(Todd Parr)作;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32 白雪公主和七十七個小矮人 大衛.卡利(Davide Cali)作; 菈菲爾.芭芭奈格(Raphaëlle BARBANEGRE)繪;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49 超越自我的時尚女王: 可可.香奈兒 伊莉莎白.馬修斯(Elizabeth Matthews)文.圖;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63 喋喋不休的調色盤: 康定斯基畫裡的色彩與聲音芭茀.羅森斯多克(Barb Rosenstock)文; 瑪莉.葛蘭培(Mary GrandPre)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70 我的生日是哪一天? 茱莉.福萊諾(Julie Fogliano)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87 樓上外婆和樓下外婆 湯米.狄波拉(Tomie dePaola)著; 孫晴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694 木偶奇遇記 卡洛.科洛迪文; 查璇圖; 郭紅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2717 煙囪的故事 劉旭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24 讓我牽著你的手 馬克.史柏林(Mark Sperring)文; 布麗塔.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31 魚媽媽 露西.艾波文.圖; 接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48 灰姑娘的真實故事 大衛.卡利(Davide Cali)文; 菈菲爾.芭芭奈格(Raphaëlle BARBANEGRE)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768 遠東新時代英漢辭典 梁實秋主編;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增訂二版 精裝 1

9789869616775 遠東少年中文: Learning Tasks. level 1 Wei-ling Wu[作] 平裝 1

9789869616782 十四行詩(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885 下回當妳看到 Emily Morgan原著; 黃詠琁翻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735 訓練更強大的自己: 開啟邁向成功大門的十把鑰匙陳嘉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742 就算戴著腳鐐,也要舞出自己的風格 侯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766 找對自己的位置 阿爾伯特.哈伯德作; 杜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23773 精進: 從平凡到卓越的簡單道理 沈東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780 巴菲特的投資與人生智慧 虞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797 領導.用人36計: 管理者統禦下屬必備的謀略 宋學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700 靠自己: 沒有不平的事,只有不平的心。 魯恩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717 做人不要 「過度」,待人才會有「溫度」 馮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724 把心機用在對的時機 呂叔春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147 鄭成功東都開國.東都肁天興: 臺南市北疆文化資產特展圖錄范勝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市文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碩亞數碼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種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遠東



9789866134920 快樂學日語. 2 郭欣怡, 濱口美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4937 IoT時代に社会と企業会計はどう変わるのか 鄭芳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0866 神鵰俠侶. 1, 投師終南(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873 神鵰俠侶. 2, 玉女心經(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880 神鵰俠侶. 3, 武林盟主(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897 神鵰俠侶. 4, 絕情幽谷(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03 神鵰俠侶. 5, 手足情仇(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10 神鵰俠侶. 6, 神鵰重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27 神鵰俠侶. 7, 神鵰大俠(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34 神鵰俠侶. 8, 生死茫茫(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58 倚天屠龍記. 1, 屠龍寶刀(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65 倚天屠龍記. 2, 北溟冰火(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72 倚天屠龍記. 3, 萬里西行(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89 倚天屠龍記. 4, 九陽神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96 倚天屠龍記. 5, 羣雄歸心(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09 倚天屠龍記. 6, 四女同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16 倚天屠龍記. 7, 撲朔迷離(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23 倚天屠龍記. 8, 少林大會(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47 笑傲江湖. 1, 奮身救人(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54 笑傲江湖. 2, 獨孤九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61 笑傲江湖. 3, 傳琴療傷(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78 笑傲江湖. 4, 孤山梅莊(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85 笑傲江湖. 5, 吸星大法(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92 笑傲江湖. 6, 三戰兩勝(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08 笑傲江湖. 7, 五嶽併派(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15 笑傲江湖. 8, 琴簫和諧(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39 射鵰英雄傳. 1, 大漠風沙(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46 射鵰英雄傳. 2, 往事如煙(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53 射鵰英雄傳. 3, 降龍神掌(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60 射鵰英雄傳. 4, 九陰真經(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77 射鵰英雄傳. 5, 密室療傷(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84 射鵰英雄傳. 6, 深山高峯(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91 射鵰英雄傳. 7, 海島巨變(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07 射鵰英雄傳. 8, 華山論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38 天龍八部. 1, 無量玉壁(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45 天龍八部. 2, 六脈神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52 天龍八部. 3, 朱碧雙姝(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69 天龍八部. 4, 胡漢恩仇(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76 天龍八部. 5, 千里茫茫(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83 天龍八部. 6, 金戈鏖兵(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90 天龍八部. 7, 天山童姥(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06 天龍八部. 8, 小無相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13 天龍八部. 9, 會鬥少林(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20 天龍八部. 10, 生死無常(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44 鹿鼎記. 1, 初立大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51 鹿鼎記. 2, 青木堂主(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68 鹿鼎記. 3, 宮闈絕秘(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75 鹿鼎記. 4, 孤島蛇羣(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82 鹿鼎記. 5, 少林風波(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99 鹿鼎記. 6, 詭計多端(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05 鹿鼎記. 7, 咬牙切齒(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12 鹿鼎記. 8, 揚威塞北(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29 鹿鼎記. 9, 智取神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36 鹿鼎記. 10, 告老退休(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流



9789573283485 情緒致勝: 搞定自己,沒人可以為難你! 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607 水彩畫的新手練習: 從基礎畫法開始,輕鬆學會用筆、上色與暈染技巧,隨筆畫出26個主題克莉斯汀.范.魯汶(Kristin van Leuven)著; 杜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147 野菇觀察入門 張東柱, 周文能著; 黃崑謀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192 曼巴精神 柯比.布萊恩(Kobe Bryant)著; 蔡世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4260 從走路開始,全馬破4的路跑全攻略 金哲彥著; 葉東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277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2: 認識自己與改變自己的100句自我革命小倉廣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307 獾的禮物 蘇珊.巴蕾(Susan Varley)文.圖; 林真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4314 中村開己的魔法動物紙機關 中村開己著; 立本倫子繪; 宋碧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321 有怪癖的動物超棒的!圖鑑 沼笠航著;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352 寫作,是最好的自我投資 陳立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369 吃出健康高智能的大腦 艾琳.波爾福德-梅森(Aileen Burford-Mason)著; 洪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383 獨裁者手冊: 解析統治權力法則的真相: 為什麼國家、企業領導者的「壞行為」永遠是「好政治」布魯斯.梅斯吉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 艾雷斯德.史密斯(Alastair Smith)著; 王亦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390 戴安老師教你畫禪繞. 進階篇(圓磚) 戴安著.繪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406 今天就從三分鐘熱度畢業: 日本微軟HR的最高「借力術」,不必拚意志力,你也能完成想要的目標和學習鶴田豐和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13 逃跑的勇氣: 積極的逃,是為了在人生中贏得最後勝利百田尚樹作;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20 選3哲學: 聚焦3件事,解決工作生活兩難,搞定你的超載人生蘭蒂.祖克柏(Randi Zuckerber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37 你是我一生的願望 凱特.鮑樂(Kate Bowler)著; 丁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44 臺灣當代劇場四十年 于善祿, 林于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51 免疫的威力: 免疫力,就是最好的醫生!治癒過敏、發炎與癌症的免疫醫療法伍焜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68 街屋台灣: 100間街屋,100種看見台灣的方式! 鄭開翔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75 恐懼: 川普入主白宮 鮑布.伍華德(Bob Woodward)著;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82 舌尖上的古代中國 古人很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499 太陽神試煉: 烈焰迷宮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05 不快樂,也沒關係: 一位心理醫師的真心告白,為什麼停止追求快樂,對我們反而比較好?維多麗亞.賓德倫(Victoria Bindrum)著; 不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12 尼采讀本 弗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 周國平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29 紙醉金迷: 金庸武俠大系 楊曉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4536 厭世講堂: 顛覆人生的十堂莊子課 厭世哲學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43 燒杯君和他的化學實驗 上古夫婦著; 唐一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50 科學閱讀素養. 生物篇: 夏日激戰登革熱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67 科學閱讀素養. 理化篇: 無線充電-跟電線說再見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74 科學閱讀素養. 地科篇: 地球在變冷?還是在變熱?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581 德語課 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作; 許昌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598 大話山海經: 火之音 郭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604 紙袋公主 羅伯特.曼許文; 邁克.馬薛可圖; 蔡欣玶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4611 日本前現代建築巡禮 磯達雄文; 宮澤洋圖; 日經建築編; 劉子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628 不費力的力量: 順勢而為的管理藝術 黛安娜.雷納(Diana Renner), 史蒂文.杜澤(Steven D’Souza)作; 林金源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635 正念幸福力 琳達.哈雷普特(Linda Lehrhaupt), 佩特拉.邁貝特(Petra Meibert)著; 石世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666 通情達理 洪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673 英國長銷經典水晶能量療癒萬用書: 改善氣場x緩解疼痛x穩定身心x增加財富x促進人緣,250種水晶礦石給你最完整的生活對策菲利浦.普慕特著; 梵妮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680 氣場女神 貝卡.安德森(Becca Anderson)著; 吳家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697 小火車頭歷險記 維吉尼亞.李.巴頓(Virginia Lee Burton)文.圖; 林真美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4703 100萬隻貓 汪達.佳谷(Wanda Gág)文.圖; 林真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4710 雍正寫真 陳捷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727 她的名字是 趙南柱著;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734 生活科技這堂課: 實作課程怎麼教、如何學,一本搞定!趙珩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741 沒關係,是悲傷啊!: 直視悲傷的真相,練習守護自己與關愛他人的情緒照護指南梅根.德凡(Megan Devine)作; 謝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758 聖境預言書: 邁向生命新境界的起點 詹姆士.雷德非(James Redfield)著; 李永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4765 靈界大覺悟: 掌握心靈直覺的機緣探險 詹姆士.雷德非(James Redfield)著; 李永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4772 聖境香格里拉: 走入內心真我的潛能蛻變 詹姆士.雷德非(James Redfield)著; 張琇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4789 聖境新世界: 體現生命願景的奧祕覺知 詹姆士.雷德非(James Redfield)著; 李永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4796 有年輪的繪本 林真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02 能量校準: 告別耗損關係,加深滋養連結,每天都能做的能量斷捨離丹妮絲.琳恩(Denise Linn)著; 心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19 自創角色超好用: 阿朗基教你輕鬆塗鴉,讓自己開心,增加人氣,還能商品化賺錢!阿朗基阿龍佐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26 自媒體百萬獲利法則: 寫給完全素人的「3333網路獲利計畫」許維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33 溫柔的誕生 費德里克.勒博耶(Frédérick Leboyer)作; 白承樺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4840 沉思錄 馬可斯.奧理略.安東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著; 柯宗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57 思考力培養法: 全球800萬人實踐的教養法則,引導孩子獨立思考,增強學習力!飛田基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64 跟心理的傷痛告別: 創傷療癒大師教你如何修復失衡的人生查爾斯.惠特菲爾德(Charles L. Whitfield)著;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88 慢活出滋味 游乾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895 情緒恢復 內田和俊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4901 喜歡你在我心裡跳舞 茱麗葉文; 唐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4918 巴菲特勝券在握的12個原則 羅伯特.海格斯壯(Robert G. Hagstrom)著; 樂為良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4925 葛洛夫給經理人的第一課: 從煮蛋、賣咖啡的早餐店談高效能管理之道安德魯.葛洛夫(Andrew S. Grove)著; 巫宗融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4932 一起去郊遊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4949 阿里的車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4956 俠客行. 1, 長樂幫主(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963 俠客行. 2, 賞善罰惡(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970 俠客行. 3, 石壁古詩(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4987 俠客行. 4, 越女劍(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007 連城訣. 1, 神照奇功(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014 連城訣. 2, 雪谷羽衣(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038 飛狐外傳. 1, 鐵廳烈火(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045 飛狐外傳. 2, 毒手藥王(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052 飛狐外傳. 3, 恩仇情誼(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069 情,敵 瑞迪安.布魯克(Rhidian Brook)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076 飛狐外傳. 4, 長在心頭(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090 雪山飛狐. 1, 雪峯聚會(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06 雪山飛狐. 2, 白馬、鴛鴦刀(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20 碧血劍. 1, 金劍鐵盒(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37 碧血劍. 2, 魏府寶藏(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44 碧血劍. 3, 京華風雲(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51 碧血劍. 4, 興亡長恨(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75 書劍恩仇錄. 1, 古道荒莊(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82 書劍恩仇錄. 2, 手足情義(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199 書劍恩仇錄. 3, 天山雪蓮(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205 書劍恩仇錄. 4, 碧血香魂(大字版) 金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229 故事課: 3分鐘說18萬個故事,打造影響力 許榮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236 故事課: 99%有效的故事行銷,創造品牌力 許榮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243 BTS紅遍全球的商業內幕 朴炯俊著; 黃秀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250 療心咖啡館: 吳若權陪你杯測人生風味 吳若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267 如何把收入轉化為財富: 原來有錢人都這麼做. 2: 經濟低迷時代學習有錢人致富的財務行為湯瑪斯.史丹利(Thomas J. Stanley), 莎拉.史丹利.法洛(Sarah Stanley Fallaw)著; 李自軒, 戴榕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281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吳念真文; 官月淑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5328 一開口就贏得信任: 從內在的改變,打造穩定持久的可信度羅伯.喬利斯(Rob Jolles)著; 謝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335 綠茶咖啡減重法: 減重門診醫生教你輕鬆喝,1個月激瘦6.2公斤工藤孝文著; 正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342 讓男人眼裡只有妳: 破解他的真心話,從見面3分鐘發展到完美戀愛高野麗子著; 汫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359 太陽神試煉: 混血營機密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江坤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5366 沒人雇用的一代: 零工經濟的陷阱,讓我們如何一步步成為免洗勞工詹姆士.布拉德渥斯(James Bloodworth)著; 楊璧謙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373 一雙紀錄片的眼睛: 影像敍事時代,人人都需要的拍片力,紀錄片導演給你的6堂必修課陳芝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380 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 2: 愛太多的父母,如何透過瞭解自己而改變孩子,培養孩子的品格與能力簡.尼爾森(Jane Nelsen), 雪柔.埃爾溫(Cheryl Erwin)著; 簡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397 框架效應 崔仁哲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403 我跟地球掰掰了: 超有事滅絕動物圖鑑 丸山貴史著; 佐藤真規, 植竹陽子繪;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434 五四新文化 唐德剛著;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441 故事的力量: 正中靶心,連結目標客群,優化品牌價值的飛輪策略行銷喬.拉佐斯卡斯(Joe Lazauskas), 申恩.史諾(Shane Snow)著; 莊安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458 當最後一個音符輕柔落下 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465 老屋創生25帖 陳國慈總策劃; 李應平等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5496 邁向圓滿: 掌握幸福的科學方法&練習 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著; 洪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5502 親愛的媽媽怎麼了?: 山羊狗狗烏鴉媽媽...... 卡塔琳娜.譚納(Katharina Tanner)文; 莉西.亞可布(Lihie Jacob)圖; 麥麥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5519 無尾鳳蝶的生日 凌拂文; 黃崑謀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5526 看見台灣大樹 陳月文文; 黃崑謀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5540 食物是最好的醫藥 Henry G. Bieler著; 梁惠明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551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創會四十週年紀念專輯會員作品集錦. 2018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2

送存冊數共計：162

南市南瀛書法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825 清風書道學會己亥年會員聯展專集 汪崇楹, 清書書道學會全體會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545 老當藝壯: 社內創作集 陳美玲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03552 守護台灣鳥 陳美玲等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420 甲板助理員 苟榮華, 蔡朝祿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897420 甲板助理員 苟榮華, 蔡朝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451 家班.劇團.劇校: 臺灣雜技表演的發展史 郭憲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659 台灣368鄉鎮明信繪 敖幼祥等388位漫畫家集體創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362 用簡單韓語聊不停 幡野泉, 南嘉英, 柳志英著 其他 1

9789869603379 超圖解秒懂介系詞 金明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386 用簡單法語聊不停 朴晚珪, Arnaud Duval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352 服飾設計管理系教師作品聯展-360°. 2018 蔡宜錦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8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教授展. 2018 鍾穗蘭策展 平裝 1

9789865615307 畫學式: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 特優選集. 107級台南應用科大美術系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5615314 畫學式: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 107級台南應用科大美術系總編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615321 畫學式: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 107級台南應用科大美術系總編輯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369 Dreamhatcher: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08 the 8th吳婞銣, 王嫚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338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黃鈴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001 地下水: 水中製噪 陳昭淵等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師大噴泉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南應用科大服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領飛無限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680 華人宣教動員理與行 李提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26617 原來這才是我活著的目的: 神國門徒訓練課程(學生本)楊志明著 平裝 1

9789868526631 神超自然的大能: 神蹟奇事、醫治釋放 蕭成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26648 清晨嗎哪90天.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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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4979 律藏 精裝 全套 1

9789869234993 了凡四訓白話解釋(精簡本)附:彌勒救苦真經 平裝 1

9789869683401 將軍集 釋演正編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001 最強法規3D圖解-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謝志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121 李奇茂水墨天地展覽專輯 李奇茂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523 希望.新生. 2: 心之勇士 真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21523 希望.新生. 2: 心之勇士 真如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4851 南非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30683 達陣國文主題式複習講義 高翔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487 奧修.奧義書 奧修(Osho)作;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73105 奧修.奧義書 奧修(Osho)作;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03494 奧修.奧義書 奧修(Osho)作;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794 愛之味散文集 梁雅英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910800 看見,阿緱的影跡 林姿伶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7906 理財達人: 探索金融與證券市場 林澍典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精進財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綵宸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彩藝術

送存冊數共計：2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福峰彩色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051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9丁翠苓主編 平裝 1

9789578584075 OSET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9 OSET 2019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074 兩岸基礎法學與公法法律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18王胤等作; 李開遠主編 平裝 1

9789578584082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暨兩岸法學新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李開遠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081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學生優秀作品集. 2019 洪啟東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667081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學生優秀作品集. 2019 洪啟東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029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8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654 瑞士熱帶于 于惠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685 和平必將勝利: 瑪裕歌耶的52個故事 厄瑪奴耳修女(Emmanuel Maillard)著; 上海光啟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4706 張秀亞信仰文集. 翻譯卷一 張秀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4713 張秀亞信仰文集. 翻譯卷二 張秀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4720 張秀亞信仰文集. 翻譯卷三 張秀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4737 張秀亞信仰文集. 翻譯卷四 張秀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4744 張秀亞信仰文集. 創作卷 張秀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4751 張秀亞信仰文集. 星光卷 于德蘭編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716 嘉義市全國攝影展. 第三十六屆 高瑞聲主編 精裝 1

9789869602716 嘉義市全國攝影展. 第三十六屆 高瑞聲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29515 看大秦帝國談企業接班學 江亘松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87360 四月,她將到來。 川村元氣著; 陳嫻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87407 一日幸福早餐 小田真規子, 大野正人作; 林以庭翻譯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578787445 日本貓島旅行 Erica Wu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68 完妝後就是美人 長井香織作;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82 領導禪 枡野俊明作; 楊明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636 永夜漂流 莉莉.布魯克斯-達爾頓(Lily Brooks-Dalton)作; 康學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643 闇夜的怪物 住野夜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650 松浦彌太郎の即答力 松浦彌太郎作; 許明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網路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嘉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9789578787667 松浦弥太郎のHello、Bonjour、你好: 學習三種外國語,成就全球化人生松浦彌太郎著; 許明煌譯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578787674 設計就該這麼好玩!版型1000圖解書 櫻井和枝等著 初版九刷 平裝 1

9789578787681 設計就該這麼好玩!配色1000圖解書 杉江耕平等著 初版八刷 平裝 1

9789578787698 不靠藥物,降血壓 加藤雅俊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704 (完勝)冰箱常備菜: 一口氣做起來放!快速、簡單、變化多端nozom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711 印花樂的手作時光 印花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728 深度安靜 林秀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735 白崎茶會無麩質烘焙 白崎裕子作; 黃筱涵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8787742 在最好的時候遇見你 艾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87759 往復是無病的遲年 漉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766 高山上的小郵局 安荷樂絲.杜良特(Angeles Donate)著; 葉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773 世界餅乾同樂會 Ariel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780 最高飲酒法 葉石香織著; 淺部伸一監修;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03 海象小姐與黑鳥先生 瓦爾.艾米奇(Val Emmich)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10 EXCEL最強商業實戰書 藤井直弥, 大山啓介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27 韓式絕美香氛蠟燭與擴香 梁倩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34 享受吧!倫敦小旅行 Project Picnic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87841 蔬食常備菜 黎慧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58 輕鬆七日 一日三餐: 低碳.生酮食譜97道 曾心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65 幸福小鍋食堂 陳秭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89 你的孤獨,雖敗猶榮 劉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87933 免捏捲捲飯糰: 100道不沾手、不需模具,10分鐘就完成的幸福美味宮澤史繪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40 圖解思考的本質 櫻田潤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64 願你在深淵盛放 溫如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71 陪你過日子,為你應援金句小書 阿飛著; 陳瑋璿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278 慧光集. 75, <>講記 龍樹菩薩造頌;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譯講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200 新織理: 實構築. 2018 王俊雄, 林聖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450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國際設計學術與創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8丑宛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89 Design journey of happiness 盧禎慧, 林柏涵, Philipp Heidkamp作 平裝 1

9789869644396 設計策略行銷 盧禎慧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93528 Wrinkle of time: a form marked with slight line. or folds.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504 西方男裝的衍變 沈叔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9354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畢業專輯. 2019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999 林聖峰作品. 2014-2018 林聖峰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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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構築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658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畢業論文集. 2019張芳榜, 華紀興, 張皓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436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成果專刊. 2018丑宛茹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467 聽不到 李家瑩撰稿; 林盈縈繪圖 平裝 1

9789576293474 畫.話,那條典寶溪 楊東樵撰稿 平裝 1

9789576293481 生鏽的河,發光的蟲。 李家瑩撰稿; 黃正亞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603 Sinbo author Joshua Hsiao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685610 Sinbo author Joshua Hsiao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685627 Sinbo author Joshua Hsiao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685634 Sinbo author Joshua Hsiao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685641 Sinbo author Joshua Hsiao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685658 Sinbo author Joshua Hsiao 其他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6121 圖解韓語會話 MIS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8436145 孩子的第一本作文心智圖 王韻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36152 新制多益核心單字 LEDUO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36169 讀名言學英文: 只要相信自己,就能成就獨一無二的你李文昊, 金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36176 孩子的第一本英語字典 LEDUO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36183 終級英文文法大全 Nicholas Gao著; 李文昊, 金姆, 易人外語教研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8436190 讀故事學英文 Brian Foden著; 漆聯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005 英語萬用片語隨身祕笈 LEDUO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012 孩子的第一本英文圖解單字書 Patcharee Meesukhon, Supphalak P.booranakul著; Kosol Thongduang, Narong Pullngern, Sitthiporn Poungsu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849 成為自由人 李惠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5518 用Python學運算思維 [Ana Bel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570 AI導入起手式: 人工智慧扭轉企業未來 野村直之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570 AI導入起手式: 人工智慧扭轉企業未來 野村直之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600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R-Ball球型機器人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5617 設計的鐵則: 看見客戶真實需求!邁向成功設計師Jenn Visocky, Ken Visocky O'Grady著; 錢佳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25624 Python網路爬蟲與資料視覺化應用實務 陳允傑作 平裝 1

9789863125631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AI聊天機器人手機座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5679 自學必備!Photoshop超級參考手冊: 零基礎也能看得懂、學得會井村克也, ソーテック社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5679 自學必備!Photoshop超級參考手冊: 零基礎也能看得懂、學得會井村克也, ソーテック社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語樂多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維摩舍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蓋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9789863125709 一步到位!Python程式設計: 從基礎到資料科學應用,學習大數據分析的關鍵能力陳惠貞作 平裝 1

9789863125709 一步到位!Python程式設計: 從基礎到資料科學應用,學習大數據分析的關鍵能力陳惠貞作 平裝 1

9789863125723 扎根學習Python程式設計 施威銘研究室著 平裝 1

9789863125754 手繪字典: 超好畫、超好查、拯救畫不出來的爸媽和老師!ミヤタチカ著; 賴庭筠譯 平裝 1

9789863125761 自行車保養維修圖解聖經 DK著; Lan Chu博士, 吳家曦, 周學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25778 冥想入門超EASY: 10天學會內心平靜,思緒清晰的腦內運動班傑明.迭可著;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853 不懂程式也能學會的大數據分析術: 使用RapidMiner黃柏崴, 李童宇著 平裝 1

9789863125860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夜市遊戲第一彈FL-X雷射槍大亂鬥施威銘研究室著 平裝 1

9789863125860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夜市遊戲第一彈FL-X雷射槍大亂鬥施威銘研究室著 平裝 1

9789863125877 運動員增強式訓練解剖精解: 強化爆發力.敏捷性.整體運動表現Derek Hansen, Steve Kennelly著; 林晉利, 萬明岳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935 看!蚯蚓 撒沙, 姬云婷文; 撒沙圖 精裝 1

9789869632942 看!草兒 撒沙, 馮騏作; 撒沙繪 精裝 1

9789869632959 看!蝸牛 撒沙, 何慧穎作; 撒沙繪 精裝 1

9789869632966 看!樹木 撒沙, 馮騏作; 撒沙繪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00806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7601322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7601421 武魂養成手冊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60164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7602190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7602442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7603258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7603098 相公不是病貓 牽小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603104 相公不是病貓 牽小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603111 相公不是病貓 牽小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603128 相公不是病貓 牽小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603166 全球修煉風暴 黑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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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0252 太極世家的兩極人生: 何威廉師父回憶錄 何威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0269 厲害了我的上海人 孫寶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631 行進!鐵支路: 日治臺灣鐵道寫真 鄧志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662 南方の據點-臺灣: 寫真報道 王佐榮監修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344 地藏十輪經咒音初探 林光明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6397 土地登記、遺贈稅暨房地合一申報實務 胡翼堂, 胡維恩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商稅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嘉豐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熊貓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9

暢談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628 臺灣中部美術展. 第66屆 廖本生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483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2019年 鄒國益執行編輯 其他 1

9789868828490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ICPMMT. 2019editor-in-chief Gow-Yi Tzo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07388 羅浮宮美學之旅 安亞.葛瑞伯(Anja Grebe)作; 焦曉菊翻譯 精裝 全套 1

9789866907395 世界皇宮 馬切羅.摩列利(Marcello Morelli)作; 李丹譯 精裝 1

9789866907401 世界城堡 吉亞尼.瓜道魯皮(Gianni Guadalupi), 哥賓列.雷納(Gabriele Reina)作; 戴月芳譯精裝 1

9789866907418 世界勝景: 驚歎義大利 法博林齊雅.維拉(Fabrizia Villa)作; 范立云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620 有機農業產銷策略研討會專輯 王鐘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46509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貴昭作;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7803 GAMERS電玩咖! 葵せきな原作; 高橋つばさ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7810 GAMERS電玩咖! 葵せきな原作; 高橋つばさ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7889 合集 異國迷宮的十字路口 mémoire 武田日向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7896 姊姊 飯田ぽち。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7940 棲息淫邪妖物之島 原つもい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7957 棲息淫邪妖物之島 原つもい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7964 棲息淫邪妖物之島 原つもい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7971 棲息淫邪妖物之島 原つもい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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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5648121 LV999的村民 星月子猫作; 陳靖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8138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152 自由人生: 異世界萬事通奮鬥記 気がつけば毛玉作; 響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176 約會大作戰DATE A BULLET赤黑新章 東出祐一郎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183 倖存鍊金術師的城市慢活記 のの原兔太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206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213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8220 墮天的狗神: SLASHD∅G: 惡魔高校DxD Universe石踏一榮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237 練好練滿!用寄生外掛改造尼特人生!? 伊垣久大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8244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寿安清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251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15, 大動盪?內部競合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268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16, 第二年才明白?SE入門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275 龍族嬌妻愛撒嬌 初美陽一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305 魔術監獄的瑪麗安 松山剛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312 大人感時尚法則: 簡單好搭,穿出與眾不同的好質感MUMU作; DEMI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8329 古書堂事件手帖: 扉子與不可思議的訪客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336 如果有方法能忘記喜歡的人,請務必告訴我 Nyan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343 房仲菜鳥的凶宅事件簿 竹村優希作; 季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8367 大和撫子向前衝!管它以後會怎樣! 宮内悠介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381 賺的錢都去哪了?小資也能無痛存出第一桶金 日経Woman作; 陳映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8398 已達極致的一人生活 蒲田美和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411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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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艾瑪文化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9789575648428 惡魔高校DxD. 24, 校外教學的死神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435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8442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8459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48466 情色漫畫老師. 10, 千壽村征與戀愛的校慶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473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8480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48497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48503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枯野瑛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8510 廢柴以魔王之姿闖蕩異世界: 有時作弊一下的悠哉旅程藍敦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8527 賭博師從不祈禱 周藤蓮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8534 我們不懂察言觀色. 1, 邊緣女孩拯救計畫 鏡銀鉢作; P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541 我們不懂察言觀色. 2, 邊緣女孩出嫁計畫 鏡銀鉢作; P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558 誰都可以暗中助攻討伐魔王 槻影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565 迷幻魔域Ecstas Online. 4, 孤獨魔王和外掛神明將締結虛假的友情久慈政宗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572 躺著也中槍的異世界召喚記 結城ヒロ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589 轉生為豬公爵的我,這次要向妳告白 合田拍子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596 自稱F級的哥哥似乎要稱霸以遊戲分級的學園? 三河ごーすと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602 靠神獸們成為世界最強吧 福山陽士作; 李君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619 六號月台迎來春天,而妳將在今天離去。 大澤めぐみ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626 魔法師塔塔 うーぱー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633 Hello,Hello and Hello 葉月文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640 食鏽末世錄 瘤久保慎司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657 機動戰士鋼彈MSV-R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48664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8671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原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8701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松岡圭祐原作; 神江ちず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8688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松岡圭祐原作; 神江ちず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8695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松岡圭祐原作; 神江ちず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8718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原作; 比村奇石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8725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8732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8749 情色漫畫老師 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漫畫;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8756 相愛相殺 Fe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8763 相愛相殺 Fe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770 相愛相殺 Fe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8787 GUNDAM EXA VS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王志豪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8794 GUNDAM EXA VS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王志豪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800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817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8824 小黑家的壁櫥無法使用的理由 華々つぼみ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831 小黑家的壁櫥無法使用的理由 華々つぼみ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8848 調教壞女孩 三色網戸。作; 雪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855 調教壞女孩 三色網戸。作; 雪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8862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8879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886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 莊茲尹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893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 莊茲尹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8909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916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8923 文豪Stray dogs: DEAD APPLE 文豪Stray dogs, DA製作委員會原作; 銃爺漫畫; 托帕石.D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8930 百合百景 はちこ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947 年下男友的甜蜜威脅 相葉キョウコ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8954 暗影下的戀情 たつもとみお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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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564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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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5648985 那天的超瞎告白宣言 日塔てい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8992 最強網美瑪娜琵絲: #活出自己的女子道 江崎びす子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05 卡滋哈琳努第一堂插畫課: 充滿歡笑的彩色世界卡滋哈琳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12 神奇淋巴循環瘦身術: 每天5分鐘舒緩伸展,韓星愛用保養祕方裴恩貞作; 林秋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29 你有念大學嗎?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何沫洋, 張志威小說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36 DOUBLES!!網球雙星. 第三盤 天澤夏月作; 李逸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43 我家執事如是說: 菜鳥主僕推理事件簿 高里椎奈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9050 看漫畫學保養!化學先生的美肌講堂 かずのすけ作; 冰堂涼二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67 茶花女的純真之歌 古宮九時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74 深夜的超自然公務員 たもつ葉子原作.插畫; 鈴木麻純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81 達成軟銀孫社長的期限要求!0加班的高效專案管理術三木雄信作;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098 聽媽媽的話: 寫給女孩們的生存指南 西原理惠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104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 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111 對自己吐槽的白熊 英語會話輕鬆學 Nagano插畫; 賴宣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128 加速世界. 23, 黑雪公主的告解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135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49142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9159 皇帝聖印戰記. 9, 決戰時刻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166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9173 賢者之孫. 8, 游嬉宴樂的英雄誕生祭 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180 P.S.致對謊言微笑的妳 田辺屋敷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197 P.S.致對謊言微笑的妳 田辺屋敷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203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9210 魔術學園領域的拳王. 1, 黑焰姬密約 下等妙人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227 龍族嬌妻愛撒嬌 初美陽一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234 皇帝聖印戰記. 10, 初代皇帝提歐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241 妖精新娘. 2: 要使前世與來世的青梅竹馬嬌羞害臊的我あさのハジメ作; 李君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258 外掛級補師勇闖異世界迷宮!. 1, 輔助與回復的推廣dy冷凍作; P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265 創始魔法師. 1, 名字的時代 石之宮カント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272 創始魔法師. 2, 語言的時代 石之宮カント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289 週末冒險者 るうせん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296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1, 命運之劍 細音啟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302 這個勇者明明超TUEEE卻過度謹慎 土日月原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319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界的聖戰 細音啟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326 目標是與美少女作家一起打造百萬暢銷書! 春日部タケル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333 三個我與四個她的雙人遊戲 比嘉智康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340 日本女子旅手帖: 和風體驗x溫泉x藝術x散步x美食,嚴選主題漫遊Hongkong Walker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357 0到100萬的奇蹟: YouTuber三原JAPAN圓夢之路 CAPSULE監製; 三原JAP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364 機動戰士鋼彈 逆襲的夏亞: 貝托蒂嘉的子嗣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さびしうろあきx柳瀨敬之漫畫; 王容毅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9371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 TYPE-MOON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9388 終將成為妳 仲谷鳰作; 鄭湘蓓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9395 機動戰士鋼彈0083 REBELLION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畫; 王志豪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9401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暑假篇 柚木N漫畫; 佐島勤原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9418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9425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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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5649449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9456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9463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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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564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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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564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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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5649500 奇諾の旅. 1,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原作; 郷漫畫;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517 奇諾の旅. 2,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原作; 郷漫畫;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5649524 活下去吧!社畜美眉: 後輩美眉宅宅活動誌 ビタワン原作; 湧井想太漫畫; 陳宏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531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三田誠, TYPE-MOON原作; 東冬作; 彼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548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三田誠, TYPE-MOON原作; 東冬作; 彼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586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9555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9562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9579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9593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9609 佐佐木與宮野 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9616 T老師暖暖保父日誌 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9623 T老師暖暖保父日誌 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9630 前不良爸爸與小綿羊老師. 向陽篇 水稀たま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647 戰刻夜想曲 「戦刻ナイトブラッド」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おの秋人漫畫; 芙菈格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9654 與野獸渣男的甜蜜錯愛 吉田実加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661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原作; 藤小豆漫畫;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678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原作; 藤小豆漫畫;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685 我妹的時尚宅男改造計畫 縞野やえ漫畫; 托帕石.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9692 我妹的時尚宅男改造計畫 縞野やえ漫畫; 托帕石.D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708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49715 超美味百變飯糰: Plus!馬鈴薯沙拉&熱壓三明治食譜全88道Tessh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722 從腿開始瘦!神鍛鍊瘦身操: 預約滿檔的女性專屬教練獨家傳授石本哲郎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739 日本首席女公關連續7年第1的超級業務術: 牢牢抓住人心的待客之道小川愛莉作; 崔立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746 吸血鬼作家的異搜事件簿 澤村御影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9753 我家執事如是說: 菜鳥主僕推理事件簿 高里椎奈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9760 博多豚骨拉麵團Extra Games 木崎ちあき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777 橫濱車站SF(全國版) 柞刈湯葉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784 dele刪除 本多孝好著; 王華懋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791 元氣爆表!正能量企鵝Koupen Chan るるてあRURUTEA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807 本島彩帆里推壓按摩棒: 10種擊潰脂肪的用法 本島彩帆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814 對自己吐槽的白熊 旅遊英語輕鬆學 Nagano插畫; 川合亮平英語監修; 賴宣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985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9890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概念交差的構造體千月さか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9937 普通攻擊是全體二連擊,這樣的媽媽你喜歡嗎? 井中だちま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9975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9982 千劍魔術劍士. 1, 最強傭兵與禁忌雙子一同追尋過去高光晶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0298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7430359 機動戰士鋼彈MSV-R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74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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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7430458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原作; ほた。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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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7430595 美男子作畫: 從零開始學習專家畫技 神技作畫系列秋赤音等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0618 淺草鬼妻日記. 五, 妖怪夫婦與眷屬的小日子 友麻碧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0649 地獄幽暗亦無花 路生よる作; H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0656 妖怪旅館營業中. 九, 謹獻給你的手作便當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0663 我的時間都去哪了?高效率完成工作、享受人生!日経WOMAN編著; 陳映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0700 TikTok創意短影音: 康康、黃星瀚外拍攻略 TikTok創作者, 台灣角川編輯部作; 陳立偉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7152 好感居家配色全書: 設計師教你挑對顏色,一次上手的150個空間色彩搭配技巧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071 貓奴必備的家庭醫學百科 野澤延行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361 大人的數據力: 看破數字背後隱藏的訊息,培養工作、生活上的數據思考能力堀口智之著; 曾瀞玉,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378 流光之城 靡寶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59392 流光之城 靡寶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59385 流光之城 靡寶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759453 說時間的謊: 你是我唯一的坦白 崎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460 沖繩超導覽. 2019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477 探索者的烙印 やまねあやの原作.插畫; 砂床あい作; 黃盈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484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759491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759507 幸腹塗鴉 川井マコト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9514 歡迎回來,我的光輝 高津作; 陳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521 雖然嘴上說討厭其實很喜歡? キシモト作;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8

送存冊數共計：189

臺灣東販



9789864759538 I: 伊藤先生 冥花すゐ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9545 多羅羅(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9569 大人的理科教室: 構成物理.化學基礎的70項定律涌井貞美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576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淺野一二0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9583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9590 三個阿道夫(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9606 那麼想和我在一起嗎? 鷹丘志成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13 我的笨貓情人 田中森よこ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20 我的校園騎士 ARUKU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37 AIR JORDAN ORIGIN第一代經典球鞋完全收藏 雙葉社編;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44 超萌羊毛氈動物戳戳樂: 43款實用小物打造療癒居家style!さくだゆうこ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51 東京街角遇見貓: 走訪喵味十足的19條散步路線x25間特色店家一志敦子著; 王麗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68 修復式瑜伽,從今天開始煥然身心! Hot Yoga Studio LAVA監修; 呂沛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82 跟著鬼才製作人引爆商機!將平凡物品變成「熱銷商品」高瀨敦也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699 創造銷售藍海的8堂課: 讓客戶從不認識你到離不開你的行銷策略永井孝尚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705 日本料理切雕技法: 海鮮、肉類、蔬菜的100種切法島谷宗宏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712 貓奴居家掃除必備手冊: 再忙、再懶,都能和貓咪過上舒適的生活セノミサエ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729 陪彩虹小孩一起探索性別認同: 心理學博士教你成為孩子成長路上的最強心靈盟友西野明樹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736 多羅羅(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9750 Artiste: 料理藝術之路 さもえど太郎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9781 放學後你只屬於我 木村あや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798 三個阿道夫(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9804 鳥葬巴別塔 二宮志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9811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井上小春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9842 不要啦不要啦卻深吻了起來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859 東京超導覽. 2019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866 滅絕生物圖鑑 趙燁作; 森乃おと文; 黃品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880 消滅都市 下田翔大原作; 高橋慶著;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897 暗天街幻想奇錄 壺也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03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759910 大人的數學教室: 透過114項定律奠立數學基礎 涌井良幸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27 annas的童話刺繡圖案集: 用針線描繪12則故事 川畑杏奈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34 JK就是正義!女學生制服圖鑑: 從衣服鞋襪到小物,200個細節一本掌握!クマノイ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41 咖啡店開業哲學: 看特色店家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中取得獲利平衡學研PLUS編著;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58 日式串燒.串炸料理全書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65 從讀心、攻心到交心: 王牌律師教你掌握主導權、贏得信任,讓人不自覺說Yes!石井琢磨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72 你以為你在體貼他人,其實只是在剝削自己 根本裕幸著; 鄒玟羚,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9989 摺出好腦力!趣味摺紙大全: 從入門到進階,打造自己的小小樂園前川淳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000 別再假裝自己沒事了!: 唯有正視憤怒、悲傷、失落與不安,才能跳脫情緒的迴圈關屋裕希著;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017 超漫遊鹿兒島.宮崎 熊本.屋久島.高千穗 TAC出版編輯部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024 多羅羅(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10031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山田惠庸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10048 瞌睡女孩 酉川宇宙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0055 假日的練馬站 武藏野チカ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062 星期天的磅蛋糕 阿彌陀しずく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079 天作之合的兩人 黑山メッキ原作;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086 Banbi邦比 九重シャム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093 BL戀愛降臨 椎名秋乃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109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10116 ORIGIN原型機 Boichi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10123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井上小春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0130 三個阿道夫(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10147 外匯交易圖表分析入門: 從新手變行家,勝率逾7成的投資獲利術!陳滿咲杜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154 Google行銷人傳授 數位行銷的獲利公式 遠藤結萬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178 有點奇怪的叔叔 陳修京文.圖; wooshin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10185 圖解電波與光的基礎和運用 井上伸雄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192 打造爬蟲類、兩棲類的專屬生態缸 松園純監修; 川添宣廣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208 用鉤針編織立體花卉小飾品 Lunarheavenly中里華奈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215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110222 跟著大師學微奢華甜點裝飾技法 本橋雅人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239 難搞的不是工作,而是每天相處的同事!: 48個擊退辦公室小人的方法小羅密歐.羅德里格斯著; 曾瀞玉,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246 經典不敗的簡約時尚風格: 10個穿搭原則+100款時尚造型村山佳世子作;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253 好脾氣帶來好運氣: 怒上心頭前喊卡!改寫人生劇本的幸福心靈訓練法安藤俊介作;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0260 舉手投足間魅力盡顯!上班族插畫解析集 ma2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9650 管理學 許士軍著 11版 平裝 1

9789574839667 投資學 倪仁禧, 陳琪龍, 謝振環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9674 中級會計學 徐惠慈著 5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4839681 Writing success: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work today written by Jennifer Shiue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839698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余立棠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6820 書情畫意: 台灣省中國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9 王和美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450 經典傳奇: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年度展. 2018 馬芳渝, 鄭宏章, 何忠術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506 勤護教法: 上座部道場成立十週年點滴紀念道場成立十週年. 2008-2017觀淨尊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513 止觀禪修次第 瑪欣德尊者(Bhante U Mahinda)著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9510 華人建築歷史研究的新曙光: 海峽兩岸中生代學者建築史與文化遺產論文集. 2017吳秉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643 精品住宅建築 莊亦吏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9508650 台灣景觀選. 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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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6119 墨海相映: 台灣海洋畫會vs韓國繪畫2000 蘇姝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590 台灣成人氣喘臨床照護指引 邱國欽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714006 台灣肺炎診治指引. 2018 林孟志, 黃立民主編 平裝 1

9789869714013 台灣成人氣喘臨床照護指引. 完整版 王耀東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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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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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海洋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建築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中國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8

臺灣東華



9789862037768 好長好長的驚奇翻翻書 雅妮.塔瑪金(Annette Tamarkin)作; 吳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079 大玩算數 伊凡.莫斯科維奇作; 李欣怡, 劉維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38086 大玩算數 伊凡.莫斯科維奇作; 李欣怡, 劉維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38130 10隻小瓢蟲 Melanie Gerth文; Laura Huliska-Beith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038185 FUN心聽繪本.輕鬆學英文 外山節子監製; 宮下和泉編撰; 廖紋緻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927 感恩的奇蹟 李永勳著; 台灣推喇奴書房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232 美國國會前叩門的唐吉軻德: 你應該知道的台灣關係法王能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1323 台灣女傳封牧70週年生命見證集 莊淑珍等作; 連嫦美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506 各國制憲運動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5838 中華傳世草書神品 李翰文編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845 中華傳世行書神品 李翰文編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890 西遊記 吳承恩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906 傳習錄 (明)王陽明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913 孟子評注本 (戰國)孟子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920 了凡四訓 (明)袁了凡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937 四書五經 (春秋)孔子等著; 崇賢書院編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944 水滸傳 施耐庵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968 史記菁華錄 司馬遷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982 北宋文選 楊慶存, 楊靜編選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687 先天易數靈棋經要訣 羅山雲主講 平裝 1

9789869267694 真武神算 羅山雲主講 平裝 1

9789869762601 黃籙九幽齋醮經典科儀範本 台灣道教總廟玄義宮教學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960 PCBShop採購指南. 2019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3970 讓小孩咻咻長高的日日好肉 徐慧源作; 彭翊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994 正確保鮮!預調理美味家常菜 鈴木徹監修; 牛尾理惠料理示範; 林妍蓁譯 平裝 1

9789861304007 好孕湯療: 國寶女中醫的3階段助孕法, 幫你調整體質、對症根治,告別不孕!黃蘭媖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電路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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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崇賢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女傳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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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推喇奴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9789861304014 當物理博士遇上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哲學 巫明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021 今天開始「愛上早餐」: 51款可愛造型餐,讓孩子搶著說「想吃!」,視覺、味蕾、營養大滿足!劉娟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038 徹底收納【實例圖解】: 空間倍增X取用方便！日本超人氣收納專家的整裡術！掌握4步驟8技巧就能改造空間本多さおり著 平裝 1

9789861304045 家事斷捨離: 第一本打破收納迷思，讓每個人都能不必特別花時間就做好家事的減法生活書山下英子著 平裝 1

9789861304052 100張圖學會K線精準判讀 方天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069 這樣下指令任誰都可以動起來 石田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076 睡美人投資法則 張皓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083 整腸助瘦!天然什錦穀麥DIY: 早餐No.1選擇!680萬人信賴的營養師教你低GI不變胖,淨化腸道血管,吃出全家健康村上祥子作; 蔡姿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090 讓上班族狠賺的EXCEL財報分析術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106 金牌團隊不藏私的世界麵包全工法: 50款「歐x美x日x台」的經典麵包,從基礎做法到應用調理,一次學會!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113 不太會說話，也沒關係！ 加藤昌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137 以小搏大，格鬥技全圖解: 防身、健身、看懂比賽這本就夠用!吉福康郎作; 胡汶廷譯 平裝 1

9789861304151 ETF大贏家 股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8830 媽祖文化 林宏達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8865 台灣雕塑大展. 2018 陳齊川, 吳德和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848 ICD-10-PCS病歷書寫參考指引. 系列二 王健興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511 不斷進取的人比較快樂 艾琳.C.凱蘇拉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0528 開發無限的心理潛能 拿破崙.希爾著; 李可欣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609 鄭子明油畫集 鄭子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563 話畫I:隱藏在70名畫背後的祕辛 李昆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714 你知道嗎?有70%的病是不需要吃藥的: 不過度依賴藥物,開啟身體自癒宇多川久美子作; 王懷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778 方遠平草書專輯 方遠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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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元璋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子明油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院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灣糖尿病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雕塑學會



9789869767002 重寫<>與<>中之<> 鄭元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7019 龍靈鶴羽猴踪: <>修練與體驗實錄 鄭元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7026 精讀重撰宮本武藏之<>-印證<>宗師陳明崙博士之<>鄭元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7033 校註<>與<>中之<> 鄭元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8808 廖昭玲: 記憶的踽踽獨行 Works 2014-2016 廖昭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1306 大乘起信論旨要略示 懺雲老和尚開示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1953 如是賞茶: 翁明川竹雕茶器創作展 翁明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678 懷孕必備枕邊書 張震山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685 飲水大革命 楊乃彥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5692 極速產熱燃脂操 中村格子作;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715 睡前捏一捏寶寶百病消 于天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4922 TELLO EDU飛行器課程. Level I 緯育STEAM教研組主編 平裝 1

9789869704977 TELLO EDU飛行器課程. Level II 緯育STEAM教研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018 職場如此殘忍,你要無可取代 趙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5025 指數革命: 巴菲特認證!未來真正能獲利的最佳投資法查爾斯.艾利斯(Charles D. Ell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5032 跨界模式: 單打獨鬥賣不贏 勇敢跨界才能賺進「轉型新紅利」王靖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5049 SOP一次上手技術分析 温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515 驚!東方妖怪全收錄: 午夜,鬼學家最愛講的東方妖怪故事林品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3522 嚇!西方妖怪總動員: 父母最愛講給孩子聽的西方妖怪故事黃禹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655 回到初心: 華人保險天后陳明利的慕勤人生 陳明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686 本分: 華人保險天后陳明利的成功心法 陳明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8902 輕鬆揮桿,打好高爾夫 王鈞生, 王化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8919 妖怪全書 林品文, 黃禹潔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9748100 故宮裡的大怪獸. 1: 洞光寶石的秘密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8117 故宮裡的大怪獸. 2: 御花園裡的火車站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8124 故宮裡的大怪獸. 3: 睡龍床的男孩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8131 故宮裡的大怪獸. 4: 景仁宮的怪事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8148 故宮裡的大怪獸. 5: 獨角獸的審判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8155 故宮裡的大怪獸. 6: 小小金殿裡的木偶戲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8162 故宮裡的大怪獸. 7: 白澤大王的回憶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緯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蓮因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竹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磐石工作室



9789869748179 故宮裡的大怪獸. 8: 惡魔龍的真相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8186 故宮裡的大怪獸. 9: 貔貅嚮往的世界 常怡著; 么么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030 最美的生命 丹真絨布仁波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061 海參爺爺說故事 陸含英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0382 人生不完美,但依然好得很 張雅如, 林昭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9003 養生建築: 從家開始的健康提案 楊織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010 生死彼岸 劉易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824 情境式德檢必考單字2300 真道杉, 小笠原藤子, 鈴木伸一作; 樂思編譯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861 人氣園藝師川本諭的植物&風格設計學 川本諭作;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878 冠軍花藝師的設計X思考: 學花藝一定要懂的10堂基礎美學課謝垂展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92885 為你的日常插花吧!: 18組生活家的花事設計 平井かずみ作; 陳建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892 全年度玫瑰栽培基礎書 鈴木満男著;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009 一起插花吧!從零開始,有系統地學習花藝設計 陳淑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5016 不凋花.調色實驗設計書: 一次學會250種花.葉.果完美變身不凋材張加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023 生活中的綠舍時光.30位IG人氣裝飾家&綠色植栽的搭配布置主婦之友社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417 標竿國中英語: 文法寶典. 1 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執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424 標竿國中英語: 文法寶典. 2 賴素如, lan Crews, Tim Heebner執行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6448 標竿國中英語: 文法寶典. 1, 教師手冊(解答與補充考題)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執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455 標竿國中英語: 文法寶典. 2, 延伸練習與複習冊 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執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6918 養腎就是養命: 專家教您養生必先養腎 牛林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949 捨得是人生智慧的最高境界 劉襄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970 DIY自創自己的中文輸入法 蘇勝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987 超神奇的活學活用心理學 林建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994 看透人心: 辨別人性的真假遊戲 程立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901 就這樣,自我快速療癒痛風 謝英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777 迪達古大師: 「麥克風大師」的傳奇人生 晏禮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4784 孫倫三藏高僧: 證入寂靜的「國之瑰寶」 曾國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廣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標竿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思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澄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明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941 帝國之弦: 日治時期臺日海底電纜之研究(1895-1945)吳政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958 <>點校. 2(七-十二卷) 林燊祿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965 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 黃自進, 潘光哲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078972 唐代佛教群體的記憶與信仰實踐 林韻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989 檜林、溫泉、鐵線橋: 近代八仙山林場的成立與旅行書寫(1910-1930)吳政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996 又哂詩集 林燊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807 印記歌仔戲 廖秀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814 從サクラ到プロ: 台灣導遊的專業化之路 陳建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821 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 陳鴻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838 跨域青年學者台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 第三輯薛化元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142 七河之地: 印度地理史略 桑吉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著; 拉妮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0159 歐洲霸權之前: 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 珍妮特.L.阿布-盧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著; 杜憲兵, 何美蘭, 武逸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0166 新西班牙征服史 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著; 謝章義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848 吉祥大威德怖畏金剛生起次第三身寶藏 羅桑隆竹班智達造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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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5404 本地The Place: 屏東 黃銘彰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04 本地The Place: 屏東 黃銘彰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11 本地The Place: 台東 劉玟苓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11 本地The Place: 台東 劉玟苓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28 本地The Place: 台南 胡士恩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28 本地The Place: 台南 胡士恩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35 本地The Place: 桃園 楊孟珣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35 本地The Place: 桃園 楊孟珣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442 本地The Place: 桃園/台南/屏東/台東 編集者新聞出版編集策劃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102 澎湖水族館重新開幕紀念專刊 澎博企劃部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150 百年飯桌: 吃飯不讀書，踩雷徒傷悲！鞭神老師的常民美食研究室李廼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1167 日日三餐 早．午．晚: 葉怡蘭的20年廚事手記 葉怡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1174 飛客心法: 航空評鑑秘密客28個私房密技，用里程／點數飛．住全世界高睿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1181 從入門到日檢N1都要懂,最強的500字外來語 富永圭太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02616 金門<>木雕典藏目錄 莊振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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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蘭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歐樂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編集者新聞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澎博海洋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盤逸



9789869709309 屠殺: 大量宰殺、強摘器官以及中國秘密解決異議分子的方法(第九章)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作; <>翻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9709316 屠殺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作; 吳祥輝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986 料理臺灣 蕭秀琴著; 林一先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119 從北齋到吉卜力: 走進博物館看見日本動漫歷史!!李政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049 動物園夢遊記 邱垂堂編著 平裝 1

9789867161970 小號初學者入門研究 陳錫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070 小號練習方法研究 陳錫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094 蕭斯塔可維奇: 爵士組曲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148 巴赫C小調第五號組曲: 大提琴與鋼琴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155 搶救大作戰. 節奏練習篇. 2 譚琇文作 平裝 1

9789865986186 中國音樂故事說給你聽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6193 長笛音色與音階基礎練習 李宗霖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216 西貝流士: 芬蘭頌Cello&piano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230 娜塔與尤達的冒險旅程. 首部曲, 被偷走的音樂符號鄭啟芬, 洪凱軒編著 其他 1

9789865986247 太極式的鋼琴即興演奏 丹尼斯.余爾門(Dennis Thurmond)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6261 西貝流士: 輪旋曲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278 維他利: 夏康舞曲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285 小號名曲詮釋與練習法研究 陳錫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292 So funny: 英文兒歌趣味創意改編. 鋼琴彈奏曲集 小奏鳴曲程度適用陳文清改編 平裝 1

9789865986346 野思草野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353 鍵盤玩玩樂: 大音階.琵音練習 蘇若雯著 平裝 1

9789865986360 鍵盤玩玩樂: 和聲小音階.琵音練習篇 蘇若雯著 平裝 1

9789865986377 巴赫d小調第二號組曲: 大提琴 中提琴與鋼琴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391 傳統與創新: 臺灣戲曲發展與觀察論述 游庭婷[作] 平裝 1

9789865986407 梁山伯與祝英台鋼琴獨奏曲 何占豪, 陳剛原作 其他 1

9789865986421 孟德爾頌: 無言歌(大提琴與鋼琴組曲)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438 Mini Magic Flute小小魔力長笛 芭芭拉.吉絲勒.哈澤, 費蕾絲特.拉巴利作 其他 上冊 1

9789865986445 Mini Magic Flute小小魔力長笛 芭芭拉.吉絲勒.哈澤, 費蕾絲特.拉巴利作 其他 下冊 1

9789865986452 潘朵拉的草莓派. 幼兒樂理篇. A冊 樂之森林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469 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 大提琴與鋼琴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476 奧芬巴哈嬉遊曲: 大提琴與鋼琴 林秀三編著 平裝 1

9789865986513 音樂之路. 1, 兒童簡易基礎樂理 魯道夫.尼卡林(Rudolf Nykrin) 平裝 1

9789865986520 草野游詩集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537 大衛朵夫: 敘事曲(大提琴與鋼琴) 林秀三改編 平裝 1

9789865986544 賀伯特: 大提琴第一號協奏曲(大提琴與鋼琴) 林秀三改編 平裝 1

9789865986551 潘朵拉的草莓派. 幼兒樂理篇. B冊 樂之森林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568 梁山伯與祝英台鋼琴四手聯彈 何占豪, 陳鋼原曲; 陳鋼改編 平裝 1

9789865986575 音樂之路. 2, 簡易和聲學 魯道夫.尼卡林(Rudolf Nykri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6582 Sieben bach-choräle von verschiedener art: Übertragungen von J. S. Bach fur klavier zu vier handen張聖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599 陳維斌 臺語歌曲集. 鄉土篇 陳維斌詞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797 佈爾格彌勒25首練習曲 丹尼斯.佘爾門MIDI編曲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6810 巴赫: 組曲(給中提琴獨奏) 林秀三改編 平裝 1

9789865986896 活動手冊. 3: 搭配鋼琴教本鋼琴小子: 彈奏-樂趣-資訊漢斯-剛特.霍伊曼(Hans-Gunter Heumann)作; Vick Wang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933 小小吹笛手FIFE. 第二冊: 專為fife與響笛所設計的初學教材李宗霖, 吳欣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940 小小吹笛手FIFE. 第二冊: 教師補充手冊 李宗霖, 吳欣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854 樹人學報. 第十五期 黃世疇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1

樹人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5952 不可思「億」巧克力工廠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969 旋風戰鬥陀螺的祕密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976 春日小學社團日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983 星球卡爭奪戰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990 怪怪小屋的考驗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4201 金麻雀召集令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521 怪傑佐羅力之一定要找到燈神!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538 怪傑佐羅力之妖怪運動大會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606 仙靈傳奇. 3, 畫仙 陳郁如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712 怪博士與妙博士 林世仁文; 薛慧瑩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3729 怪博士與妙博士. 2: 失敗啟示錄 林世仁文; 薛慧瑩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3736 Doctor大熊醫生粉絲團 劉思源文; 嚴凱信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3743 黑洞裡的神祕烏金 洪雅齡文; 游智光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3750 小東西. 2 哲也文; 達姆等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3804 媽媽還沒回來嗎? 李泰俊作; 金東成繪; 林玗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835 貓巧可救了小紅帽 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842 數位世界的孩子. 1: 為什麼我要認識網路人權?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迪亞哥.瓦斯柏格(Diego Vaisberg)圖; 洪翠薇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859 數位世界的孩子. 2: 為什麼我要重視網路安全?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迪亞哥.瓦斯柏格(Diego Vaisberg)圖; 洪翠薇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859 數位世界的孩子. 2: 為什麼我要重視網路安全?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迪亞哥.瓦斯柏格(Diego Vaisberg)圖; 洪翠薇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866 數位世界的孩子. 3: 為什麼我要注意網路健康?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迪亞哥.瓦斯柏格(Diego Vaisberg)圖; 洪翠薇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866 數位世界的孩子. 3: 為什麼我要注意網路健康?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迪亞哥.瓦斯柏格(Diego Vaisberg)圖; 洪翠薇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873 數位世界的孩子. 4: 為什麼我要善用社群媒體?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迪亞哥.瓦斯柏格(Diego Vaisberg)圖; 洪翠薇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873 數位世界的孩子. 4: 為什麼我要善用社群媒體?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迪亞哥.瓦斯柏格(Diego Vaisberg)圖; 洪翠薇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910 陳郁如的旅行風景. 1: 華氏零度 陳郁如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941 科學不思議. 3: 好想去月球 松岡徹文.圖; 李佳霖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972 小鷹與老鷹 黃郁欽作; 陶樂蒂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989 鱷魚追母雞 凱瑟琳.弗哈迪耶(Catherine Fradier)文; 尉遲秀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3996 世界恐龍發現地圖 久邦彥文.圖; 李佳霖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4108 神奇柑仔店. 3, 誰需要除皺酸梅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115 神奇柑仔店. 4, 給我變強的狼饅頭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146 機智白賊闖通關 嚴淑女文; 林芷蔚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153 板橋三娘子 謝武彰文; 蔡其典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160 奇幻蛇郎與紅花 劉思源文; 林芷蔚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177 一個傻蛋賣香屁 顏志豪文; 葉祐嘉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184 中山狼傳 謝武彰文; 游智光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191 出雲石 謝武彰文; 葉祐嘉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207 中學生晨讀10分鐘: 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樣 米蘭.昆德拉等作; 林韋達繪; 褚士瑩選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337 中學生晨讀10分鐘: 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李鐘旻等作; 泛科學選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414 口感多變的手工餅乾 許正忠, 詹陽竹著 初版 平裝 14

9789863641414 口感多變的手工餅乾 許正忠, 詹陽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414 口感多變的手工餅乾 許正忠, 詹陽竹著 初版 平裝 -9

9789863641414 口感多變的手工餅乾 許正忠, 詹陽竹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3641421 令人垂涎三尺的蛋糕卷 林倍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438 懷舊小食與美味糖果 許正忠, 周素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1701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版面設計學: 從豐富的範例中學習!不可不知的版面基礎知識PIE BOOK編輯;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732 鋼琴老師沒告訴你的24件事: 學音樂,追求什麼 蔡佩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8

橘子文化



9789864591756 英國烘焙大師的麵包廚房 保羅.郝萊伍(Paul Hollywood)著; 松露玫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763 葡萄品種全書: 世界釀酒葡萄品種全方位風味指南奧茲.克拉克(Oz Clarke), 瑪格麗特.藍德(Margaret Rand)作; 潘芸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770 紳士的風格:來自經典英倫時尚指標的風格養成指南，樂於身為男人，活出不凡氣派傑瑞米.蘭米德(Jeremy Langmead)著; 李雅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787 人氣料理家的無奶油輕盈系甜點配方,生乳戚風x馬芬x枕頭蛋糕x半熟磅蛋糕x水果塔x餅乾x司康,48道在家也能做出的名店風甜點吉川文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817 世界白蘭地: 歷史文化.原料製程.品飲評論 王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824 一個作家的料理練習曲 貝涅.彼特(Benoît Peeters)腳本; 海月水母(Aurélia Aurita)漫畫; 韓書妍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831 咖啡自家烘焙全書 肯尼斯.戴維茲(Kenneth Davids)著; 謝博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1848 愛上比斯考提 原亞樹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862 法國葡萄酒(暢銷紀念版) Edwin Soon著; 王琪, 林孝恂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90139 天空的呼喚 曹文軒文; 秦修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46 柏林上空的傘 曹文軒文; 潘堅, 潘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53 第八號街燈 曹文軒文; 那圖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60 發條鼠 曹文軒文; 李璋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77 年獸來了 王進文; 柳壟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77 年獸來了 王進文; 柳壟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84 老鼠娶親 金玲, 劉煜文; 徐燦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07 愚公移山 吳邦俐文; 林俊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21 狐假虎威 李漫文; 張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38 葉公好龍 張曉東文; 王超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45 草船借箭 姚慧, 林俊杰文; 林俊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52 東郭先生和狼 魯藝文; 朱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69 女媧補天 唐松梅文; 馬雪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76 夸父追日 金玲, 劉煜文; 閻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83 后羿射日 李漫文; 朱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90 嫦娥奔月 吳興莉, 陳玲文; 徐燦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306 守株待兔 唐松梅文; 王笑, 朱穎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320 望梅止渴 林虹文; 林聰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337 盲人摸象 金玲, 劉煜文; 徐兵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412 如意金箍棒 吳承恩原著; 安東旭等編寫; 胡志明等繪者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429 齊天大聖 吳承恩原著; 安東旭等編寫; 胡志明等繪者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436 石猴出世 吳承恩原著; 安東旭等編寫; 胡志明等繪者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443 趣味文字 中國文字魅力的展現 葉文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450 趣味歷史: 欣賞中國歷史的真相與智慧 于凱, 黃愛梅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467 文知馨語: 首屆海峽兩岸青少年共享閱讀活動作品集申顯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474 大鬧天宮 吳承恩原著; 安東旭等編寫; 胡志明等繪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990481 大鬧天宮 吳承恩原著; 安東旭等編寫; 胡志明等繪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990498 如來佛顯聖 吳承恩原著; 安東旭等編寫; 胡志明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511 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卞岐改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2281 莊嚴: 故宮半世紀 羅啟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72298 莊嚴 翰墨知交情 莊靈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6708 莊嚴: 書道幽光 臺靜農等作; 羅啟倫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684 rising stars written by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95691 rising stars written by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9

羲之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學生閣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龍少年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9455 不存在的績效: 穩定報酬的真相解密!馬多夫對沖基金騙局最終結案報告哈利.馬可波羅(Harry Markopolos)著; 陳民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462 關鍵買賣點: 突破實戰交易的科學與藝術 亞當.葛蘭姆斯(Adam Grimes)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479 超級績效. 2: 投資冠軍的操盤思維 馬克.米奈爾維尼(Mark Minervini)作;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486 投資哲人查理蒙格傳 珍娜.羅渥(Janet Lowe)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722 學霸作文課. 1: 基礎班 妙筆生花的入門功夫 江超平, 柳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739 學霸作文課. 2: 中級班 下筆如神的實踐之道 江超平, 柳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746 學霸作文課. 3: 高級班 寫作致勝的應考關鍵 江超平, 柳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753 學霸作文課. 4: 實戰班 臨場應試的不敗祕訣 楊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760 學測數學高分好簡單 宗翰作 平裝 1

9789869571777 7000英文單字一背就會 盧克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71784 7000英文單字一背就會 盧克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71791 7000英文單字一背就會 盧克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96500 高中基礎物理. 二, A冊 劉家齊, 林靖作 平裝 1

9789869696517 高中基礎物理. 二, B冊 張鎮平, 劉家齊作 平裝 1

9789869696524 閱測弄明白: 白話文學習有妙招 江超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415 私藏北義之美: Amanda的旅行散策 Amanda Cho文字.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237 這個世界的春天 宮部美幸作; 林熊美翻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95244 這個世界的春天 宮部美幸作; 林熊美翻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95251 這個世界的春天 宮部美幸作; 林熊美翻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447249 文豪偵探: 那些在亂步之前寫下謎團的偉大作家: 夏目漱石.泉鏡花.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偵探小說精選集曲辰編選;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256 文豪怪談: 從江戶到昭和的幻想引路人: 小泉八雲.夏目漱石.泉鏡花.佐藤春夫.太宰治怪談精選集曲辰編選;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294 名偵探的枷鎖 東野圭吾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447300 沒關係,是伊坂啊!他的3652日 伊坂幸太郎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317 尋找回憶的偵探們. 3: 沉默之詩 鏑木蓮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324 孤宿之人 宮部美幸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447331 孤宿之人 宮部美幸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447355 不連續殺人事件 坂口安吾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362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 誰讓恐怖情人得逞?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件的真相與警示清水潔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386 殺人之門 東野圭吾著; 張智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447393 完全犯罪: 加田伶太郎傑作集 福永武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666 居服員 陳映儒等作; 黃國超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92680 「素養導向課程實踐與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學善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673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第一屆翻譯研究暨第二屆台日兒童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8年曾麗蓉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資訊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寰宇軒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寰宇知識科技



9789869618854 靜宜大學資訊學院全國資訊安全會議論文集. 第二十九屆張雅芬, 林家禎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861 漫散記: 林莉酈個展 彭宇薰策劃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200 從生活中理解佛法 釋一惠著 精裝 1

9789869697224 天地寶經地母真經 陝西漢中府城固縣地母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7231 天地寶經地母真經(普及本) 陝西漢中府城固縣地母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1657 蘧廬集 笠翁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941664 蘧廬集 笠翁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941695 蘧廬集 笠翁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941701 養生學 楊玉輝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941718 養生學 楊玉輝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941725 蘧廬集 笠翁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516 地球と共に生きていく: 100 の地球にやさしい思考と行動釋證厳著; TCFLT日本語翻訳組 平裝 1

9789869718530 晨語竭無明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8554 A second and a lifetime 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9789869718561 地藏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718578 地藏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148 美膚. I 聶惠如, 陳宥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155 美顏. I 王淑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162 房務實務 林雅鈺,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0179 中餐烹調實習 蔣家娟, 陳思怡, 鄭富貴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0186 餐飲服務技術 林姿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0193 觀光餐旅業導論 陳思怡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7605 專題實作: 餐旅群 陳思怡, 黃經典, 鄭雅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612 家政概論 楊素玉, 胡育如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201 王軼猛: 傳世經典書法紀念輯 王軼猛著 精裝 1

9789869744225 書法哲學基礎問題 林慶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0046 智慧型手機關鍵技術應用研究 郭建明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64708 三千: 王興道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4715 地平線Horizon: 科學與想像力的延伸: 臻品28週年展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界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903 醒著 樹院子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5614 最漫長的十四天: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口述實錄與記實陳慶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638 習近平講故事 人民日報評論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652 「惠臺31條」彙編 龍圖騰文化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144 鄧石如篆書集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2

9789576143151 鄧石如隸書集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2

9789576143168 沈尹默書林公鐸先生墓表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2

9789576143175 傅青主自書詩稿真跡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2

9789576143182 秋明長短句 沈尹默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3168 政壇網紅韓國瑜: 最驚人網路行銷實戰秘辛 張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779 年度人氣甜點烘焙 鄭清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86 人氣牛肉麵全攻略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93 職人精品巧克力全書 黎玉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539 早期療育: 夥伴合作專業指南 Bonnie Keilty著; 黃瓊儀, 張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553 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法: 初學者學習指南 周文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560 行為改變技術: 理論與運用 Garry Martin, Joseph Pear著; 黃裕惠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13577 精神分析講台: 自體心理學等(之十四) 劉時寧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584 臺灣小學師範教育發展, 師範學校篇: 師道典範的建立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607 邁向教育4.0: 智慧學校的想像與建構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614 學校經營的實踐智慧 林文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621 小學校園裡的繽紛世界: 學校行政個案集 林文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638 青少年閱讀素養之培育: 談不同學科領域的文本引導唐淑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0738 三國故事真假100例 方北辰, 譚良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745 一個成都學者的精采三國 方北辰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752 一個成都學者的精采三國 方北辰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769 走進成都武侯祠100問 譚良嘯, 方北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776 三大師談紅樓 王國維, 蔡元培, 胡適作 平裝 1

9789865620783 國學經典九百句 黎紅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790 <>事件評述. 上冊 卞朝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806 <>事件評述. 下冊 卞朝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820 中國故事的文化軟實力. 上冊 王一川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龍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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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獨家

送存冊數共計：2

樹院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時代



9789865620837 中國故事的文化軟實力. 下冊 王一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851 中國史詩 仁欽道爾吉, 郎櫻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868 中國史詩 仁欽道爾吉, 郎櫻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882 品園 陳從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899 《論語》人物評傳 卞朝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905 《論語》人物評傳 卞朝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950 詩意人生 莫礪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967 魏晉風度與音樂 郭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650 全國商管論文研討會暨論文競賽論文摘要集. 2019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0650 全國商管論文研討會暨論文競賽論文摘要集. 2019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507 代購網拍必去的四大購物天堂: 香港、大阪、曼谷、關島 這樣買讓你停不下來蘇宰暎, 盧昭妍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4514 別用情緒勒索教養你的孩子: 激發孩子思考力的引導式教養法鄭銀慶著;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4521 喵星人你怎麼說?: 當貓奴遇到了喵星人,其實牠沒有你想像中的難搞!ニャンコ友の会著; 張佳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4538 軟木筋膜放鬆術: 44組全身筋膜按摩、伸展放鬆圖解全書Sweet*慢走體適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80653 浴血帝國: 紛亂的三國兩晉南北朝 馬兆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660 浴血帝國: 紛亂的三國兩晉南北朝 馬兆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677 北國經典 莊裕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691 史記的人生智慧 計正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707 中國國寶建築: 中原珍藏 莊裕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714 渦河邊的老子 許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721 中國門窗: 門卷 莊裕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752 論語智慧 姚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769 影響中國文化的十大經典 王月清, 暴慶剛, 管國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806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880776 盛世長歌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837 盛世長歌: 走向巔峰的隋唐五代 馬兆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844 孟子智慧 姚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851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洪修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882 中國國寶建築: 西南瑰寶 莊裕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899 禪與老莊 徐小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905 中國禪宗通史 杜繼文, 魏道儒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912 中國禪宗通史 杜繼文, 魏道儒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332 夢裏不知身是客: 葉冠廷先生訪談錄 葉冠廷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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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54739 動靜態作品集. 十八屆 許晏瑜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澤燁人文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橋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流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龍圖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龍華科大企管系



9789869723602 小花妹逛市場 張寶釧文; 歐秀文圖; 張美娟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176 奇妙的鏡子 陳美玲作; 莫如昇攝影; 卓昆峰插圖 精裝 1

9789869541183 樂樂村的怪味道 陳玟妤文; 陳維霖繪圖 精裝 1

9789869541190 我是主角 陳美玲文; 卓昆峰繪圖 精裝 1

9789869642279 便便觀察站 王元容作; 達志影像圖片 精裝 1

9789869642286 自然大驚奇: 這是誰的臉 何佳芬文; 達志影像, 李文貴, 李明忠圖 精裝 1

9789869642293 自然大驚奇: 動物躲躲藏 何佳芬文; 達志影像圖 精裝 1

9789869698405 自然大驚奇: 動物模仿高手 何佳芬文; 達志影像等圖 精裝 1

9789869698412 自然大驚奇: 一樣不一樣 王元容文; 達志影像, 李文貴圖 精裝 1

9789869698429 自然大驚奇: 數隻數隻 王元容文; 達志影像, 李文貴, 陳振豐圖 精裝 1

9789869698436 自然大驚奇: 猜猜我是誰 張涵易文; 達志影像圖 精裝 1

9789869698443 自然大驚奇: 誰是第一 張涵易文; 達志影像圖 精裝 1

9789869698450 自然大驚奇: 大自然的顏色 張涵易文; 達志影像, 李明忠, 陳振豐圖 精裝 1

9789869698474 火車來了 張涵易作; 達志影像圖; 林純純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98481 便便觀察站 教師指引手冊 王元容作 平裝 1

9789869698498 橋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作 平裝 1

9789869718301 動物建築師 教師指引手冊 游見惠作 平裝 1

9789869718318 水果王國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 尹少琁, 張証媛作 平裝 1

9789869718325 火車來了 教師指引手冊 游見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518 樹與天空 默默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09561 本智光照: 功德寶藏論 密宗分講記 遍智吉美林巴藏文原著; 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講記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884 不只小確幸,還要小確「善」!: 每天做一點點好事,溫暖別人,更為自己帶來365天全年無休的好運!奧莉.瓦巴(Orly Wahba)作;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891 頂果欽哲法王 上師相應法 頂果欽哲法王著; 楊書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907 祖先療癒: 連結先人的愛與智慧,解決個人、家庭的生命困境,活出無數世代的美好富足!丹尼爾.佛爾(Daniel Foor)作; 林慈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914 母愛的傷也有痊癒力量: 說出台灣女兒們的心裡話,讓母女關係可以有解!南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921 平心靜氣: 達賴喇嘛講《入菩薩行論》〈安忍品〉達賴喇嘛(Dalai Lama)作; 周和君, 許芳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938 大手印之心: 噶舉傳承上師心要教授 堪千創古仁波切選篇; 直貢敬安仁波切藏譯; 陳碧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945 24節氣供花禮佛 齊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208 章魚八腳燒 陳雅鈞等編 平裝 1

9789869774215 黑影去哪兒 陳雅鈞等編 平裝 1

9789869774222 哞咧送貨 陳雅鈞等編 平裝 1

9789869774239 大猩猩來起厝 陳雅鈞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720 認識銅鑼音療: 透過聲波,療癒身心 張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3796 A study of service quality in the hotel industry in Kenting, Taiwan劉志哲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豐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默默團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靛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默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親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9062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B 廖志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9079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C 柯著元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9086 Power數學. 1, 教學講義 黃峻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116 SUPER數學. 1, 教學講義 黃森山等編著; 許志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185 Power單字素養力(新式學測) 袁慧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192 Light素養閱讀二合一 Nick Kembel, 吳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277 Power化學: 教學講義 林永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284 普通型高級中學化學 李弘文等編著; 張煥宗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895 鋼琴合作視野之蕭頌聲響世界: 以<>為例 洪珮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062 無形文化資產框架下的傳統工藝 江明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086 創新管理標準化 管孟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3093 官僚回應性的邏輯: 臺灣經驗的觀察與省思 廖洲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400 初級韓國語詞彙 李京保, 劉素晶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417 兩岸關係之治理: 制度分析之觀點 曾玉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431 日本研究的轉化與重構: 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對話遠藤乾, 李世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448 朱熹的理學世界 陳永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580 回來吧!書拉密女: 初代教會婦女事奉簡史 劉幸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597 奇異恩典. 第一輯: 翻開世界的第一頁(簡體字版)馮靚怡主責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603 上帝、聖約與國度: 三位一體與基督教文明論護教學王志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610 奇異恩典. 第2輯: 美麗永恆的約定(簡體字版) 馮靚怡主責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627 12門徒訓練: 從福音書看主耶穌給十二門徒的31堂職事訓練課亞歷山大.布魯斯(Alexander Balmain Bruce)著; 沈雪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634 天國的影響 上帝的時間: 基督徒作者如何用視野超越現實中的寒冬莫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6330 詩學含英目錄注 (清)劉文蔚輯; 釋惟誠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726 印心佛法圓滿法門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96181 蒐集臉皮的殺手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198 黑寡婦的私刑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204 鬼弒線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211 終途之家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3060 人間動物園 曾貴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靜觀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禪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638 幸福紀念日: 聯副30個最動人的故事 廖玉蕙等作; 胡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645 MY健康誌. 2019 聯合報記者團隊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450 創意、創新、創業與永續價值研討會. 2018/12 嶺東科技大學教師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7432 神遊海吃下四川: 川菜小吃古鎮行 向東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7449 藤椒風味菜 趙躍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395 你忘了一件事 尚玉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103 嘻哈囝: 台灣饒舌故事 王思涵, 鄧志祥, 陳冠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110 獨家新聞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作; 李函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134 碳變 理查.摩根(Richard Morgan)著; 李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141 我還是那顆懸而未墜的雨滴 陳冠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158 畸行 陳冠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955 好朋友一定要黏在一起嗎? 艾維娜.懷特(Edwina Wyatt)文; 露西亞.瑪斯修羅(Lucia Masciullo)圖; 孔繁璐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9599979 大野狼從故事裡跑出來了...... 維若妮卡.卡普蘭(Veronique Caplain)文; 葛雷果.馬畢爾(Gregoire Mabire)圖; 孔繁璐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50 亞太菁英論壇. 2018第六屆: 推動樂活學習、營造永續健康論文集李皓鈞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43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 東協(ASEAN)經貿發展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834 金輪聖皇 彌勒皇佛作; 決賢神譯 平裝 1

9789866752841 媽祖聖能. 上: 彌勒聖道行. 五十部曲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810 五力型組織 賀柏瑜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054 信念: 《個人實相的本質》讀書會. 2 許添盛主講; 李宜懃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優理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環球科大幼保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尚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避風港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新聞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嶺東科大教師會



9789869713061 清醒夢完全手冊: 從清醒做夢輕鬆獲得洞見、療癒及個人成長羅勃.魏格納(Robert Waggoner), 凱洛琳.邁克瑞迪(Caroline McCready)著; 楊孟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3085 我是吃愛長大的 張郁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1129 奈大嬸變XS小姐!: 大食女49天甩肉排毒奇蹟變身全搞定!貴婦奈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52073 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 孫康宜著; 李奭學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2097 各行各業說中文: 教師手冊 何沐容等編寫; 張莉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52202 一束雲隙光 石麗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219 護火 乜寇.索克魯曼, 陳芸英, 李展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394 明清經濟史研究 全漢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400 小紙船看海 林良著; 鄭明進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2462 論語365: 越古而來的薰風,徐迎人生四季好修養. 春之卷孫中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479 論語365: 越古而來的薰風,徐迎人生四季好修養. 夏之卷孫中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486 論語365: 越古而來的薰風,徐迎人生四季好修養. 秋之卷孫中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493 論語365: 越古而來的薰風,徐迎人生四季好修養. 冬之卷孫中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547 石頭記的虛幻與真實: 重讀紅樓夢 馬以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2646 康有為思想研究 蕭公權著; 汪榮祖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653 台灣理論關鍵詞 王驥懋等著; 史書美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660 一日一紅樓.悠悠芳草情 紅樓夢精雅生活設計中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2684 當代歷史學新趨勢 許雪姬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691 送給你 童嘉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2707 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 周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714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 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Scott L. Montgomery, Daniel Chirot著; 傅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721 女力告白: 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 Mary Beard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745 沒有富爸爸,也能富一生: 青少年必備的金錢理財指南Jamie Kyle McGillian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752 馬來西亞: 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 廖文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776 永保安康 許育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2783 戀人 鄭浩承著; 蕭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790 久等了,韋伯先生!: 的前世、今生與轉世 孫中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806 五四@100: 文化,思想,歷史 王德威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820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古代篇 余英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2837 歡迎收看厭世上班族: 奧客、豬隊友退散!一天一圖,終結職場負面情緒梁治己著; 陳慶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844 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 胡塞爾、海德格、鄂蘭的倫理、政治與宗教哲學汪文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2851 左.外.野: 賽後看門道,運動社會學家大聲講 陳子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868 國文超驚典: 古來聖賢不寂寞,還有神文留下來 祁立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875 有禮這一家: 生命禮俗大揭祕 鄭宗弦著; 陳維霖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882 古典洋裝全圖解: 鯨骨、臀墊、寶塔袖,深度解密的絕美華服史Lydia Edwards著; 張毅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899 暗渡文明: 大搶救還是大疑案?:改寫非洲歷史的廷巴克圖伊斯蘭手抄本事件Charlie English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905 Warnings!: AI、基因編輯、瘟疫、駭客、暖化......全球災難警告,用科學方法洞悉真相Richard A. Clarke, R. P. Eddy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912 墨利斯的情人 E. M. Forster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929 「五四」一百週年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936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ruz Smith著; 巫聿文,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018 美國六十年滄桑: 一個華人的見聞 許倬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2950 品味奢華: 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巫仁恕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2967 書店人生: 走進全球21間特色書店,感受書店故事、理想和職人精神金彥鎬著; 金丹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974 APIS: 先進生產改革技術 許文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2981 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 林毓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2998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卷四(1959-1962) 王洞主編; 季進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001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卷五(1962-1965) 王洞主編; 季進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025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 五四的反啟蒙 彭小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032 譯難忘: 遇見美好的老譯本 賴慈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049 暴政: 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Timothy Snyder著; 劉維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趨勢文化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9789570853056 IKIGAI.生之意義: 每天早上醒來的理由,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就是IKIGAI茂木健一郎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063 劍如時光 沈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063 劍如時光 沈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087 被遺忘的小綿羊 豊福摩希子圖.文;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094 新世紀意識的覺醒 詩麗.詩麗.若威香卡(Sri Sri Ravi Shankar)著; 周家麒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100 從赫德到米德: 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林遠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117 反自由的自由: 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思想紛爭 馬華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124 妖怪臺灣地圖: 環島搜妖探奇錄 何敬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131 媽媽終於可以隨心所欲了 羊憶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148 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 羊憶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162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崔云靜作; 申嫻靖繪; 唐忠勤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3186 老蔣在幹啥?: 從蔣介石侍從日誌解密1949大撤退樓文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417 佛陀教你集中注意力的秘訣 蘇曼那沙拉(Alubomulle Sumanasara)原著; 朱永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340 拐走了 楊湛維, 李芳琳文; 梁嘉芸, 鍾鎮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4357 小乖,乖不乖? 王彩萱等文; 黃于恩, 陳文禕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7163 看不見的設計: 禪思、觀心、留白、共生,與當代庭園設計大師的65則對話枡野俊明著; 蔡青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7170 直島誕生 秋元雄史著;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231 獵殺史卡佩塔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文林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7262 TYPOGRAPHY字誌. Issue 05, 文字排印再入門 Graphic社編輯部, 臉譜出版編輯部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279 心志教練: 教練生涯最重要的一堂課，與運動員建立深度連結,成就運動表現的科學與藝術布雷特.巴塞洛缪(Brett Bartholomew)著; 王清景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330 終點往往在他方: 傳奇音樂家布列茲與神經科學家的跨域對談,關於音樂、創作與美未曾停歇的追尋皮耶.布列茲, 尚-皮耶.熊哲, 菲利普.馬努利著; 陳郁雯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347 正常的人: 正常與否,誰說的算?十種不同性別認同、性傾向者的生命情境與心聲帶來的啟蒙及思索于伯特(Hubert)策畫; 陳文瑤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354 字形散步 走在台灣: 路上的文字觀察 藤本健太郎, 柯志杰著; 廖紫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361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作;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357378 共病時代: 醫師、獸醫師、生態學家如何合力對抗新世代的健康難題芭芭拉.奈特森赫洛維茲(Barbara Natterson-Horowitz), 凱瑟琳.鮑爾斯(Kathryn Bowers)著; 陳筱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7385 引路者: 導引山崎亮走上社區設計的大師們,探究英國社區設計如何發跡,重新回復工業社會所剝奪的人性與尊嚴山崎亮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392 改變日本生活的男人: 花森安治傳 津野海太郎著; 蔡青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408 停屍間的死亡人生: 40年法醫生涯、9000份驗屍報告、和9件被鑑識科學翻轉的謀殺、冤罪與歷史懸案文森.迪馬歐(Vincent DiMaio), 朗恩.法蘭賽爾(Ron Franscell)著; 林曉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415 下一個物種: 一場橫跨46億年的生態探險,從微生物、恐龍到現代智人,看生物如何輪番上陣,未來又會是誰統治地球?麥可.湯納森(Michael Tennesen)著; 陸維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422 食與時: 透過秒、分、時、日、週、月、年,看時間的鬼斧神工如何成就美味珍妮.林弗特(Jenny Linford)著; 呂奕欣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439 噩夢少女: 血衣安娜完結篇 凱德兒.布雷克(Kendare Blake)著; 卓妙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7446 作品集的設計學: 日本30年資深創意總監,教你從概念、編輯、設計到面試技巧的實務教戰手冊飯田佳樹著; 黃慎慈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453 社交動物 塔拉.伊莎貝拉.伯頓(Tara Isabella Burton)著; 力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460 聽一整塊大陸唱歌 唐納.柯魯茲馬(Donald Kroodsma)著; 呂良正, 劉曼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477 打開演算法黑箱: 反噬的AI、走鐘的運算,當演算法出了錯,人類還能控制它嗎?漢娜.弗萊(Hannah Fry)著; 林志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484 黑暗心室 敏蒂.麥金尼斯(Mindy McGinnis)著; 林零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507 如何在果凍上蓋城市?: 從工法、材料到歷史,由地底到空中,頂尖結構工程師帶你解開建物的構造奧祕,了解建築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羅瑪.艾葛拉瓦(Roma Agrawal)著; 王翎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538 不穩定無產階級: 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他們為何產生,將造成什麼問題,社會又該如何因應?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著; 劉維人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545 我在英國國家劇院的日子: 傳奇總監的12年職涯紀實,看他如何運用「平衡的技藝」,讓戲劇重回大眾生活尼古拉斯.海特納(Nicholas Hytner)著; 周佳欣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552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作;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357569 烈日下的紅髮女子 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218 操練敬虔: 基督教要義每日靈修 加爾文原著; 呂沛淵編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歸正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9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點點文創工作室



9789869562225 歷史書要義 呂沛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232 加拉太書 呂沛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103 美金來了系列: 大男孩 美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609 藏文本<>傳衍考析 林純瑜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7309 輕鬆學生命靈數秒懂人心 洪若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547 精靈三部曲 Kasing Lung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8566 水中畫影. 五, 許昭彥攝影集 許昭彥著 平裝 1

9789869698573 綠色 歐陽昱作 平裝 第3卷 1

9789869698580 中華美食詩詞集 鳳麟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98597 Timeless poetry anthology Francis S.Che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82691 王妃有錢橫著走 天粟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148 姑娘不是賠錢貨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155 吾家奸夫最寵妻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162 吾家奸夫最寵妻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179 吾家奸夫最寵妻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322 萌包子俏娘親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353 卿事親事我的事 花笙絳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3360 卿事親事我的事 花笙絳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3377 吉星發家 林仙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384 吉星發家 林仙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391 吉星發家 林仙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407 吉星發家 林仙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3414 殿下一臉寵妻相 初錦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421 殿下一臉寵妻相 初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438 殿下一臉寵妻相 初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445 夫人不當白月光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452 霸玉偷香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469 王妃自帶福運來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476 娶個王妃填錢坑 芮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483 娶個王妃填錢坑 芮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490 娶個王妃填錢坑 芮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506 狐假虎威小娘子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513 狐假虎威小娘子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520 狐假虎威小娘子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姿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舊香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轉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藏典



9789577883537 狐假虎威小娘子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3544 狐假虎威小娘子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3551 鄉野小皇后 春之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568 鄉野小皇后 春之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575 鄉野小皇后 春之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582 本宮宅在家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3599 本宮宅在家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3605 藥香下堂妾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612 藥香下堂妾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629 藥香下堂妾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636 藥香下堂妾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3643 二嫁大吉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650 財星繡娘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667 財星繡娘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674 財星繡娘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681 財星繡娘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3698 天生女主命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704 寵妻有蜜方 舒夫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3711 寵妻有蜜方 舒夫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3728 世子一笑她心慌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735 世子一笑她心慌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742 世子一笑她心慌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759 丫鬟貴不可言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766 丫鬟貴不可言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773 丫鬟貴不可言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780 丫鬟貴不可言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3797 當個妖妃又何妨? 子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3803 當個妖妃又何妨? 子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3810 好命糟糠妻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827 宅鬥不如安太座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834 寵妻無上限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841 寵妻無上限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858 寵妻無上限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865 寵妻無上限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3872 寵妻無上限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3889 寵妃的美味人生 漁歌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3896 寵妃的美味人生 漁歌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3902 姑娘出手富滿門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919 東家命裡缺一位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3926 皇后的品格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3933 皇后的品格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3940 皇后的品格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3957 皇后的品格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3964 今天拿下將軍沒?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3971 今天拿下將軍沒?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3988 我家相公是戲精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3995 我家相公是戲精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4008 首輔大人求包養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015 嬌妻福孕多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022 嬌妻福孕多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039 嬌妻福孕多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046 嬌妻福孕多 斯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053 娘子好威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060 不良嬌妾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077 我被侯爺惦記上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084 我被侯爺惦記上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091 我被侯爺惦記上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107 我被侯爺惦記上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114 敢問公子訂親沒 楚嘉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4121 敢問公子訂親沒 楚嘉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4138 蜜寵小青梅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145 一帖皇后藥 竹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4152 一帖皇后藥 竹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4169 掐指一算良人到 裘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176 侯門養女 杜笙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183 侯門養女 杜笙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190 侯門養女 杜笙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206 小妾升職記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213 小妾升職記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220 小妾升職記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237 嬌娘斂財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244 嬌娘斂財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251 嬌娘斂財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268 嬌娘斂財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275 特技小廚娘 佟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282 好孕姻緣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299 好孕姻緣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305 好孕姻緣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312 好孕姻緣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329 侯府悠閒生活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336 侯府悠閒生活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343 侯府悠閒生活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350 侯府悠閒生活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367 路上撿個王爺 葉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374 聽說王爺暗戀我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4381 聽說王爺暗戀我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4398 通靈小娘子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404 夫人哪時要和離 清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411 夫人哪時要和離 清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428 夫人哪時要和離 清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435 攢財小戶女 連天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442 攢財小戶女 連天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459 攢財小戶女 連天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466 郎君請負責 唐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473 娘子太撩人 醉明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480 娘子太撩人 醉明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497 娘子太撩人 醉明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503 娘子太撩人 醉明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510 公子請賜嫁 以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527 有妻吉祥 糖糖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534 有妻吉祥 糖糖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541 有妻吉祥 糖糖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558 寵妻日常 連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565 千金釀酒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572 掌勺巧妻 侍花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589 掌勺巧妻 侍花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596 掌勺巧妻 侍花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602 掌勺巧妻 侍花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619 掌勺巧妻 侍花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4626 夫君你哪位?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4633 夫君你哪位? 初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4640 別讓夫人不開心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657 貴命福星 木挽錦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664 貴命福星 木挽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671 貴命福星 木挽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688 貴命福星 木挽錦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4695 嫡女忙嫁 和音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4701 嫡女忙嫁 和音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4718 長媳難當 果子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725 長媳難當 果子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732 長媳難當 果子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749 福妻好廚藝 沐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4756 藥妻甜夫 孔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4763 藥妻甜夫 孔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4770 藥妻甜夫 孔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4787 百寵小媳婦 織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4794 百寵小媳婦 織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6065 總體經濟學 黃明聖, 施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331 研究方法: 設計與分析 Larry B. Christensen, R. Burke Johnson, Lisa A. Turner原著; 郭俊顯, 游婷雅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6348 人力資源管理 張緯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9096355 國際金融概論 黃志典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9096362 科學傳播與公眾溝通: 當科學家成為公共傳播者單文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386 社會福利行政 黃源協, 莊俐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393 這樣畫,不失智!: 輕鬆帶領老人手繪藝術活動 陳伶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409 紫式決策工具全書 簡禎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416 數位行銷 黃俊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423 創新管理: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時代的策略思維 郭國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447 情緒與壓力管理 車先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679 MU KCN[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194 禁菸!管制空污!癌減半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4919 量身定做的癌症治療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200 圓桌爐議: 雲林六房媽過爐文獻資料暨口述歷史彙編徐雨村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077 完美人類 游善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084 Ring of the day 賴以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5091 鬼魅豪宅 黃國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281 心靈地圖: 林中生教授油畫創作展 徐慧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6

送存冊數共計：151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雙影創藝



9789869643474 金屬線的藝想飾界 施于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481 我的可愛小布娃 蔡林諺作 2版 平裝 1

9789869643498 浪漫輕巧掀蓋包 編輯部編企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8655 虛擬的詩性 游依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255 改善空汙家庭如何種電之研究 林潔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262 永隆國小科展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專輯. 2019 林潔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279 彩繪人生有夢最美: 一個賣冰棒的小孩行千里路的故事. 第三集林豐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319 技湛中國結 陳夏生作 精裝 1

9789862822326 遠洋外貿瓷 張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333 超現實女性主義畫家: 費妮 曾玉萍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340 現代主義代表藝術家: 尼柯遜 何政廣主編; 高慧倩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357 藝時代崛起: 李仲生與臺灣現代藝術發展 蔡昭儀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507 乾紅子詩集405. 2019 乾紅子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7903 高駿華畫作特選集 高駿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509 蜜蠟花香氛燭 崔允鏡作; 張雅眉譯 平裝 1

9789869648523 身體小毛病跟妳想的不一樣 內山明好著 平裝 1

9789869648530 根治腰痛自癒操: 復健科醫生首創疼痛導航,教你每天1動作,只要3分鐘,免開刀,免吃藥,永遠不復發!銅冶英雄著; 王淳蕙譯 平裝 1

9789869648547 淨化空氣的造氧盆栽: 揮別空汙,遠離過敏、嗜睡、致癌物,適合居家、辦公環境的40款功能性盆栽陳柏銓作 平裝 1

9789869648554 真正用得到的!基礎縫紉書: 手縫x機縫x刺繡一次學會,在家就能修改衣褲、製作托特包等風格小物羽田美香, 加藤優香著; 蔡姿淳, 廖子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561 健身八段錦肌肉解剖透視版: 傳統氣功拳法x4D徒手健身,少林傳人教你每天10分鐘強肌健骨、舒筋活血防百病!林勝傑作 平裝 1

9789869648578 (全圖解)初學者の鉤織入門BOOK 金倫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1525 雲端的丈夫 沈信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532 職場冷暴力 林煜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549 陪伴孩子的情緒行為障礙 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556 第五個孩子 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著; 余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563 神在 崔舜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570 此生聚散,你要敢愛敢當 李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594 我的不正經人生觀 黃益中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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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瀚溪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瓏丁藝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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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星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628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62635 除魔派對. vol.5: 十月雪紛飛中吉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642 玫瑰色鬼室友. 卷五, 血緣重聚 林賾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659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62666 除魔派對. vol.6: 向東向西諸事吉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673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62680 除魔派對. vol.7: 榴岩翡嶼皆大凶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697 玫瑰色鬼室友. 卷六, 眾怨憎會 林賾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6566 Move on!: grammar and usage. 2 Su-O Lin, David Doyle[作] 其他 1

9789867126573 Move on!: grammar and usage. 3 Su-O Lin, David Doyle[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752 隋唐五代貨幣通覽 蔡啟祥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12662 這是一本財稅法解題書 夏敬編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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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12730 就是這本物權法體系+解題書 阿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747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解題書 謝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754 憲法爭點地圖 甘興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761 喬律師的民訴選擇題. 2019 喬律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778 這是一本警察情境實務解題書 謝安, 張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12785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12792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選擇題 謝安, 小約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839 公司、證交爭點地圖 希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846 民事訴訟法文章速覽 薏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853 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 周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12860 愛上海參崴,啾咪! 耐嚕, 阿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877 耳朵會說的健康事 王幸惠, 陳似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884 這是一本商事法選擇題 禕芙, 玲玲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891 就是這本證券交易法體系+解題書 陳德弘, 羽生, 林子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914 這是一本民法債編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12921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2019 植憲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8612945 張璐的物權法有聲解題書 張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952 這是一本行政法選擇題 甘興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969 這是一本行政法解題書 磯貓人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12976 民事訴訟法 喬律師編著 十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12983 藍星沙的國文公文 藍星沙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990 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640898 這是一本警察刑法解題書 謝安, 周易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939 我在廟口撞鬼啦! 雪原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櫻桃



9789864530953 聰明大百科: 生物常識有GO讚! 鄭允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112 哇塞,任意門!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29 甜點男孩和籃球女孩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36 有關酒的100個話題 邢豔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43 俄羅斯娃娃裡的祕密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50 給自己一個讚 維他命熙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67 歡樂小鎮逗陣行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74 我的快樂清單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81 叫我第一名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699198 白目女孩和她的閨蜜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768801 有關咖啡的100個故事 邢豔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768818 最愛的是你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2699 走自己的路: 為身障者倡議爭取權益的阿里大哥陳明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061 人蟲 汪建輝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153 陽台上的手風琴 琹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177 台灣阿嬤好生活: 碧山巖下樂齡誌 王素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184 兩位不說話的女孩: 雖然我們有選擇性緘默症,但是有話想說Rochelle, Ayaha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191 天訣 莫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207 太平妖姬. 壹, 玉虛歌 樂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214 在森林和原野 流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221 第一個律師出身的司法院長: 賴浩敏 周禮群等撰文 一版 精裝 1

9789864453238 世紀末的誘惑: 曾紀鑫長篇小說 曾紀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245 靈感製造機: 如何找到創新的點子? 陳建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252 風物拼圖 葉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269 香港動保電影: 光影背後的動人故事 陳達仁, 安采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283 皇后.玫瑰.貓耳朵 汪星曼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7402 越鳥戀歌 黃文博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84 就業服務、勞工社保與職涯輔導要點 賀冠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3700 當我們談論我們時 我們在談論什麼 讓豬仔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336 無止境: 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專輯.10 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讓豬仔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鹽鄉民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3

驛站文化



9789869708715 台疆鸞脈一甲子: 興鸞妙化大天尊正傳 [鸞友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