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871 陶藝筆記. 四 梁家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507 留下痕跡: 何宗烈油彩創作集. 2018 何宗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049 心即韻 陳張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9806 這是誰畫的? 郭欣霖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0148 極餡美味: 60道甜點職人的完美蛋糕 剖開令舌尖餡入瘋狂的美味極餡!手繹廚藝教室&生活創作空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2304 ABC認知圖典 羅性宜副總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328 BABY認知百科 羅性宜副總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605 Winter snack Huang Sheng Ming, Tsai Yene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1730 My country tis of thee, of thee I sing by W.M. Borsli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6227 Jigs & tales of bawdry by Mark Will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23407 原來是黏土!MARUGOの彩色多肉植物日記: 自然素材.風格雜貨.造型盆器: 懶人在家也能作の經典多肉植物黏土ZAKKA. 27丸子(MARUGO)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admus & Harmony Media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Bear Lak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orsli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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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咔年國際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20-01-09)

送存日期範圍：1081001~10812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38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176藝文空間



9789579623414 英倫風手繪感可愛刺繡500選 E & G Creates授權;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421 開始玩花樣!鉤針編織進階聖典: 針法記號118款&花樣編123款日本Vogue社授權; 彭小玲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107 The book of the colorful life. 2019 曾孟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2931 古正義的糖 朱國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993 小兒子. 10, 我愛你 駱以軍原著; 李玟瑾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3006 小兒子. 11, 拾荒 駱以軍原著; 范羽婷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3013 月津 巴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099 小兒子. 13, 小狗端端 駱以軍原著; 楊凱婷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3105 做伙走台步: 疼入心肝的24堂台語課 中央通訊社「文化+」採訪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12 大佛猶在: 貫穿三千公里的壯遊行記 王維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43 巨蛋 祁立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50 伸縮自如的愛 李國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67 雲山 陳淑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67 雲山 陳淑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67 雲山 陳淑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81 白鴿木蘭: 烽火中的大愛 李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228 跳水的小人 黃寶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235 阿宏的童年 王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242 吶喊 王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259 呼喚 王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280 唬爛 駱以軍原著; 史明輝編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110 魔法音樂學校: 烏克麗麗. 陽光幼苗篇 趙偉竣, 邵建銘聯合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189 魔法提琴小哈利 趙偉竣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2808 美麗的綿延 李玉娟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329 Blue Prometheus by Ned Marcus 3rd ed. 平裝 1

9789869583336 Blue Prometheus by Ned Marcus 3rd ed. 精裝 1

9789869583343 The darkling Odyssey by Ned Marcus 3rd ed. 平裝 1

9789869583350 The darkling Odyssey by Ned Marcus 3rd ed.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L.慢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Orange Log Publishing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JC音樂森林-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MZ Art Studio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9789869583367 Fire rising Ned Marcus 1st ed. 平裝 1

9789869583374 Fire rising Ned Marcus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934 盯哨人的文庫 林鼎淵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8191 精算師給你做得到的安心退休指南: 年金、儲蓄、支出、長照,全方位盤算的務實提案佛瑞德列克.維特斯(Frederick Vettese)著; 蕭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408 權證小哥教你十萬元變千萬 權證小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24415 年賺30%的股市高手洪志賢教你追籌碼算價術洪志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4422 超神速問題解決術: 你的問題,90%可以在70分鐘內解決!寺下薰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439 人人都能學會靠零股存千萬全圖解 <>真.投資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446 景氣循環投資 愛榭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4453 像亞馬遜一樣思考: 打造數位腦袋的50又1/2個方法約翰.羅斯曼(John Rossman)著: 顏嘉南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4460 這年頭存錢比投資更重要 上流哥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836 傅雅雯作品(2013-2019) 傅雅雯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17850 沒人喜歡我,這是真的嗎? 拜倫.凱蒂(Byron Katie)著; 漢斯.威爾罕(Hans Wilhelm)繪; 蔡孟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17867 被遺忘的共振療法: 利用定頻微電流,找回治療身體的答案卡洛琳.麥瑪欽(Carolyn McMakin)著; 廖世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874 生命不下課: 兩個世界的對話 法蘭克.迪馬可(Frank DeMarco)作; 陳秋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881 愛的地圖: 你一直在錯誤的地方尋找愛,其實愛就在「這裡」蒂娜.司帕爾汀(Tina Louise Spalding)著; 魏佳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898 K2還你好骨氣: 挽救骨質疏鬆、血管硬化,你需要的是K2不是鈣凱特.羅姆-布洛伊(Kate Rhéaume-Bleue)著; 李明芝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582 仁王與明王: <>的真言密教修行 懷海圓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109 雪花實驗室: App互動立體書 魏亙隆文.圖.紙藝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0430 超越巔峰.一府傳遞: 2019一府畫會15週年 王昭旺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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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府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切智智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角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tamtamART TAIWA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Sandynotion Design Workshop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9789869730167 行政法 張智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0174 會計師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730198 財稅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797924 國際貿易法論: WTO之貿易規範研究 吳嘉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7931 上法院這檔事 吳俊達, P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7948 警察情境實務 李修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797955 細說商事法 周宜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97979 刑法總則 林東茂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9012 元神氣功養生法 陳紹寬作 平裝 1

9789868099029 三丰祖師修煉祕訣 陳紹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709 當然問鸚鵡才清楚!: 最誠實的鸚鵡行為百科(超萌圖解): 日本寵物鳥專家完整解析從叫聲、相處到身體祕密的130篇啾啾真心話磯崎哲也監修;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761 繪畫的基本. 3: 一枝筆就能畫,零基礎也能輕鬆上手的3堂色彩課莉絲.娥佐格(Lise Herzog)著; 杜蘊慧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5000 天使歷險記: 拿十萬走進一級市場,矽谷新創投資大師的千倍收成策略傑森.卡拉卡尼斯(Jason Calacanis)作; 林奕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017 黑錢: 跨國企業主宰與顛覆全球經濟的手段 大衛.蒙特羅(David Montero)作; 辛亞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024 為什麼有些人比較不會老?慢老之鑰: 活化長壽的內在機制,再造顛峰的14個秘密比爾.吉福德(Bill Gifford)作; 蔡世偉譯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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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4845 幸福語錄集. 卷三: 早期傳道語錄: 師尊及弟子法語集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04852 幸福語錄集. 卷四: 仙佛說素食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04876 白陽大學讀本: 三綱領八條目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883 歷史典故的啟示. 一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015 給你的青春謊言 午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603 黃偉亭畫集. 2019 黃偉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1843 上海 JTB Publishing, Inc.作; 王姮婕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850 北陸.金澤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黃琳雅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867 豪放詞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第二刷 精裝 1

9789864611874 澳洲 JTB Publishing, Inc.作; 李詩涵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881 孟子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第二刷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十九度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碗烏龍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一飛印媒體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起來



9789864611898 菲律賓 宿霧島 JTB Publishing, Inc.作; 武濰揚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904 京都.大阪.神戶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林琬清, 武濰揚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1911 富山 立山黑部 五箇山.白川鄉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吳冠瑾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928 太陽系大圖鑑: 徹底解說太陽系的成員以及從誕生到未來的所有過程!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4611928 太陽系大圖鑑: 徹底解說太陽系的成員以及從誕生到未來的所有過程!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935 恐龍視覺大圖鑑: 830種恐龍資料全收錄 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942 吳哥窟 胡志明 JTB Publishing, Inc.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959 新幹線全車種 完全圖鑑 レイルウエイズグラフィック著; 涂紋凰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966 完全圖解 元素與週期表: 解讀美麗的週期表與全部118種元素!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814 ACSM運動測試與運動處方指引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作; 林嘉志譯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2005 媽媽簡單不費力!: 打造孩子聰明腦的日常飯桌養成術とけいじ千繪著; 王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012 跟著達人動手做創意機關玩具 日本學研編輯部著; 黎秉劼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029 動手折紙,腦不老!: 22款活腦折紙遊戲 久保田競, 日本折紙協會監修; 林心怡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036 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 用代數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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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12043 李叔同解經(大字版) 李叔同, 太虛法師著; 行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050 神奇!高效!手寫筆記奇蹟記憶法 池田義博著; 廖佳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067 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 歡迎來到函數世界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074 弘一大師: 李叔同說佛 李叔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408 浮生若夢: 與佛接心 人生處處有驚喜 安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110 澎海墨趣: 二0一九年十方書會書法聯展作品集方立權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704 醫院平衡計分卡實戰指南(簡體字版) 黃超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400 升私中如意攻略: 語文百寶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417 升私中顏喜攻略: 資優數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502 MGH臨床麻醉手冊 陳應麟編譯 第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力宇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九五坊回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方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202 Hi wonders elementary children's English 乂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20219 Hi wonders elementary children's English 乂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20226 Hi wonders elementary children's English 乂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820233 Hi wonders elementary children's English 乂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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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1606 八面出鋒書法首展 吳英國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222 輕映風華: 水彩油畫邀請展 輕映19藝文空間典藏精選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48 江西黃梅行. 第二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04448 江西黃梅行. 第二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367 般若觀察力: 二00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於新加坡陳明安主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269 倒退著走進未來: 文化研究五年集 郭春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276 作為方法的五十年代(簡體字版) 賀照田, 高士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283 思想第三世界(簡體字版) 高士明, 賀照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373 紅樓夢四十年 中國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95380 通靈少男: 紅樓夢中的通靈少男與通靈少女 中國著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490 帝國與料理 瑞秋.勞丹(Rachel Laudan)著;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594 1927:共和崩潰 余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624 人生太重要,重要到不該嚴肅論之: 王爾德妙語錄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著;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761 人類該往何處去?: 從源出非洲到海洋擴散，未來人類的歷史省思福井憲彥等作; 富察總編輯; 張家瑋, 林巍翰譯 精裝 1

9789578654808 支那革命的真相: 來自日本的視角與立場 北一輝著; 董炯明,王敬翔譯 平裝 1

9789578654815 崩盤 亞當.圖澤(Adam Tooze)著; 蘇鵬元, 吳凱琳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八面出鋒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乂迪生科技



9789578654839 旅館: 開啟現代人自覺與思辨,全球資本主義革命的實踐場域卡羅琳.菲爾德.萊凡德(Caroline Field Levander), 馬修.普拉特.古特爾(Matthew Pratt Guterl)著; 丁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846 國家的決斷: 給臺灣人看的二戰後國際關係史張國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853 數字與夢: 榮格心理學對一個物理學家的夢之分析亞瑟.米勒(Arthur I. Miller)作; 黃珮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860 人脈變現: 建立共好網絡,讓別人看見你,也讓機會找上你理查.柯克(Richard Koch), 葛雷格.洛克伍德(Greg Lockwood)著;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877 妖風: 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 戴雅門(Larry Diamond)著; 盧靜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2547 北上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554 在冷戰的年代 余光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561 少女練習曲 薩芙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578 短褲女孩的青春週記 邱靖巧著; 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585 追逐一夜花語 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592 華文散文百年選. 中國大陸卷. 1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608 華文散文百年選. 中國大陸卷. 2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615 私の悲傷敘事詩: 一個詩人的青春小說 李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622 姑姑家的夏令營 鄭宗弦著; 吳嘉鴻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2639 故宮嬉遊記: 古物飛揚 李郁棻著; 許育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646 鯨魚的肚臍 娜芝娜著; 王淑慧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653 杏林小記 杏林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502660 走在山海河間的沉思 李偉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906 蕭世瓊華甲書藝展: 瓷書陶刻作品 蕭世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39941 乖寶寶好習慣: 不愛乾淨的小瑪 豪小喵文字; 劉鵑菁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9965 大房子和小房子 上野與志著; 藤嶋惠美子繪; 王瑞揚翻譯 精裝 1

9789864139972 小怪獸的甜甜藥 深見春夫圖.文; 王瑞揚翻譯 精裝 1

9789864139989 世界上最高的書山 羅西奧.伯尼拉(Rocio Bonilla)圖.文; 林資香翻譯 精裝 1

9789864139996 十歲女孩英文日記 人類智庫英語編輯中心作 平裝 1

9789578586048 中英文雙語識字魔法書 Richard Howland, 龔倩慧作 精裝 1

9789578586055 美國幼兒園常用500字典 Richard Howland作 平裝 1

9789578586062 來唸三字經 人類文化編輯部著; 叁幻堂工作室繪 精裝 1

9789578586079 來唸成語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著 精裝 1

9789578586093 0-3歲神奇育兒寶典 細谷亮太著 平裝 1

9789578586123 在陽台種蔬菜 主婦之友社作 平裝 1

9789578586130 哈佛生149種思維遊戲 李軍作 平裝 1

9789578586154 十二歲男孩英文書信 Alex作 平裝 1

9789578586185 超萌Q版原子筆塗鴉插畫 Takashima Yooco作 平裝 1

9789578586215 陳樹菊阿嬤的愛心 蒼弘萃文; 蔡秀雅圖 精裝 1

9789578586222 端午划龍舟 阿部文; 劉鵑菁圖 精裝 1

9789578586239 兒童必讀名著: 三國演義 羅貫中文 平裝 1

9789578586246 兒童必讀名著: 西遊記 吳承恩文 平裝 1

9789578586253 兒童必讀名著: 紅樓夢 曹雪芹文 平裝 1

9789578586260 兒童必讀名著: 水滸傳 施耐庵文 平裝 1

9789578586321 兒童第一本英文圖典. 名詞 韓國文朵朵出版社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十駕齋書法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九歌



9789578586338 兒童第一本英文圖典. 動詞、形容詞篇 韓國文朵朵出版社作 其他 1

9789578586345 中國民間故事精選 禹田文 平裝 1

9789578586352 世界民間故事精選 禹田文 平裝 1

9789578586369 亞洲民間故事精選 章愉文 平裝 1

9789578586376 0-3歲嬰幼兒五感啟蒙越玩越聰明 高潤作 平裝 1

9789578586390 大戰二郎神 小千文字; 蕭秝緁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86406 媽媽肚子有弟弟 小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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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34765 黃帝內經養生智慧 曲黎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772 黃帝內經 從頭到腳說健康 曲黎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789 黃帝內經 曲黎敏談養生 曲黎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925 十二時辰自然養生法 王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949 春夏秋冬節氣養生法 唐博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5007 熱門經典義大利麵 新大谷飯店監修 平裝 1

9789863735014 低醣甜點 日高宣博著 平裝 1

9789863735021 超人氣100種三明治 學研出版社著 平裝 1

9789863735038 安徒生童話故事集 安徒生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趙維明, 農彩英, 西月圖繪圖精裝 1

9789863735045 伊索寓言故事集 伊索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畫童卡通繪圖 精裝 1

9789863735052 一千零一夜故事集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作; 黃鶴繪圖 精裝 1

9789863735069 格林童話故事集 格林兄弟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畫童卡通繪圖精裝 1

9789863735076 黃帝內經 把健康一次說清楚 曲黎敏作 平裝 1

9789863735083 神奇蔬果汁 喝出纖體美肌 孫樹俠, 于雅婷作 平裝 1

9789863735090 300款超簡單可愛剪紙 イワミ*カイ作 平裝 1

9789863735106 Go首爾私房景點美食購物 金惠榮作 平裝 1

9789863735113 輕鬆玩 日本鐵道自由行 Inpainterglobal作 平裝 1

9789863735120 環遊世界一週 說走就走 吉田友和, 松岡絵里作 平裝 1

9789863735144 特效按摩手到病自除 蕭言生作 平裝 1

9789863735151 全圖解瑜伽體位法 曲影作 平裝 1

9789863735182 拉筋拍打超簡單自療法 吳世楠作 平裝 1

9789863735199 骨科名醫教你根治腰痛不復發 久野木順一作 平裝 1

9789863735205 嬰兒副食品營養餐: 新手父母必學200道副食品食譜松尾美由紀作 平裝 1

9789863735212 64招拉筋伸展操: 消除肩頸痠痛 松本玖羅作 平裝 1

9789863735229 把吃出來的毛病吃回去 于康作 平裝 1

9789863735267 天天敲膽經健康無病痛 紀大元作 平裝 1

9789863735281 我自療了糖尿病 焦耐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737 看著你 崔璹僖著; 邱敏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44 我愛的玩具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51 生日快樂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68 我愛幼兒園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75 菜市場 馬里恩.科克萊科(Marion Cocklico)著; 賴美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82 晚安! 卡米爾.洛伊塞萊(Camille Loisele)著; 賴美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799 有趣的交通工具 梅蘭妮.康比斯(Melanie Combes)著; 賴美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805 健康的身體 梅利桑德.盧辛格(Melisande Luthringer)著; 賴美伶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上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2104 福爾摩沙動物台語有聲繪本系列 曹麗華文; 朱國富圖; 黃莉娟聲音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4995 別笑我! 我的瘋狂求美記 吳嘎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6607 當勝女尬上剩女: 1986 V.S 1968 差別世代的私密APP陳秀珠文字; 王薔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127 台灣老字號 50年以上的祖傳美味 老爺爺與小老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027 高雄自由行 高山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64 助眠神器鍺脖圍: 啟動身體自癒力 莊宜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11 釜山就該這樣慢慢玩. 2 亞莎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35 認字好好玩: 看一張圖、學一個字 大妍作; 王亭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42 書寫心經: 七種字體、七種氣場,寫一幅最適合你的心經謝季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59 大邱就該這樣慢慢玩 亞莎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66 認字好有趣: 看一張圖、學一個字 大妍作; 王亭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73 省荷包郵輪大攻略: 玩樂你的海上假期 鄭小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97 曼谷這樣玩 蔡小妞, 布雷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503 認字超快樂: 看一張圖、學一個字 大妍作; 王亭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510 癢癢的怎麼辦?: 12歲-55歲女人最尷尬 最害羞 最困擾的身體心事郭安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527 釜山就該這樣慢慢玩. 2(達人私房景點版) 亞莎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52534 別以為乖乖牌的孩子情緒很安全 張閔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558 四國.遍路: 給人生的20道力量 林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466 主角不是獅子 林玟儀文; 施政廷圖 精裝 1

9789865664473 你還好嗎? 金成姬文.圖; 吳其鴻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18752 姓名影響一生 洪躍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418806 土地法規與稅法 曾文龍編著 增修第1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164 誠實可以治國 李美麗中文編輯; 吳楚璿繪本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1171 假扮乞丐的國王 李美麗中文編輯; 吳楚璿繪本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1188 急中生智的小羊 李美麗中文編輯; 吳楚璿繪本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1195 打破水缸的司馬光 李美麗中文編輯; 吳楚璿繪本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4606 聰明的小松鼠 李美麗中文編輯; 吳楚璿繪本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4613 鑿壁借光 李美麗中文編輯; 吳楚璿繪本插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954 來因宮與紫微斗數144訣 吳中誠, 邱秋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978 開運聖經. 2020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日

山人好居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大創意



9789865817985 予凡八字轉運站 林予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475 走在朱子之路上: 二十年知性之旅的傳承、弘揚與創新朱茂男口述; 陳榮裕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5508 寫給你的日記 鍾文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515 7天養出一個好習慣: 成就最解壓的一年 布瑞特.布魯門薩爾(Brett Bluementhal)作; 葉懿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539 櫻花寓言: 孤獨的青春日記 新井一二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546 你和我之間: 找到遠不孤單,近不受傷,剛剛好的距離金惠男作; 何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553 越跑越勇敢: 聖母峰馬拉松全紀錄 陸承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560 上帝不眨眼: 50堂百萬人瘋傳的人生智慧 芮吉娜.布雷特(Regina Brett)著; 林宜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577 稍微暫停一下吧 金鎮率文字.插圖;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584 橫尾忠則X9位經典創作者的生命對話: 不是因為長壽而創造,而是因為創造而長壽橫尾忠則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591 50堂最療癒人心的說話練習: 在溝通中肯定自己,觸動他人曾寶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07 雪 任明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14 沒有人認識我的同學會: 寫給親愛的老王 王蘭芬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21 思考練習題: 美國名校都在用的動腦題庫,突破我們的想像同溫層瑪瑞琳.伯恩斯(Marilyn Burns)著; 葉懿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38 我這個謎: 寺山修司自傳抄 寺山修司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45 為什麼總是感到很受傷: 五個精神分析的真實故事,帶你找到不斷逃跑的自己腦內探險隊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52 我不漂亮: 外表決定一切,但我決定我自己 裴利娜著; 曾晏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76 到處存在的場所 到處不存在的我 村上龍著; 張致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683 你和我的1 CM: 關於擁抱你,也擁抱人生的方法金銀珠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90 張天捷在台北繞了一年都沒遇到蔡依林 張天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706 一個旅人,在西拉雅: 遇見台式生活美感 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95706 一個旅人,在西拉雅: 遇見台式生活美感 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309 劃出回家的路: 為傳統領域夜宿凱道day700+影.詩林益仁, 南美瑜, 廖幸渝文; 蔡名修等攝影; 鴻鴻等詩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65240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單字、文法、閱讀、聽力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257 出擊!日語聽力自學大作戰. 中高階版step 3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264 出擊!日語單字自學大作戰. 中高階版step 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271 新制對應朗讀版日本語動詞活用辭典: N2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288 新制對應版日本語動詞活用辭典: N1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5295 出擊!日語閱讀自學大作戰. 高階版step 4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5301 出擊!日語文法自學大作戰. 高階版step 4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18 出擊!日語聽力自學大作戰. 高階版Step 4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25 精修重音版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5吉松由美, 小池直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32 新制對應朗讀版日本語動詞活用辭典: N1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4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3必考單字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56 日本語文法比較辭典: N1,N2,N3,N4,N5文法辭典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63 出擊!日語單字自學大作戰. 高階版step 4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1

子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田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9789862465370 絕對合格!新制日檢 必勝N1情境分類單字 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87 精修重音版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4吉松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394 這次一定要學會初級英文法 里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400 絕對合格!新制日檢必勝N4,N5情境分類單字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417 精修重音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3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424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N1,N2,N3,N4,N5動詞活用大全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5455 精修重音版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2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462 絕對合格!新制日檢 必勝N3情境分類單字 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479 決勝英單!國中必背單字1500: 國中三年單字、文法一次雙效搞定里昂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802 圖像煉金術: 郭維國的繪畫秘儀 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2948 寂盡之境: 王攀元個展 謝雨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2955 九節拂風 謝雨珊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58663 馬可尼 唐念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691 Cloze & writing practice: 克漏字與寫作練習 李文玲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1755 我的回憶 謝冰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2110 大辭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增訂二版 精裝 1

9789571462127 大辭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增訂二版 精裝 1

9789571462851 天馬集 蘇雪林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4015 用什麼眼看人生 王邦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473 商事法要論 梁宇賢著 修訂十五版 平裝 2

9789571464602 餐桌上的地理課 陳曉玲, 林峻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5777 社會保險法論 鍾秉正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5869 型世言 陸人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088 摸摸看!我的超大啟萌書. 繽紛世界篇 米雪兒.卡斯蘭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66286 青蛙會喝熱可可嗎? 艾塔.卡納(Etta Kane)文; 約翰.馬茨(John Martz)圖; 吳寬柔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6705 約旦史: 一脈相承的王國 冀開運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6972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466736 華語文教學導論 何淑貞等合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6743 哲學很有事: 近代哲學. 下 Cibal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750 刑法各論 甘添貴著 修訂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66798 Coding man. 7: Debug VS Bug王國 李俊範著; 金璂守繪;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811 法學概論 陳惠馨著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6828 公司法論 梁宇賢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571466828 公司法論 梁宇賢著 修訂八版 平裝 2

9789571466842 最新綜合六法要旨增編判解指引法令援引事項引得全書陶百川等編纂 二版 精裝 1

9789571466941 公共政策 朱志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6958 中國現代史 薛化元著 增訂九版 平裝 1

9789571466965 中國近代史 薛化元著 增訂八版 平裝 1

9789571466989 當成語遇到科學 臨淵, 楊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996 花花草草和大樹,我有問題想問你 史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未來耿畫廊



9789571467009 動物的特異功能 臨淵, 楊嬰, 陳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016 生物飯店: 奇奇怪怪的食客與意想不到的食譜臨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023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騰鷂著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571467047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467054 政治學 薩孟武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7061 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 郭瑞華等編著; 趙春山主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078 巴布的藍色時期 瑪莉安.杜莎(Marion Deuchars)文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092 法學緒論 鄭玉波著 修訂二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108 民法繼承新論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恭著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467139 Coding man. 8: 升級 李俊範作; 金璂守繪; 柯佩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153 明史: 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 王天有, 高壽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7160 蔚為奇談!宇宙人的天文百科 卜宏毅等著; 高文芳, 張祥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910 韓國史: 悲劇的循環與宿命 朱立熙著 增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7184 書之樹 保羅.薩傑克(Paul Czajak)文; 拉辛.荷里耶(Rashin Kheiriyeh)圖; 黃聿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191 我記得: 種子和小鳥的互利關係 劉小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207 大考翻譯實戰題本 王隆興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245 澳大利亞史: 古大陸.新國度 李龍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7252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467269 墨西哥史: 仙人掌王國 何國世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276 番茄是蔬菜還是水果? 金晃文; 金二浪圖;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290 禮物 薛智文圖; 林雯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306 秦漢史論稿 邢義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7313 Coding man. 9: Debug的反擊 李俊範作; 金璂守繪; 顧娉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337 玉嬌梨 天花藏主人編撰; 石昌渝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344 好逑傳 名教中人編撰; 石昌渝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368 土耳其史: 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 吳興東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375 清代史學與史家 杜維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382 帶這本書去聖地 吳駿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399 越南史: 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 鄭永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405 紐西蘭史: 白雲仙境.世外桃源 李龍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443 小報亭 安娜德.梅樂希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474 小不隆咚: 我們是微生物! Miki文; 放藝術工作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281 無法掩藏的時候 陳肇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542 越玩越聰明的數學遊戲 吳長順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467566 吉吉,護法現身!律師教你生活法律85招 王泓鑫, 張明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2378 探索世界大地圖 恩利可.拉瓦諾(Enrico Lavagno)作; 薩可(Sacco), 瓦拉利諾(Vallarino)繪; 吳培瑜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385 雞的祖先是霸王龍?: 穿越動物的前世今生,揭開演化的祕密羅曼.賈西亞.摩拉(Román García Mora)繪圖; 張毅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392 國家地理腦科學完全指南: 從認識自我到成就更好的自己派翠西亞.丹尼爾斯作; 楊芳齊, 江峰逵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408 國家地理終極中國恐龍百科 邢立達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415 探險家學院: 涅布拉的祕密 楚蒂.楚伊特(Trudi Trueit)著; 韓絜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422 街拍的52項任務 布萊恩.洛伊德.杜克特(Brian Lloyd Duckett)作; 陳海心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439 天空上有什麼呢? 夏綠蒂.吉利安(Charlotte Guilain)作; 尤瓦.左默(Yuval Zommer)插畫; 張靖之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446 世界上有哪些魚?: 魚類、海洋動物與牠們生活的大海安哲羅.莫傑塔(Angelo Mojetta)文; Shishi Nguyen圖; 林凱雄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453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50大最美城堡 雅絲米娜.特里夫尼(Jasmina Trifoni)作; 蘇星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477 俯視藍色星球: 一位NASA太空人的400公里高空攝影紀實泰瑞.維爾茲(Terry Virts)作; 周如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484 河粉聖經: 正統越式料理備料、烹調、盛裝大全,教你在家做出道地越南菜黎海倫著; 孫曉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491 超有型紙飛機. II: 打造另類奇幻生物,真的會飛的龍形紙飛機!山姆.井田(Sam Ita), 保羅.弗拉斯科(Paul Frasco)作; 黃正旻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507 國家地理小小雨林探險家 莫伊拉.蘿絲.唐諾修著; 董文琳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5

大石國際文化



9789578722514 絕世瞬間: 國家地理罕見奇觀攝影精選 蘇珊.泰勒.希區考克(Susan Tyler Hitchcock)作; 莊璧綺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255 節慶: 中國少數民族大型節日活動 李秀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521 探索海洋大地圖 恩利可.拉瓦諾(Enrico Lavagno), 安哲羅.莫傑塔(Angelo Mojetta)作; 薩可(Sacco), 瓦拉利諾(Vallarino)繪; 吳若楠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51259 如何獲得屬天神聖的醫治 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著; 蘇甦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760 可樂海的祕密 姜子安文; 法蘭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47418 魔幻奇機來襲 王華作; 蔡侑玲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425 沒見過火雞的國王 洪國隆作; 徐建國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432 太空小戰警 黃登漢作; 徐至宏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456 麵條西施 李光福作; 任華斌插畫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157 我與我的隱形魔物: 成人亞斯的深剖告白 蕭上晏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69164 在流放地 張紹中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4413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媽媽我愛你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精裝 1

9789863424659 哇!原子跑出來了: 3D擴增實境APP互動物理化學小百科Carlton Books作; 蔡文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4666 湯瑪士小火車. 2, 鐵路總動員 Carlton Books作; 溫力秦譯 平裝 1

9789863425120 自己動手做!我的第一本奧運小百科 Susan Meredith作; Galia Bernstein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144 莎拉公主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著; 郭漁改寫; 莊河源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267 露露愛形狀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274 露露愛顏色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281 露露愛聲音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298 露露愛數字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328 我是露露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335 露露小姊姊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342 露露愛上學 卡蜜莉亞.里德文; 艾莉.巴斯畢圖; 李貞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489 清秀佳人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著; 曾詠蓁改寫; 吳宛霖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908 數學乘法遊戲書 Rosie Hore文; Luana Rinaldo圖; 蔡文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922 寫出文字的韻味: 詩詞老莊 李彧作 平裝 1

9789863426110 鱷魚兄弟 戴爾芬.佩雷(Delphine Perret)作; 吳岱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431 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郭漁改寫; 蔡嘉驊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26448 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郭漁改寫; 蔡嘉驊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27759 超級學習: 挪威最優秀學生教你跨界整合學習,考進全球頂尖學校!歐拉夫.修威(Olav Schcwe)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576581755 玩具總動員電影原著繪本1-4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李函等譯精裝 1

9789576581816 通靈少女影劇小說. 1, 十六歲的我 HBO Asia著 平裝 1

9789576581984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8: 忍者大解密 青山剛昌原作; Galileo工房監修; 岩岡壽衛撰文; 金井正幸漫畫;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066 盲點效應: 從此不再錯過眼前對的選擇 凱莉.波伊斯作;鄧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097 366生日.生命靈數全書 葉月虹映著 平裝 1

9789576582202 折了又折 彼岸的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光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兵



9789576582219 如何叫得動青春期男孩?: 普萊斯博士流「教練心法」,培養兒子成為成熟、獨立、負責任的大人!亞當.普萊斯(Adam Price)作; 閻蕙群譯 平裝 1

9789576582226 科學發明王. 24: 發明的演進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233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6582240 讓人變有錢的36個微習慣 山下誠司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257 濟州島尋寶記 Popcorn story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582264 哆啦A夢數學百寶袋. 1, 超實用數學辭典1-3年級版藤子.F.不二雄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271 28天打造不生病的基因: 跟著全美最強醫生這樣做,不吃藥也能遠離遺傳性、慢性疾病班.林區(Ben Lynch)著; 曾婉琳譯 平裝 1

9789576582288 世界學院與王子殿下 劉怡廷, 格子幫文; 糖果工房圖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582295 低醣快瘦 氣炸鍋料理: 減醣實證者小魚媽X體態雕塑營養師Ricky,量身打造60道增肌減脂減重餐小魚媽, Ricky著 平裝 1

9789576582301 討厭的人都跌倒吧 吉竹伸介作; 鄭雅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2325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2, 北京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平裝 1

9789576582332 校園裡的小妖怪. 4: 被遺棄的書包 齊藤洋作; 宮本悅美繪; 蘇懿禎譯 精裝 1

9789576582349 機器人格鬥王. 6: 海獺國小機器人社 Podoal Friend文; Hong Jong-Hyun圖; 許葳譯 平裝 1

9789576582356 上班奴民曆 Linzonetion著 平裝 1

9789576582363 哆啦A夢數學百寶袋. 2, 超實用數學辭典4-6年級版藤子.F.不二雄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370 艾利克與小怪獸. 3: 公園保衛戰 亥梅.克彭斯(Jaume Copons)著; 莉莉安娜.福爾度尼(Liliana Fortuny)繪; 李家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387 極夜行: 1872小時的黑暗永凍,與自己對話的旅程角幡唯介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394 依戀效應: 為什麼我們總在愛中受傷,在人際關係中受挫?皮特.羅文海姆(Peter Lovenheim)作; 廖綉玉譯 平裝 1

9789576582400 此刻是多麼值得放棄 陳雋弘作 平裝 1

9789576582417 3分鐘手繪Q萌貓: 貓奴們!來幫貓主子畫畫吧朴秀美作; 張鈺琦譯 平裝 1

9789576582424 #激惡飯 激惡飯製作委員會作; 連雪雅譯 平裝 1

9789576582431 身為媳婦,我想說......: 那些該為自己挺身而出的時刻,為什麼我說不出口?修申智著; 蔡宜融譯 平裝 1

9789576582448 通靈少女影劇小說. 2, 十七歲的領悟 HBO Asia Original, IFA media著 平裝 1

9789576582462 冰雪奇緣. 2, 故事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Nancy Cote改寫; Olga Mosqueda繪精裝 1

9789576582479 冰雪奇緣. 2: 迪士尼3D擴增實境APP互動電影書Carlton Book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2486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6582493 冰雪奇緣電影原著1+2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Suzanne Francis, Andria Warmflash Rosenbaum改寫;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吳愉萱, 張詠橋, 鄧捷文譯精裝 1

9789576582509 冰雪奇緣. 2, 闇影森林 卡蜜拉.蓓可(Kamilla Benko)作; 亞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523 媽媽變成鴨: 鄧惠文給孩子的情緒成長繪本. 2鄧惠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2547 感情這件事: 五種角色,在愛的學習中遇見 陳永儀著 平裝 1

9789576582578 堅持下去,傷痕也可以變美麗!: 700日重生,崔咪從脆弱中找回堅強崔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585 今昔妖怪大鑑(經典入門) 湯本豪一著;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576582608 面試郭台銘: 面對面,看見鏡頭外最真實的他 高虹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615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9: 推理迷必懂的元素青山剛昌原作; 川村康文監修; 游若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622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0 第47冊 1

9789576582639 給40歲後更好的自己 堀川波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2646 謝謝你,也剛好喜歡我: 全世界我只要你的喜歡肆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1008 叫我第一名: 事半功倍的銷售成交術! 張奕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1015 人生本來就不完美: 相信自己,創造奇蹟 鐘紀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1022 用腦袋思考: 你不能總把希望寄託在好運上 鐘紀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1039 生活不能人人滿意,事能知足心常樂! 葉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1046 別讓自己不高興: 50條不生氣法則 高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1053 天天快樂幸福學 麥筱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06919 Becky lost her watch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2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弋果文化



9789867106926 Jay and Tom make silly faces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7106933 Tom and Becky meet the followers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7106940 Jay and Tom babysit monsters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7106957 The sleepyheads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7106964 The two monsters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7106971 Wonderful guss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7106988 The lost unicorn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7106995 Choose to have fun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9789869796903 Making friends writer Louisa Rempala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164 完美 馬克思.阿馬托(Max Amato)作; 蔡幸珍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2171 和耶誕老人一起跳舞(中英對照) 李妍珠作; 林雯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2171 和耶誕老人一起跳舞(中英對照) 李妍珠作; 林雯梅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243 超時空行旅: 邱奕辰個展 邱奕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873 行政法大全: 申論題型 陳傑編授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84880 行政法大全: 申論題型 陳傑編授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84897 刑法總則精修 陳盛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803 法學緒論經典 陳傑編授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47810 法學緒論經典 陳傑編授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158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運. 鼠 巫桓, 巫信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207 吹笛初階. 上篇 陳中申編著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64788 FBI這樣學套話: 讓他不知不覺說真話 約翰.薛佛(John R. Schafer), 喬.納瓦羅(Joe Navarro)著; 廖桓偉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654272 我在微軟學到的簡報技術: 如何讓老闆選你的提案?讓客戶說Yes?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蘇書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289 99%的人輸在不懂拒絕 李勁著 平裝 1

9789579654319 凱云主播的減法教養: 輕鬆爸媽這樣教!減吼叫、減才藝、減壓力,孩子貼心又獨立。鄭凱云著 平裝 1

9789579654340 癌後營養學 孫麗紅編著 平裝 1

9789579654357 藥王簡史: 奇蹟之藥、最賣之藥、威力最強之藥、人類最愛之藥、救活最多人命的11種藥,怎麼改寫人類命運?佐藤健太郎作;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364 職涯脫軌,當升職一再跳過我……: 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會遇到,怎麼辦?頂尖商學院教授告訴你,不被耽誤的人都怎麼做卡特.凱斯特(Carter Cast)著;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371 沒了賈伯斯,蘋果為什麼還能這麼強?: 賈伯斯留下的最偉大發明,不是iPhone,是名為蘋果的組織。桑原晃彌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土芭樂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東海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三易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小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河美術



9789579654388 正在席捲日本的神奇肋骨操: 解決10萬人肩、背、腰、髖關節與膝蓋的痠痛和緊繃己抄呼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395 商業人士必備的紅酒素養: 新手入門、品賞、收藏、投資、送禮……酒標到酒杯,懂這些就夠渡邊順子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401 最強營養療法,90％病痛都消失: 最佳飲食不是均衡營養,而是「分子食物平衡」,以營養素取代吃藥強壓症狀的自癒力療法。溝口徹著; 羅淑惠譯 平裝 1

9789579654418 新富人的捷徑: 不專精一事、不想卓越點子、不投入火熱市場,爸媽鐵定反對的新致富四金律奈森.拉卡(Nathan Latka)著; 廖桓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425 破案的蟲: 昆蟲的證詞語線報,警察靠我才聽懂。拿尺不拿刀、捧熱水杯出勤的法醫昆蟲學權威的神祕日常三枝聖作;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432 治累: 讓身體每天都精神奕奕的最高回復法 杉岡充爾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449 智商稅,越聰明的人越吃虧: 資訊越多,人的心理就越受操弄,誰在誘使你樂於花冤枉錢、甘願奉獻?醒醒吧,你該拒當別人的提款機。高德著 平裝 1

9789579654463 有數字感的人為什麼拿高薪 鮑比.西格爾(Bobby Seagull)著; 廖桓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487 10年後,你是被迫工作還是被動致富?: 想脫離月底吃土的貧性循環,你得打造自己的印鈔機,三階段賺錢術,保證提早財富自由。狄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500 王的歷史: 皇帝、國王、蘇丹、哈里發……認識王,就能看出一個國家與人民的本性。課本沒交代的,立刻脈絡分明。宇山卓榮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3730 我才不要剪頭髮! 貓小小文; 詹迪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3747 大耳查布是個好老師 王淑芬文; 陳虹伃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3754 媽媽是一朵雲 海狗房東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3761 超狗一號的中秋任務 王文華文; 陳姝里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3778 七隻小羊的萬聖節 王文華文; Jiun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77771 跟著名偵探柯南學邏輯思考: 高效整理術 上野豪作; MEGUMI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795 超有感!漢方草本蔬果天然萬用皂 范孟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573 咖啡研究室 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719 我愛SEVENTEEN Valer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801 噴香好滋味!超下飯懶人烤箱菜: 92道停不了口的美味秒殺料理!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818 沒錢沒閒空間小也沒關係! 一個人也能好好過的簡單生活提案Shok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825 小草花刺繡口金包 菲菲小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832 手作人必學!生活輕旅兩用功能包 LuLu彩繪拼布巴比倫等作; 王義馨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856 我愛EXO全紀錄: 擁有反轉魅力的完顏天團 NOYE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77702 世界一流名廚的米其林甜點 王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705 Code H Art Work Collection Credit Pig3rd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302 偶拾 鄒秀美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025 三十七方便品 曾逢景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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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省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上品生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美書法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風文創



9789869673051 環遊世界80杯雞尾酒特調 查德.帕西爾(Chad Parkhill)作; 曾雅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3068 BTS防彈少年團成長記錄 亞德里安貝斯利(Adrian Besley)作; 透明翻譯有限公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075 與你分享 低醣甜點溫和感 石澤清美著; 葉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082 解剖Billy Showell水彩植物畫 比莉.舒薇爾(Billy Showell)作; 伍啟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3099 卡漫插畫水彩色鉛筆上色魔法 古島紺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05 繪師直傳!奇幻角色設定基礎與創作巧思 天野英作; 張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12 素描: 從入門到上手 小椋芳子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29 金錢教室談的可不只是錢! 高井浩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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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4128 極簡烹飪教室特別冊: 廚藝之本 馬克.彼特曼(Mark Bittman)著; 王心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612 問題是,妳打算當少女到幾歲? Jane Su作; Miy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323 海柏利昂的殞落 丹.西蒙斯(Dan Simmons)作; 景翔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0330 海柏利昂的殞落 丹.西蒙斯(Dan Simmons)作; 景翔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42722 他為什麼這麼做?: 為什麼他上一秒說愛,下一秒揮拳?親密關係暴力的心理動機、徵兆和自救朗迪.班克羅夫特(Lundy Bancroft)作; 周沛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2753 冰河巨獸 傑克.泰特(Jack Tite)作.繪;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42777 攝影師之眼 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作; 吳光亞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2791 雜食者的兩難: 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著; 鄧子衿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2838 藥物讓人上癮: 酒精、咖啡因、尼古丁、鎮靜劑與毒品如何改變我們的大腦與行為雷.海瑟.威爾遜(Leigh Heather Wilson)等作; 林慧珍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2845 建築為何重要 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著; 林俊宏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2852 港式臺派: 異地家鄉的生活文化漫遊 吳心橋, 劉亦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2869 製造文明: 不管落在地球歷史的哪段時期,都能保全性命、發展技術、創造歷史,成為新世界的神萊恩.諾茲(Ryan North)著; 宋宜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42876 巷仔口社會學. 3: 如果贏者全拿,我們還剩下什麼?潘美玲, 王宏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33463 老二縱橫學 李安石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2231 教門長拳 蕭京凌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62439 防身格鬥必勝術 呂峰岱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446 戴氏心意拳功理秘技 王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453 徒手擒拿格鬥術 周直模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460 射擊運動員: 身體運動功能訓練 王駿昇, 尹軍, 齊光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477 扭轉一生的正能量 法信居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484 李劍秋: 形意拳術 李劍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491 劉殿琛形意拳術抉微 劉殿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07 格鬥骨法秘技 黃光畬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14 紫微斗數格局論 周幸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21 手戰之道 趙曄等著; 王小兵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38 陳式太極拳: 拳劍刀精解 王青甫, 趙會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2545 陳式太極拳: 太極論道 王青甫, 趙會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52 李存義岳氏意拳五行精義 李存義著; 閻伯群, 李洪鐘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69 李存義岳氏意拳十二形精義 李存義著; 閻伯群, 李洪鐘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76 李存義三十六劍譜 李存義著; 閻伯群, 李洪鐘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583 拳療百病: 39式楊氏養生太極拳 戈金剛, 戈美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2590 骨盆湧命法 凌菁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秦



9789863462606 達摩易筋經內外秘功 金鐵庵, 湯顯原著; 三武組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613 岳武穆八段錦匯宗 金鐵庵, 濂浦, 鐵崖原著; 三武組整理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0327 神仙神仙妙計多 林俊良文; 許瑞明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9706 快樂學西洋棋 李若凡, 高懿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308 台灣租事寶典 賣厝阿明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44178 STEAM大腦科學好好玩: 探索摸不到、看不到的嗅覺、視覺、聽覺、記憶,52個實驗x10大單元結合自然、生物與生活科技的跨領域學科艾瑞克.H.查德勒(Eric H. Chudler)作; 吳欣庭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544185 生物課好好玩. 3: 輕鬆攻略新課綱的10堂必修生物素養課李曼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208 許願樹 凱瑟琳.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著;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215 皮克威克奶奶. 2, 神奇魔法藥方 貝蒂.麥唐納(Betty MacDonald)著; 劉清彥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222 法蘭克的實驗室. II: 神奇的電子手指 強.奚斯卡(Jon Scieszka)作; 布萊恩.畢格斯(Brian Biggs)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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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61690 新WAKU WAKU看圖彈琴趣: 技巧 川崎みゆき, 飯田真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61706 新WAKU WAKU看圖彈琴趣: 技巧 川崎みゆき, 飯田真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061713 新WAKU WAKU看圖彈琴趣: 技巧 川崎みゆき, 飯田真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061720 新WAKU WAKU看圖彈琴趣: 音階與琶音 川崎みゆき, 飯田真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61737 新WAKU WAKU看圖彈琴趣: 音階與琶音 川崎みゆき, 飯田真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061744 新WAKU WAKU看圖彈琴趣: 綜合技巧 川崎みゆき, 飯田真樹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61751 新WAKU WAKU看圖彈琴趣: 綜合技巧 川崎みゆき, 飯田真樹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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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44119 金豬年財富大趨勢. 2019 王中一等採訪撰稿 平裝 1

9789866844126 產經趨勢總覽. 2019 羅麗敏, 郭英倩, 余娉婷主編 平裝 1

9789866844133 臺灣服務業大評鑑. 2019 王榮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8520 伊索寓言(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544 我的第一本漢字故事(簡體字版) 陳廣濤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551 我的第一本中國成語故事(簡體字版) 圖說天下珍藏版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896 親愛的,你可以不那麼堅強(簡體字版) 徐竹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工商財經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陸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師棋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晟資產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小茶壺兒童劇團



9789863018933 小小感官認知書: 動物觸摸書(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8940 小小感官認知書: 顏色觸摸書(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8964 超好拍!夢幻造型甜點 Alice T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988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睡前好習慣(簡體字版) 今周刊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995 殺手,流焰繽紛的奇蹟(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9008 一個烤箱就搞定!省時料理輕鬆上菜 Misst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015 五行戰甲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039 金頭腦急轉彎: 急中生智(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9046 金頭腦急轉彎: 神機妙算(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9053 水中悍將 饒國林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077 重裝鬥士 陳紹霖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084 免烤箱!甜點進化術 Eva Chan@Playgroun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091 沒有投資理財基因!就用Excel省錢賺現金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9107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後宮交換日記(簡體字版)志銘與狸貓著 平裝 1

9789863019114 世界大發現: 你不知道的冰雪世界(簡體字版)世一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9121 世界大發現: 你不知道的地底世界(簡體字版)世一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9138 狂暴力士 饒國林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145 數學龍騎士 李準範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9152 陪伴,是世上最奢侈的禮物(簡體字版) Peter Su著 平裝 1

9789863019169 品格教育童話: 機靈鬼(簡體字版) 齊向紅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9176 品格教育童話: 膽小鬼(簡體字版) 米吉卡, 馬甯寧, 施霞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9183 品格教育童話: 調皮鬼(簡體字版) 王鋼等著 平裝 1

9789863019190 飛獸軍團 陳紹霖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206 麵包可以這樣做!? Chef Ch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213 只是微小的快樂(簡體字版) 張曼娟作 平裝 1

9789863019220 荒漠異形 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237 食療降三高 不用再吃藥(簡體字版) 鄭金寶著 平裝 1

9789863019244 8周降血糖最有效食療(簡體字版) 何一成著 平裝 1

9789863019251 河戰奇兵 饒國林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268 漫畫東方哲學經典: 儒、道、佛思想精要(簡體字版)蔡志忠著 平裝 1

9789863019275 螞蟻雄兵 陳紹霖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282 異星狩獵者 周文杰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299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被貓咪包圍的日子(簡體字版)志銘, 狸貓著 平裝 1

9789863019305 臥底(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9312 100張圖學會K線精準判讀(簡體字版) 方天龍著 平裝 1

9789863019329 他們都說妳「應該」: 好女孩與好女人的疼痛養成(簡體字版)周慕姿著 平裝 1

9789863019336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簡體字版) 不朽作 平裝 1

9789863019343 哈棒傳奇之哈棒不在(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9350 完全設定集 李國靖, 周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367 31個啟發機智小故事(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阿LON繪 平裝 1

9789863019374 極地之王 饒國林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381 寄生獸入侵 文煌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398 花樣主食: 從最平凡的一鍋飯,到中西合璧的各式麵點,輕鬆上桌!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411 利爪勇士 陳紹霖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428 飛機小百科(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9442 藏在股市金句裡的77個投資秘密: 張真卿教你看圖秒懂股市實況與投資策略(簡體字版)張真卿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369 喚起體內的神醫. 一, 總論篇: 歐陽英教你成為自己的養生大師歐陽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6376 喚起體內的神醫. 二, 對症篇: 歐陽英讓你掌握病症簡單開單歐陽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大喜文化



9789869646383 喚起體內的神醫. 三, 排餐篇: 歐陽英帶你煮出健康的人生歐陽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889 禪的實踐: 大慧宗杲禪師語錄選輯講釋(精華版)釋果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896 諾麗果的自癒奇蹟: 救命防癌抗老聖果 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01 什麼?我的廚房有毒!: 那些你以為的基本常識,都是致癌的風險范志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18 楞伽經精要,以佛心印心辨別修證真假: 了悟第一義心,遠離各種外道及見解上的過錯實叉難陀原譯; 梁崇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25 維摩詰經精要,從入世證出世的智慧: 有錢不礙修行 沒錢會障礙你的修行(姚秦)鳩摩羅什原譯; 梁崇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32 解深密經精要,最真實心識的智慧: 生命本無生滅,存在本身即是圓滿安樂自由(唐)玄奘原譯; 梁崇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49 東告雨的蝴蝶夢: 死者如是說 東告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56 什麼?我的廚房有毒!. 二: 自己煮飯的健康風險更大?范志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63 問禪: 旅人悟道的喜悅 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70 不動怒,正念禪修的智慧: 讓您的大腦不被性罪所支配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987 搶救視力: 全方位亮睛睛護眼寶典 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3593 無量之網: 連結宇宙萬物的母體 桂格.布萊登(Gregg Braden)著; 達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609 無量之網. 2, 正確祈禱,連結萬物為你效力! 桂格.布萊登(Gregg Braden)著; 達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932 身心靈合一的瑜伽體位法: 從神話故事探索千年瑜伽內在精髓黃蓉, 陳靜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956 阿育吠陀療法: 調整風、火、水能的黃金比例,找回出生時的健康體質設定維桑特.賴德(Vasant Lad)著; 繆靜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963 水逆求生手冊: 一次讀懂水逆、金逆、火逆如何影響你,化危機為生機!伯尼.艾希曼(Bernie Ashman)著; 韓沁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467 哲學能做什麼? 蓋瑞.葛汀(Gary Gutting)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614 正念飲食: 覺察自己為什麼吃,比吃什麼、怎麼吃更重要!珍.克里斯特勒(Jean Kristeller), 艾莉莎.鮑曼(Alisa Bowman)著; 顏佐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638 靈性揚升: 宇宙正邪大戰關鍵報告: 源場. 3 大衛.威爾科克(David Wilcock)著; 張佳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645 彩光量子觸療: 12彩光冥想,療效擴大再升級!艾倫.哈利葉(Alain Herriott)作; 林時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7658 佛陀之心: 一行禪師的佛法講堂 一行禪師作; 方怡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01038 狂慧手扎: 嘉旺竹巴法王自傳 嘉旺竹巴法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441 夜行的鳥: 喜馬拉雅傳承的14堂瑜伽禪修課 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 蕭斐, 黃涵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595 本體能量兩指療法: 療癒,就是量子的瞬間轉換!理查.巴列特(Richard Bartlett)著; 劉永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649 耶穌與佛陀的六世情緣: 告別娑婆外傳 葛瑞.雷納(Gary R. Renard)著; 謝明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656 人際關係占星全書: 96種日常情境X12星座溝通攻略蓋瑞.高史奈德(Gary Goldschneider)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687 撲克命牌.我的流年: 從生日,預知一生的年月運勢羅伯特.坎普(Robert Camp)著; Sada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694 撲克命牌.我的愛情: 從生日,找到我的天作之合羅伯特.坎普(Robert Camp)著; 星光餘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731 瑜伽減壓療法: 結合西方神經醫學及東方瑜伽科學,讓你重獲身心平衡與自由菲爾.紐倫博格(Phil Nuernberger)著; 蕭斐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748 靈性胎教手冊: 從懷孕到生產的161個冥想練習凱薩琳.仙伯格(Catherine Shainberg)著; 童貴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762 童年情感忽視・實戰篇: 長大後的我,如何和伴侶、孩子、父母,建立情感連結?鍾妮斯.韋伯(Jonice Webb)著; 張佳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786 遠離能量吸血鬼: 人際病態關係的原型 克莉絲汀.諾石若璞(Christiane Northrup)作; 劉凡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16 瑜伽經白話講解. 必普提篇 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001830 他,會是恐怖情人嗎?: 我的親密關係診斷書? 麗莎.馮特思(Lisa Aronson Fontes)著; 童貴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47 你不爽,為什麼不明說?: 腹黑、酸言、擺爛,好人面具下的「被動式攻擊」安卓雅.布蘭特(Andrea Brandt)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54 男人的四個原型: 暢銷20年經典,榮格學派帶你剖析男性心理羅伯特.摩爾(Robert L. Moore), 道格拉斯.吉列特(Douglas Gillette)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54 男人的四個原型: 暢銷20年經典,榮格學派帶你剖析男性心理羅伯特.摩爾(Robert L. Moore), 道格拉斯.吉列特(Douglas Gillette)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61 大通靈家: 艾德格凱西靈訊精要 馬克.瑟斯頓(Mark Thurston)著; 非語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78 月之南北交全書: 從占星看今生業力之路 瑟萊絲托.提爾(Celeste Teal)著; 韓沁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85 男孩情緒教養: 不失控、不暴怒、不鬧事,明日好男人的養成關鍵瑪麗.寶絲林區(Mary Polce-Lynch)著; 劉凡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892 純淨飲食全書: 20種食材x20天健康復原計畫,讓身體煥然一新伊恩.史密斯(Ian K. Smith)著; 蕭斐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908 我們的婚姻診斷書: 百年好合的八堂基本課 艾蜜莉.庫克(Emily Cook)著; 林楸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915 快樂呼吸十六法: 進入禪悅的境界 阿姜布拉姆(Ajahn Brahm)著; 賴隆彥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001922 情緒重建: 運用九種認知技巧,重新和情緒做好朋友曾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939 超腦零極限: 抗老化、救肥胖、解憂鬱,哈佛教授的大腦煉金術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魯道夫.譚茲(Rudolph E. Tanzi)著;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946 為自己工作的九個步驟: 未來職場出路計畫 凱利.歐柏布納(Kary Oberbrunner)著; 星光餘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953 業力: 掙脫心的束縛 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作; sujata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橡實文化



9789579001960 當下的父母: 你是孩子自愛與自覺的典範 蘇珊.史帝佛曼(Susan Stiffelman)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977 愛的奇蹟課程: 透過寬恕,療癒對自己的批判 瑪莉安.威廉森(Marianne Williamson)著; 周群英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001984 瑜伽修行語錄: 雖然默默無言,卻又道盡一切 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991 回到當下的旅程: 靈性覺醒的清晰指引 李爾納.杰克伯森(Leonard Jacobson)著; 蘇宗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009 人體經絡自癒手冊: 徒手疏通易堵穴位,輕鬆調理百病路新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016 圖解心經(暢銷經典版) 張宏實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1023 愛是勇者的遊戲 阿噶巴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030 念力的科學: 贏比賽、病療癒、成功致富,人類意識如何改變物質世界?琳恩.麥塔格特(Lynne McTaggart)著; 梁永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047 鍵結效應: 少數人的念力,如何改變多數人的生活?琳恩.麥塔格特(Lynne McTaggart)著; 王原賢, 何秉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054 阿育吠陀原理: 自我修復的科學 維桑特.賴德(Vasant Lad)著; 劉海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061 腰瘦早餐: 100種簡單美味腹部燃脂餐,靠基因營養學剷除脂肪大衛.辛振可(David Zinczenko)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085 當下力量的靜心導引 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577 企業架構指引: 藍海布局與實踐策略 謝文雄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645 漫畫賽局理論,解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 川西諭著; 円茂竹縄繪圖;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768 小丑之花: 太宰治<>創作原點 太宰治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45630 走進我的交易室: 股市贏家交易全攻略 亞歷山大.艾爾德(Alexander Elder)著; 羅耀宗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7645715 少爺 夏目漱石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883 瘋癲老人日記: 情慾與死亡的耽美交融,谷崎潤一郎超越時代的至高傑作谷崎潤一郎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890 十分鐘入禪休息法 歐文.奧侃(Owen O'kane)作; 葉織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906 惡的出世學 中川右介作; 蔡昭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45913 散戶投資上手的第一本書: 投資股市最該懂的45件事,教你買對賣對,抓住賺錢機會王力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7645920 漫畫 叔本華的幸福論: 一堂慾望與痛苦的思辨課,孤獨是成就幸福的必備本事!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原著; Teamバンミカス, 伊佐義勇著; 蔡昭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937 葉櫻與魔笛 太宰治作; 銀色快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7645944 住在大腦的肥胖駭客: 飢餓大腦全解讀-看破大腦的算計,擺脫大吃大喝的衝動史蒂芬.J.基文納特作;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45951 漫畫股市之神: 是川銀藏波瀾萬丈的一生 是川銀藏原著; 伊東誠漫畫 四版 平裝 1

9789867645968 漫畫新世紀孫子兵法: 孫子式戰略思考,史上最強競合謀勝教科書長尾一洋著; 石野人衣繪; 謝承翰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524 邁向對等夥伴關係: 莫札特中提琴室內樂與交響協奏作品研究蕭宇沛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987 注音符號在臺灣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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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3422 Remember Iowa Judy覺醒之路 大菩提精舍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75320 經濟學(關務特考) 王志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7966 經濟學(台電.中油) 王志成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7980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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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菩提動中禪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8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小雅音樂



9789864877997 圖解速成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法令與實務(金融證照)金永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000 圖解速成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法令與實務(銀行)金永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093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高普版)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109 法學緒論 敦弘, 羅格思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8116 法學緒論(一般警察人員)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8147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154 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161 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8178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185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239 公共政策精析 陳俊文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246 警專地理: 滿分這樣讀 王傑, 黃柏欽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253 社會工作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月娥編著 第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8260 政治學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蔡先容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277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8284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黃金銀, 黃勝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831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系統式整理(速成版)謝宜璋, 顏廷峻, 吳孟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338 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 成宜, 德芬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8345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八. 107-108年度 歐昌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376 社政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月娥編著 第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8383 零基礎考上國考: 照著做,你也會上榜 黃柏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390 圖解式民法概要(焦點速記+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406 物理高分題庫 千華物理科名師群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8413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成宜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8420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司法五等) 成宜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8444 農產運銷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8451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468 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陳月娥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475 行政學: 獨家高分秘方版測驗題攻略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8482 行政法: 獨家高分秘方版測驗攻略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499 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8505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郝強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8512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完勝攻略 周家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529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實力養成 周家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536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 高維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550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567 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四合一超級詳解 洪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574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艾育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581 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 德芬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8581 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 德芬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8598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舒懷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8604 司法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8628 政治學概要頻出題庫 蔡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635 政治學(含概要)混合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蔡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642 法學緒論頻出題庫 穆儀,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8659 法學緒論測驗題庫 穆儀,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8666 公共管理(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8673 關務英文 王英, 吳慶隆編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8680 民法親屬與繼承編(含概要) 成宜霖, 羅格思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8703 搶救銀行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8710 行政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727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陳盛, 王一周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734 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謝坤鐘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741 數理邏輯(邏輯推理)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758 邏輯推理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765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曾禹童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772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頻出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8789 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8796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行政學精析 舒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8819 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826 海巡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8833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8840 行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8857 驗光生滿分題庫合輯 許瑋怡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864 實用必備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8871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8888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8895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海巡特考版)駱英, 歐恩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8901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787 企業管理(含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817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三. 108年度陳培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6716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二科: 重點整理+試題演練陳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925 鐵路公民叮: 照亮你的學習之路 許家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949 司法公民叮: 照亮你的學習之路 許家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956 公文表解與案例解析 張甫任, 楊安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8963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九, 108年度 李宜藍, 伍湘芬, 邱鉦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970 計算機概論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8987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五,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藝術概論)潘雲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8994 機械常識 林柏超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9007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9014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9038 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焦點總複習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9045 超級犯規!郵政國文高分關鍵的八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052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嚴選題庫 李振濤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9069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9076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朱華聆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9113 郵政英文勝經 劉似蓉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9137 行政法輕鬆上手 林志忠編著 第三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9144 行政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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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79151 英文頻出題庫 凱旋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26168 玄關、走廊 本書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175 好吃易做大眾菜 阿朵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199 西安旅遊完全指南 劉櫻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05 服裝立體裁剪 王明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12 吃不夠的花樣主食 美食大V飛雪無雙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29 啤酒之河 周茂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36 滋補官府菜 焦明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43 滋補養生湯速查 書香悅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50 滋補養生粥速查 書香悅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67 寶寶每一天: 0-1歲寶寶不哭 范文芳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3

千華駐科技



9789575926274 麵點原料知識 錢峰, 王支援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81 動植物檢驗檢疫學 吳暉主編; 余以剛, 陳輝副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298 這樣吃,寶寶更健康,媽媽更省心 吳光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311 徐悲鴻繪畫鑑賞 唐培勇, 趙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328 戀愛遇上心理學 Angelababy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335 鞋靴設計效果圖技法 陳念慧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5926342 麵塑製作教程 張定成主編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758 大葉校史 侯雪娟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895 全國學生休閒、觀光、遊憩學術論文研討會會議手冊(含論文集). 第十五屆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編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864 標準/非標準: 大葉大學設計工作營. 2018 Marcus Farr, 賴明正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9097 巴布.狄倫歌詩集 巴布.狄倫(Bob Dylan)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9981 失智症事件簿: 法庭交鋒錄 鄭嘉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011 從易經看黃帝陰符經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066 跟雲門去流浪 林懷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6080 黑斑白斑有話要說 黃昭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080 黑斑白斑有話要說 黃昭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097 愛麗絲幻遊奇境 蘇西.李(Suzy Lee)繪著;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6103 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 一個單親女傭的求生之路史戴芬妮.蘭德(Stephanie Land)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110 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朱宥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127 萬能打工雞: 奧樂雞的大逃亡 掰掰啾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134 心的視界: 柯錫杰的攝影美學(玖齡復刻版) 柯錫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6141 最高!極品1人樣 劉黎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158 暗夜中 布魯諾.莫那利(Bruno Munari)繪著; 楊馥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6165 莫那利的機器 布魯諾.莫那利(Bruno Munari)繪著; 楊馥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6172 從易經解心經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189 若有來生 文暢庸著;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189 若有來生 文暢庸著;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196 美玉生煙: 葉嘉瑩細講李商隱 葉嘉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202 本日濃湯: 阿尼默 阿尼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219 怎麼看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張怡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226 小輓: 阿尼默漫畫集 阿尼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233 財富背後的法律密碼: 法律如何創造財富與不平等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著 ; 趙盛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240 打造彈性靈活的身體 羅傑.范普頓(Roger Frampton)作; 張怡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257 白虎之咒. 5, 夢中註定的女子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264 白虎之咒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406271 物理治療師教你行動輔具怎麼選怎麼用 楊忠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建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葉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休管系



9789865406332 傳染 吉田戰車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406288 傳染 吉田戰車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06295 傳染 吉田戰車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406301 傳染 吉田戰車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06318 傳染 吉田戰車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406325 傳染 吉田戰車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406349 經絡解密. 卷五: 雙太陽健美組合,人體背景最雄厚的護衛官-小腸經+膀胱經沈邑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356 世界圖繪: 所有基本事物及日常活動的圖像與名稱約翰.阿摩司.康米紐斯(Iohannes Amos Comenius), 保羅.克魯森伯格(Paulo Kreutzberger)繪; 張淑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6363 透明社會 韓炳哲著; 管中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394 貝佐斯寫給股東的信: 亞馬遜14條成長法則帶你事業、人生一起飛史帝夫.安德森(Steve Anderson), 凱倫.安德森(Karen Anderson)著; 李芳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3151 科技島鏈: 中美日韓台共構的產業新局 黃欽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53168 Asian edge: on the frontline of the ICT world author Colley Hw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8053175 智聯網.新思維: ｢智慧+｣時代的思維大爆發 彭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20407 First dictionary text by A WELDON OWEN PRODUCTION1st ed. 精裝 1

9789578620490 失去歌聲的小鳥(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06 迷路的小熊(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13 小象找不到洗澡的地方(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20 小長頸鹿的斑點不見了(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37 小無尾熊的樹不見了(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44 小袋鼠沒辦法彈跳(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51 不會發出吱吱聲的小老鼠(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68 不會跳的小白兔(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75 小馴鹿的禮物不見了(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82 小斑馬的條紋不見了(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599 不會吼叫的小獅子(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605 小狐狸的尾巴不見了(中英對照) by Jedda Robaard 第1版 精裝 1

9789578620612 Grolier amazing words. 1, A-K author Weldon Owen 精裝 1

9789578620629 Grolier amazing words. 2, L-Z author Weldon Owen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778 商務日文能力測驗 聽解.聽讀解 實力養成問題集宮崎道子監修; 瀬川由美, 北村貞幸, 植松真由美著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1792 會!日本語進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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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11747 日本語作文入門: 文型による短文作成からトピック別表現練習へC&P日本語教育, 教材研究会編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219 蔡尉成雕塑創作集. 2016-2019 杜孟軒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雋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6

大椽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新科技



9789865863937 粉紅豬小妹(粵語版)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63944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第1輯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彭維昭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30572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耶誕特輯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30596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滑雪趣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103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耶誕願望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110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下雪真好玩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158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耶誕特輯(粵語版)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54172 業餘超人: 大戰機甲劫匪 關景峰作; 曾瑞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634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第六輯(粵語版)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8640894 下雨天去遠足 松尾里佳子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894 下雨天去遠足 松尾里佳子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91663 業餘超人: 捉拿大水怪 關景峰作; 曾瑞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1694 按按鈕,好好玩! 莎莉.妮柯絲(Sally Nicholls)文; 貝森.伍文(Bethan Woollvin)圖; 鄭如瑤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436 這個時候怎麼辦?: 小學生應該懂的生活常識諸富祥彦, 今泉忠明, 国崎信江監修; 李彥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00 漢娜和甜心 凱特.貝魯比(Kate Berube)文.圖; 鄭如瑤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17 我從哪裡來?: 從人猿到人類的演化和冒險 凱瑟琳. 巴爾(Catherine Barr), 史蒂夫.威廉斯(Steve Williams)文字; 艾米.赫斯本(Amy Husband)繪圖; 周怡伶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24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戰繪本. 1, 什麼是程式設計?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31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戰繪本. 2, 程式設計能做什麼?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48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戰繪本. 3, 程式設計大挑戰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55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戰繪本. 4, 一起來學程式設計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62 [實踐創意]小學生進階程式設計挑戰繪本 松田孝監修; 卓文怡,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03079 聖經的故事: 17篇說給孩子聽的經典文學 凱瑟琳.朗.巴斯特隆(Kathleen Long Bostrom)文; 狄娜拉.米塔利波拉(Dinara Mirtalipova)圖; 宋宜真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503086 莎士比亞經典劇作: 12篇成長必讀文學啟蒙 安潔拉.麥克艾里斯特(Angela McAllister)編著; 愛麗絲.林茲特隆(Alice Lindstrom)繪圖; 謝靜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093 每天都是上天的禮物 井本蓉子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109 心在哪裡? 今野仁美文; 井本蓉子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116 我和阿柴出生在同一天 信實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123 孩子的第一本遊戲記憶&圖解英語單字繪本 Allen玉井光江監修; 手塚明美繪圖; 陳潔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956 圖像小說報G-Papers 大辣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963 阿鼻劍: 三0週年紀念精裝版 馬利編劇; 鄭問繪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6634987 暫時先這樣 陳沛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6834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離散數學). 2020(106-108年試題)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841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線性代數). 2020(106-108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858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20(106-108年試題)詹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86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1, 電研所). 2020(106-108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88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 機械所). 2020(106-108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89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3, 土木所、環工所). 2020(106-108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92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4, 化工所). 2020(106-108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93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通訊所(含工程數學、通訊系統)). 2020(106-108年試題)周易, 程逸, 時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988 全民商旅英語 劉國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699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電路學). 2020(106-108年試題)張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008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運轉維護類(機械修護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年試題)大碩教育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01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電子學). 2020(106-108年試題)劉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02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英文). 2020(106-108年試題)Jacob Wu, Alice, Sarah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03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 2020(106-108年試題)張皓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碩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大辣



978986345704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學). 2020(106-108年試題)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05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管理學). 2020(106-108年試題)張承, 張奇, 趙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06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20(106-108年試題)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077 儀器分析總整理 高憲明, 何雍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457084 保安監督人複訓教材 吳武泰, 邱晨瑋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7091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1, 企研所、工管所). 2020(106-108年試題)徐明, 張翔, 楚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114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3, 經濟所). 2020(106-108年試題)張翔, 楚瀚, 李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121 火災學 陳弘毅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457138 公職考試講重點(政治學. 上(含政治學概要)) 謝望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145 公職考試講重點(資料處理) 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152 統計學考前衝刺30天 張翔, 李昱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7169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2020: 微積分(106-108年試題)歐大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176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183 公職考試講重點(環境化學)三、四等 石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7190 公職考試講重點(環境微生物學)三、四等 石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7206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213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機運轉維護類(電機修護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220 消防危險物品法令解說 張裕忠, 陳仕榕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7237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244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變電設備維護類(輸電線路維護/工程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251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2020: 物理(106-108年試題)周哲揚, 郝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27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1, 企研所). 2020(106-108年試題)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28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 財金所). 2020(106-108年試題)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29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3, 經濟所). 2020(106-108年試題)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50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0: 國文(106-108年試題)王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67 New TOEIC新制多益常用單字: 700袋著走 空中美語內容授權; Michael Li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7428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0: 英文(106-108年試題)Jacob, 葛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435 研究所講重點(管理資訊系統考前衝刺30天) 丁祺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7442 公職考試講重點政治學(含政治學概要)(下)三、四等謝望民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10337 零失誤說話課 朴真英著; 馮燕珠譯 平裝 1

9789578710375 大人的態度: 一流員工必備的做事態度 YouCore著 平裝 1

9789578710382 業務之神的態度. 2: 被拒絕當下的心態,決定是否是Top Sale!馬汀.林貝克(Martin Limbeck)著; 曾瓊, 侯旭毓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382 業務之神的態度. 2: 被拒絕當下的心態,決定是否是Top Sale!馬汀.林貝克(Martin Limbeck)著; 曾瓊, 侯旭毓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399 圖解.實戰 麥肯錫式的思考框架: 讓大腦置入邏輯,就能讓90%的困難都有解!李忠秋, 劉晨, 張瑋著 平裝 1

9789578710405 拖延寄生: 42招聰明管理時間,改變混亂人生!陳美錦著 平裝 1

9789578710412 為什麼超級業務員都想學故事銷售: 5大法則,讓你的商品99%都賣掉川上徹也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429 麥肯錫顧問反覆自我練習的順序思考法: 老闆提出問題,你一分鐘就找到答案!西村克己著; 林以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436 每天只做一件最重要的事: 51招教你如何把「時間的主導權」拿回來!陳美錦著 平裝 1

9789578710443 回話的態度: 爭執、回答不清,是因為「太熟」,還是不經思考的「壞習慣」櫻井弘著; 林佑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450 股票一哥專挑穩健股保本獲利20%: 新手進入股海,該如何挑選安全的投資標的呢?塩見努著; 賴惠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467 一流人才贏在晚上8點的關鍵一小時: 持續兩年就能頂別人十年,還能拉大差距!YouCore著 平裝 1

9789578710504 連賈伯斯都想學的非理性行銷: 廣告教父教你動搖人心7堂課,激起顧客的「購物衝動」!川上徹也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9013 這是給你的故事 葛瑞格.皮佐利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136 天空100層樓的家(迷你版) 岩井俊雄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大樂文化



9789862119228 誰叫我是萬人迷! 郭恆褀著; BO2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9310 大象在哪裡? 巴胡文.圖; 林亭萱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389 廁所幫少年偵探. 9, 神祕鑰匙大考驗 林佑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402 字族識字活用寶典: 念歌謠,學語文 羅秋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419 一起刷刷牙! 和田琴美文; 市原淳圖; 劉康儀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426 謝謝你!小幫手 何采諭文; 洪波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440 再見,我美麗的鳥兒: 一個敘利亞難民小孩的故事蘇珊.德爾.里索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457 廁所幫少年偵探. 7, <>事件 林佑儒著; 姬淑賢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464 烏鴉郵局 稻繼桂文; 向井長政圖; 賴秉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488 生日快樂: 生命閃耀的瞬間 青木和雄, 吉富多美著; 薛慧瑩圖; 彭懿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495 恐龍王國 冒險迷宮 有賀等作;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501 帥氣小黑來報到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518 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 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文; 毛利繪; 柯倩華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525 幸福的大桌子 森山京文; 広瀬弦圖; 周慧珠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2119532 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宮西達也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549 天藍色的彼岸 艾歷克斯.席勒(Alex Shearer)著; 趙永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9556 鱷魚受傷了 小風幸文; 山口真生圖; 蘇懿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563 誰需要國王呢? 陳衛平編著; 陳美燕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570 小小跟屁蟲 宮西達也文.圖; 劉康儀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587 不要,不要!小豬豬: 就是有不睡覺的孩子呢!晚安!小豬豬高井喜和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594 歡迎螢火蟲來我家 陳月文文; 黃淑芳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600 人體大遊歷. 3, 腸病毒大進擊 陳月文, 方恩真文; 黃志民, 張瓊瑤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624 代號: 小魷魚 林滿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648 帥啊!波麗士 廖炳焜著; 黃郁軒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655 尋找中央山脈的弟兄 李潼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662 狐狸的神仙 阿萬紀美子文; 酒井駒子圖; 陳珊珊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679 廁所幫少年偵探. 8, 土魠魚羹魔咒事件 林佑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9709 奶奶最棒!爺爺最棒! 蘿拉.紐玫若芙文; 琳恩.孟辛兒圖; 沙永玲譯三版 精裝 1

9789862119747 原來宇宙是這樣子啊!: 我的第一本宇宙繪本手塚明美, 村田弘子文; 手塚明美圖; 邱承宗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761 出發!地鐵獅子線 佐藤真規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792 最愛的,是我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808 我是霸王龍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815 橙瓢蟲找新家 李明足文; 劉貞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9839 Dr.Knee的希望花園: 60°的祕密 呂紹睿文; 奚佩璐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448 蒼蠅的日記 朵琳.克羅寧(Doreen Cronin)文; 哈利.布里斯(Harry Bliss)圖; 陳宏淑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523 這個世界上,我最喜歡...... 瑪莉.墨菲(Mary Murphy)文; 朱成梁(Zhu Cheng-Liang)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592 荷蘭: 每個角落都有故事 夏洛特.迪馬頓斯(Charlotte Dematons)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622 小可可愛打嗝 竹下文子文; 岡田千晶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639 慢吞吞的小樹懶 大村知子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653 還差一點、還差一點 木村裕一文; 高畠純圖; 林宜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660 動物選總統 安德烈.何德里格斯(André Rodrigues)等文.圖; 曾瀚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684 壽命圖鑑 IROHA出版社編著; 山口佳織圖; 藍嘉楹, 李璦祺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721 爸爸,我要月亮 艾瑞.卡爾(Eric Carle)原著; 林良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6738 遲到大王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文.圖; 黨英台譯三版 精裝 1

9789577626745 你喜歡......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文.圖; 上誼編輯部譯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上誼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662 薔薇村的故事: 春天的生日派對 吉兒.巴克蓮(Jill Barklem)著; 林宜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62 薔薇村的故事: 春天的生日派對 吉兒.巴克蓮(Jill Barklem)著; 林宜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93 薔薇村的故事 吉兒.巴克蓮(Jill Barklem)著; 林宜珊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837792 這樣說,孩子一定聽得懂(全新修訂版): Step by Step正向育兒技巧米莉恩.恰恰木(Miriam Chachamu)著; 陳曉瑩譯再版 平裝 1

9789570487077 漫畫STEAM科學史. 2, 希臘羅馬到印度、伊斯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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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487121 風的孩子: 歐洲國寶級繪本作家.與<>齊名的殿堂級作品希碧勒.馮.奧弗斯(Sibylle von Olfers)著; 管中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487138 雪的孩子: 德國家庭代代相傳幼兒啟蒙書.歐洲國寶級繪本作家希碧勒.馮.奧弗斯(Sibylle von Olfers)著; 管中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487145 許願椅失蹤了(全英文學習版): 影響<>作者J.K.羅琳的經典童書(中小學生150+英文單字)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152 More wishing-chair stories= 許願椅又逃跑了 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169 如詩般的植物課: 將植物比擬孩子的成長歷程,充滿哲思、想像力的美感體驗: 華德福教學引導. 1查爾斯.科瓦奇(Charles Kovacs)著; 新竹人智學會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5550 媽媽為了你創造一個新世界 朴貞慶文; 曺原希圖; 李少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567 傷心難過時拍拍 李德和文.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574 媽媽!媽媽!媽媽! 吉祥曉文; 李姝敉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581 你知道嗎? 米蓮.維諾(Mylen Vigneault)文; 默德.侯絜(Maud Roegiers)圖; 黃婷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598 孩子,帶著我的祝福飛吧! 茱莉.福萊諾(Julie Fogliano)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圖; 黃婷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604 你也在雪地裡掉了東西嗎? 車載赫文; 崔恩英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611 主動的善意是友誼的開始 朴智延文.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628 第一次自己走路回家 金天文; 丁順姬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635 騎鵝歷險記 楊智淑文; 露西亞.史弗查(Lucia Sforza)圖; 翁菀妤譯; 賽爾瑪.拉格洛夫原著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2654 我所知道的佛陀: 如是我聞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52692 小小叮嚀: 散文與詩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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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73457 失愛算什麼!: 沒有人陪你顛沛流離,你就做自己的太陽王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3464 我們都要好好的: 無人知曉的獸醫現場 陳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451 ZYON尤托提亞之歌 Sianlight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9557 NEW藝術麵包工藝製作 陳文正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579506 百變蛋糕裝飾 杜佳穎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9513 奈瓷: 新食器時代 蘇聘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9520 中餐烹調丙級完勝密技(葷食) 鄭至耀, 李舒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9537 胰!原來糖尿病可逆! 張慧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9544 甜派、鹹派、幕斯、水果塔 麥田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9575 瘋! 立體拉花 張增鵬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憨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貓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8

大穎文化



9789869579582 原麥森林之幸福點心 邱弘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12 魯邦種的奧義: 令人怦然心動的「天然酵母麵包」魯邦種麵包技術報告賴毓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29 漂丿麵包情 蔡佳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36 Bread美味、想像、實踐!: 直達靈魂深處的美味吳宗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43 呂昇達老師的甜點日記 呂昇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50 烘焙食品乙級完勝密技 麥田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67 西餐烹調決勝精典(丙) 周景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5174 我的手作早午餐 尤萱慧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81 海鮮果雕宴客菜 周振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198 樂作包子饅頭趣 彭秋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00 亞莉的好客廚房: 與八位客家媽媽們的家鄉傳承張亞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9079 甜點師傅的靈魂 張修銘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659093 入門必學果凍花 卞柔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07 中式麵食乙丙級完勝密技: 酥油皮、糕漿皮類林宥君, 蔡佳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14 中式米食決勝精典(丙). 2019 林宥君, 蔡佳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37821 手作烘焙教科書: 麵包、西點與餅乾╳美味的無限可能呂昇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38 中式麵食乙丙級完勝密技: 水調和類 林宥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45 中式麵食乙丙級完勝密技: 發麵類 林宥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52 南開盃歡樂耶誕成果冊. 2018第二屆 黃筱琳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69 生命之源: 神奇的小分子活性肽 張慧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76 做生命主人 洪躍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83 職人麵包之旅: 輕旅行探索世界,邂逅41款世界頂級麵包胡富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7890 東南亞異國料理 中華國際美饌交流協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184 低醣飲食指南: 30加油讚實作計劃 鄭慶雯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191 食物製備完勝密技 陳金民, 周智恒, 鄭老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207 烘焙傳奇大典 黃汶達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214 烘焙食品乙級完勝密技. 2019 麥田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65221 百萬商機創業烘焙 羅因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245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20 張清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269 藝術魔法果凍蛋糕 卞柔勻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283 精萃奢華甜點饗宴 王宗祐, 謝美雪, 劉育宏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9065290 職人手作中式發麵趣 彭秋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571 靈性科學集成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卷13 1

9789869663588 我們的鄰居: 鳥類與動物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595 難忘的記憶 阿闇黎祈達難陀(Ac. Cidananda Avadhuta)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040 尋油記: 一位品油師對生命的堅持與實踐 王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0295 大悲觀音六字真言祈請文 褚慶桑波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0301 梅紀空行成就法 梅紀巴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0318 因渣空行成就法儀軌 因渣菩提王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0349 般若心經驅魔除障法 曾慶忠編; 大唐三藏法師法成譯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大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應



9789866160325 密答喇卓吉傳規之白長壽佛成就法日課 密答喇卓吉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0332 聖大隨求佛母成就法 貢噶桑波, 貢秋倫珠著; 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4042 好想吃冰淇淋 Dr. M故事; Shiny Shoe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603 餐飲創業管理 郭德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3610 夜市美味小吃 楊淑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3627 西餐烹調必勝精選 三藝編輯小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3665 人氣糖果點心 蔡佳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3689 果雕基礎入門 魏仕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3696 道地臺灣味 潘宏基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9604 素描學 陳煒竤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9611 中餐素食丙級必勝精選 李耀堂, 劉正智, 午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9628 烘焙食品丙級必勝精選 黃皇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09635 加盟連鎖寶典 李幸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9642 中式米食丙級必勝精選 三藝編輯小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9659 基礎鉛筆素描技法. 2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9666 烘焙食品乙丙級必勝精選 林亦珺, 林政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09680 西餐料理一把罩 周景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9697 飲料調製丙級必勝精選. 2015 三藝編輯小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86667 陳厚誠山水畫集 陳厚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86674 可愛指印卡通畫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6681 異國料理 鄭至耀, 蕭永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10 精緻宴會菜 陳楓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03 烘焙食品乙丙級必勝精選 林亦珺, 林正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35027 百變魚料理美學 周振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34 戲味人生,藝術點心 李鴻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41 藝術概論 曾肅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58 108鬆餅機點心料理 周景堯, 郭品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65 舒食,食蔬 蕭永常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89 懷孕初期/月子餐料理 鄭至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096 57道必收簡易手做涼拌菜 吳青華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02 中餐烹調丙級必勝精選. 2017 三藝編輯小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54919 川揚菜料理 王添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26 中式麵食丙級必勝精選 劉蘭枝, 周映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4933 連鎖企業加盟經典 李幸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57 懷舊宴客菜 潘宏基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4964 24節氣輕鬆補元氣: 跟著溫師傅食在安心 溫國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8514 中餐烹調丙級必勝精選. 2019 三藝編輯小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668521 泥與火的藍調: 從唐代藍彩瓷到元代青花瓷 曾肅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8552 經典不敗的雞尾酒入門 盧志芬, 范之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8569 低醣（減醣）越吃越瘦‧增肌減脂‧教你健康無負擔鄭慶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藝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大鵬展翅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上醫囝囡診所



9789869106863 雲之彼端 張貞貴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485 你不是胖,是壓力大 林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57492 我: 弄錯身分的個案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0400 優氧新醫學: 身體有氧,幫助體內自癒,有效戰勝慢性病張安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116 儀隊再現風華: 中女100週年校慶儀隊回娘家紀念專刊吳佳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5809 巨人帕帕 許嘉軒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5816 奇奇的夢想 許瓊之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5823 姆姆不愛刷牙 江宛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5830 莎拉的好朋友 楊家期, 顏慈玨, 羅心妤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4771 飛越浪漫大道: 浪漫臺三線空拍影像詩 李佳芳文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4979 鐵馬款款行: 十場自行車的隨心浪遊 微笑台灣編輯團隊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8300 氣候賭局: 延緩氣候變遷vs.風險與不確定性，經濟學能拿全球暖化怎麼辦?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著; 劉道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379 機器人會變成人嗎?: 33則最令現代人最焦慮的邏輯議題彼得.凱夫(Peter Cave)著; 丁宥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386 跟著Winny勇闖中美洲 Win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393 日本傳統趣味玩賞: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科見日語, EZ Japan編輯部著; 林于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409 發掘你的微細領導力: 運用「第一天」模式覺察自身價值,成為更有分量的人卓杜立(Drew Dudley)著; 鍾玉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416 給不小心就會太在意的你: 停止腦中小劇場,輕鬆卸下內心的重擔!水島廣子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423 夢裡的小船 原正和文; 黑井健繪; 思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8447 我真的好想要那隻獨角獸 菲比.聖地亞戈(Fabi Santiago)文.繪;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8454 妳可以狼狽跌倒,但一定要優雅起身: 法國大齡女子快樂X自信的祕密,關於愛情、生活與家庭米蓮.德克洛(Mylène Desclaux)作; 思謐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461 韓國人為什麼偏要坐地板?: 看短文搞懂50種韓國文化,打造韓語閱讀力魯水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800 00:00動畫設定集 劉亭暄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650 生命觀照 兒時記趣: 王仁傑創作個展 王仁傑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今天不吃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女校友儀隊百年校慶籌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673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4: 靈活調味，廚藝＆料理更完美黃經典, 王陳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680 金牌名廚私房中菜寶典: 陳志昇30年終極之味,必學的88道精華料理、提升烹煮功力的必備10寶、3種超級百用高湯!陳志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697 好食。家餐桌: 窗台趣味蔬活與83道令人想念的時鮮滋味黃麗莎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101 營養師狂推!麥得飲食法讓你7天輕鬆瘦 黃苡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118 訂製大師的手作幸福甜點 潘楚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132 田安石的低醣浪漫 田安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149 捲!捲!捲!蛋糕捲的百變造型與風味: 從基礎風味、創意風格到繽紛手繪,蛋糕捲裝飾與造型技巧全蒐羅!馮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156 料理神手吳秉承的萬用電鍋食譜: 一鍋出兩菜、低溫烹調、減醣料理,電鍋一次搞定!同場加映五辛蔬食料理,美味更健康!吳秉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163 和食家常: 活用關鍵調味 醬油、味醂、味噌與醋，輕鬆煮出日本家常味。長濱智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170 超元氣!黑部立山.上高地.輕井澤 王瑤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40 納密比亞的呼喚: 台灣素人跑者挑戰「全世界最古老沙漠」超馬全紀錄林義傑, 趙心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971 漢方日常食養享瘦提案: 日本藥膳師親身實證,善用自己專屬體質,選對食材、吃對屬性,輕鬆甩肉20公斤、健康又不復胖!唐怡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880 醫道求真: 用藥心得筆記 吳南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806 打造卓越引導力: 引動顧問、引導員、教練和培訓員根本性改變的全方位指南羅傑.史瓦茲(Roger Schwarz)著; 賴盈滿, 王少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813 學習的領導打造成長的團隊: 如何與團隊共同突破困境達到結果羅傑.史瓦茲(Roger Schwarz)著; 王少玲, 賴盈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820 重塑組織(插圖入門版): 一份圖文並茂的邀請,歡迎加入下一階段的組織對話弗雷德里克.萊盧(Frederic Laloux)著; 王少玲, 陳穎堅, 薛陽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496 青空下的大不列顛: 由英格蘭往北至蘇格蘭高地的千里長征......發光小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608 3個箱子整理術 于之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701 墨戀世界: 郭芳純水墨作品集 郭芳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490 新零售進化論: 數據技術翻轉下的新競爭教戰守策陳歡, 陳澄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08 怪咖人類學: 用五大學科冷知識,破解22件人類暗黑史眠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15 極致產品: 創新爆款實戰心法 周鴻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22 深度思維: 讓邏輯思維更強大,打造更厲害的自己葉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39 電商物流勝經: 更快、更好、用戶更滿意,贏在最後一公里路張立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46 寫詩填詞: 你的第一堂中文古典美學課 陳書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53 生物演化的45堂公開課: 從不可思議到原來如此陶雨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60 心理韌性: 重建挫折復原力的132個強效練習大全琳達.格拉翰(Linda Graham)著; 賴孟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77 有故事的宋詞: 經典名句是這樣來的 夏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7884 有故事的唐詩: 經典名句是這樣來的 夏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日日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牛藝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月管理顧問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日幸福事業



9789869727891 判斷的基本: 明確、適時、精準、長遠,高績效工作的70個原則鳥原隆志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06 哲學,為人生煩惱找答案: 請哲學家帶我們用概念思考日常黃鎮奎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20 人體症狀自我診斷手冊: 頭痛、嘔吐、便祕、抽筋......別驚慌?該掛號?去急診?克里斯多福.凱利(Christopher Kelly), 馬克.艾森柏格(Marc Eisenberg)著;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44 有溫度的唐詩: 穿越唐詩,邂逅那個時代,相遇那些詩人李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51 有溫度的宋詞: 穿越宋詞,邂逅那個時代,相遇那些詞人谷盈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75 領導者習慣: 每天刻意練習5分鐘,建立你的關鍵習慣,學會22種領導核心技能馬丁.拉尼克(Martin Lanik)著; 王新玲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1518 The eastward migration of sauromatians: the most suspicious issue in chinese historyChang, Hua-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884 安全管理理論與實務 虞義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945 海南諸島史料綜錄 王會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969 滿漢異域錄校注 莊吉發校注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3142287 最新公文程式大全 張仁青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35 詩行天下 林中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69 圖說中國書籍演進小史 彭正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75 民國歷史語境與革命文學重新闡釋 張武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82 日記中的抗戰與文學: 以三位作家日記為考察對象張武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59 情詩選 楊季珠, 紀州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66 那些閃耀的日子 紀州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73 我讀北京<>雜誌的筆記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80 穆旦詩學論 黃文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397 觀Comtemplation: 青峰詩選 青峰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863144397 觀Comtemplation: 青峰詩選 青峰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863144403 選秀擷芳集 黃熾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410 漆藝美學技術析論: 王清霜家族作品集 劉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427 台北市劍潭里植物文化 劉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434 回首來時路: 台灣麻醉之父 王學仕著; 王勵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441 詩路漫漫三十年: 劉正偉作品論述 余境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458 丘衛邦回憶錄 丘衛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472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44489 又一幕心象 洪躍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496 <>滿文圖說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44502 佛教義理及修行: 簡介經中之王-妙法蓮華經兼論佛法之修行徐兆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19 「舊學」與「新知」: 朱子學傳衍樣態研究 李蕙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26 先秦法家集權思想的形成與影響 黃紹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40 天帝教第二人間使命: 上帝加持中國統一之努力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57 蝶香夢 姬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71 人生的命脈 金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88 彩釉 好女人該有人疼 楊季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595 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44601 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44618 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44625 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44632 過陰收魂: 尼山薩滿的滿語對話 莊吉發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632 過陰收魂: 尼山薩滿的滿語對話 莊吉發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656 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 陳殷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44663 詩的自然組曲 楊鴻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670 孤鳥飛行 落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694 心田的耕耘者: 許其正的創作歲月 魯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700 又見彩虹 許其正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文史哲



9789863144717 趙尺子先生文集 趙尺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44724 趙尺子先生文集 趙尺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44748 親情融融兩相惜 劉玖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755 拾情集 王佃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762 宗教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取向 安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786 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 陳殷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44915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5494506 唐宋三家教育觀研究 姚振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95664 元代蒙古文化論叢 袁國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95695 李二曲「體用全學」之研究 許鶴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95763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495749 莊子寓言研究 葉程義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90288 世界年鑑. 1999 朱維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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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6304 斯琴格日樂詩歌同行. 壹 斯琴格日樂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499 活出醇美大人味: 重整身心行李,做回久違的自己,預約有質感的晚美人生保坂隆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468 男人為何不明察,女人幹嘛不明說: 37個辨識溝通性格的方法,關鍵場合這樣得體應答五百田達成著; 陳怡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45338 你是我的傷口和自尊: 最愛的人傷得最深,學習修復和家人的關係李那美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636 巴黎的憂鬱-波特萊爾: 孤獨的說明書,寂寞的指南針夏爾.皮耶.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著; 胡小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643 為什麼我們總是討好別人,委屈自己? 黃志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650 醫師認證最強漢方藥: 人參養榮湯 工藤孝文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667 運動百憂解: 克服哀傷的最佳處方箋 蜜雪兒.史丹克鮑加德(Michelle Steinke-Baumgard)作; 陳正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793674 焦慮也沒關係: 與焦慮和平共存的生活法則 思小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93681 你是武斷下定論的笨蛋,還是先聆聽接納的聰明人?安達裕哉著; 卓惠娟,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698 即使被討厭,也要自由地活下去: 阿德勒的「勇氣」心理學岸見一郎作; 楊詠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44826 醫病大和解: 協助醫師、護理師、藥師、社工、醫檢師、醫院行政、病人和家屬一起學習同理關懷與自我保護之教育手冊李詩應, 陳永綺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698 景觀表現及設計構想圖集. 二 賴哲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610 國語教學觀 何元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六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少年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白樂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4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068 共軍人事專輯. 2019年 編輯委員會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3704 中國大陸刑事訴訟過程中強制措施之分析-以拘傳為例顧軒庭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169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餅乾、西點蛋糕)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363 蒲輔周醫療經驗 中國中醫研究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370 浮針醫學綱要 符仲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387 英語詞根與單詞的說文解字 李平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3309 做好一道菜 羅生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3316 出走代價: 異國求職和你想的不一樣 郁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420 這輩子,只能平庸過日子？: 學會把心智圖轉化「清單」和「行事曆」,找到「遠離舒適圈」的勇氣查德.庫柏(Chad E. Cooper)作; 姚怡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37 幸運,你可以學會的能力: 科學證實！機緣和巧合都能操控,讓自己變身好運製造機,避開厄運隨時隨地都走運彼得.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44 寢具挑對,好眠能瘦抗老化,記憶力增強: 腦科學和人體工學佐證,選對枕＋被＋床,誘發安眠開關,免疫力倍增久保田博南, 五日市哲雄著; 羊恩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51 花掉的錢都會自己流回來: 啟動「金錢螺旋」,用錢越多反而更有錢Mentalist DaiGo 作;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75 學會「曼陀羅計畫表」, 絕對實現, 你想要的都得到: 把白日夢變成真！ 「原田目標達成法」讓你滿足人生的渴望原田隆史, 柴山健太郎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82 對症抗敏自療解方全書: 64種過敏原侵害,完全阻斷!免疫學醫師教你打造保護網,預防與緩解腫痛癢以及可怕疾病克里福德.W.巴塞特(Clifford W. Bassett)作; 許景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499 骨質疏鬆照護全書: 骨科名醫教你,吃對食物＋做對運動,抑制骨流失,活化骨細胞,有效抗老化,擁有績優骨！太田博明著;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191 個人化財務報表,最強理財術: 用PDCA和心智圖,把自己當公司管理,讓「花錢」連本帶利滾回來,「人情債」都化為「大筆財富」冨田和成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399 咖啡生豆採購的科學: 頂尖尋豆師「3-6-12終極法則」,從品種、產區、杯測、出價,到看穿瑕疵與價格哄抬的陷阱萊恩.布朗(Ryan Brown)著; 林奕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05 OKRs執行力(華人實踐版): 專為華人企業量身撰寫,套用「表格+步驟+公式」,實踐OKR不卡關,99%都能做到姚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29 愛的底線: 內在「暗黑心智」的操控,讓相處變成窒息與難以忍受,該繼續守候或就此離開?佩特拉.柏克(Petra Bock)作; 謝靜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36 別讓相愛,敗給了相處: 愛過,所以捨不得放下;因為曾經擁有，你必須學會如何珍惜采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43 人際挫折與孤獨,都來自「童年傷痕」: 傷你最深的往往是家人!人際心理師教你解除「依戀魔咒」,讓愛不再變傷害中野日出美作; 林妍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50 內容感動行銷: 用FAB法則套公式,「無痛」寫出超亮點!鄭緯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67 面對情緒攻擊的勇氣: 害怕衝突,更不想忍氣吞聲,如何閃避、巧妙回擊?水島廣子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74 第七感超心理學解密: 全球30%人擁有「未來記憶」!神經學家告訴你如何練習與強化「預知本能」,避開可能發生的致命危機泰瑞莎.張(Theresa Cheung), 茱麗亞.莫斯布里奇(Julia Mossbridge)作; 林雨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81 劍橋大學+百位頂尖科學家,驚人實證!命運可預測,更能改變: 轉換大腦慣性思維創造不同機遇,命運會偏轉到你要的結局漢娜.克里奇洛(Hannah Critchlow)著;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498 情緒個性難改,懂運用更有成就: 負能量更有爆發力!實踐派心理師教你把陰暗情緒轉化為生涯成功的推力內藤誼人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504 苦無機會,是你唯一的委屈 王小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02595 一學就會!超簡單漫畫技法. 超萌Q版生活篇 夏宜嵐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共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向國際文化創意



9789578602601 甜心漫畫屋. 1, 讓人受歡迎的神奇魔法 詩詩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18 水彩色鉛筆 可愛動物隨手畫 管育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25 雪山高峰歷險記 阿比原作; 黃嘉俊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32 再見!虎爺將軍 李健睿文;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335 世界遺產大進擊. 1, 神秘金字塔大冒險 亦兒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49 漫畫版軍事科普小百科: 裝甲雄獅 邱豊令原作; 楊國龍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56 愛在終點線 李光福作; 奧黛莉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63 超神準!十二星座人際關係大PK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70 玩具去哪了? 林波夏文; 打嗝岔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87 鬥智的求救遊戲 魏柔宜作; 楊琇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694 教你畫Q版漫畫甜心 就就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700 軍事科普小百科: 火箭飛彈(漫畫版) 鴕鳥蛋作; 勇者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717 水性彩色筆: 交通工具隨手畫 日光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724 世界遺產大進擊. 2, 探索印加帝國的祕密 亦兒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731 幸福月餅店 鄭宗弦文; 羅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748 火燒摩天樓逃生記 WILSON著;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755 我才不是膽小鬼! 喵伊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762 噗通噗通!甜蜜青春悄悄話 詩詩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710 來自天上的醫學: 治痛革命,神奇的遠絡療法!陳炫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727 30歲,年薪700萬不是夢 趙洋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734 訪書回憶錄 鍾芳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1758 疼痛out!遠絡治療除痛DIY: <>第二彈,瀉法+補法全方位關鍵應用,按壓兩點,立即消痛陳炫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956 綠建築規劃管理師認證課程用書 陳海曙, 蘇煜瑄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54409 日本最強散戶贏家教你低買高賣的波段操盤術上岡正明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521 六蓮國物語: 王宮的新娘武官 清家未森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545 六蓮國物語: 皇宮裡的謊言公主 清家未森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552 六蓮國物語: 宮廷的偽術士 清家未森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569 六蓮國物語: 地下宮的太子 清家未森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576 六蓮國物語: 翠龍與紅天女 清家未森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72583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九, 昔年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72590 六蓮國物語: 翠龍與紅天女 清家未森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05209 除魔師的戀愛日常 梨沙作; 徐子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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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木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9789579119351 靈樞原典孔穴研究 陳麒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368 大漠飛鴿 曠野之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450 與寂寞相處 曼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467 逃出九號公墓 藍色水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481 歐洲理事會與歐洲文化之路 吳萬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504 你在藝廊館 六色羽, 曼殊, 葉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511 3D電腦繪圖模組化課程開發: 以使用導向模式建構數位影音輔助教材藉以改善學習成效白弘毅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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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87194 白話白陽易經. 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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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7236 白陽易經講解本. 三, 君子人的時代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718 美國歷史與族群文化散論 黃兆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725 經典承曦: 北商大文學獎作品集. 2019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732 全真七子修行之道 梁淑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749 <>的生命關懷: 十二月卦篇 鄭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627 悲智願行: 仁師法語. 二 仁俊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181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17屆: 中華文化薪傳與另類療理之發展劉劍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106 大甲 日南 三庄媽: 慈德宮志 曾薇庭, 張慶宗, 曾淑卿合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65752 飛登聖域: 臺灣鸞賦文學書寫及其文化視域研究梁淑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68692 邁向民主之路的希望工程: 美國進步時代學校課程與教學的重要革新. 1875-1929鄭玉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1708 生物力學 歐耿良, 魏鴻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866 小說欣賞入門 陳碧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102 圖解教育心理學 吳錦惠, 吳俊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331 人力資源管理 朱延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973 中國古代文化常識 王力主編 平裝 1

9789571176611 水產加工實習 黃榮富主編; 黃俊勇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6963 有趣的中國文字 羅秋昭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南慈德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仁俊長老紀念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仁風文創書苑



9789571177021 文學新視界 中文教材編輯小組編撰; 中國醫藥大學主編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7724 <>語言風格研究 周碧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394 The nanoscience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Hossein Hosseinkhani, Keng-Liang Ou 精裝 1

9789571178462 精密機械設計 蔡錫錚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738 修辭學 魏聰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844 創意性工程設計 歐耿良, 徐瑞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974 臺灣美術史 邱琳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882 生物統計基礎概論和應用 歐耿良, 江錫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9179 技術高級中學電子學實習. I 陳興財, 王敏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483 室內樂小團體動力學: 總論、內涵、實務與展望曾善美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1179872 老子 老子作; 沙少海, 徐子宏譯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032 圖解文學概論 鄭淑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537 結構學 苟昌煥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83589 民法物權: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5965 移民理論與移民行政 王智盛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375 全球化下之國境執法 陳明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15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質性和定量方法的應用 勞倫斯.紐曼(W. Lawrence Neuman), 拉里.克羅伊格(Larry W. Kreuger)著; 劉夢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77 大學國文 莊永清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638 基礎環境工程化學實驗 石鳳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690 中國文學史 袁行霈主編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88911 統計學: 原理與應用 邱皓政, 林碧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9338 奇怪的戰敗 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著; 陸元昶譯3版 平裝 1

9789571189819 文化觀光的時尚風格: 凝現藍染的美藝風華 黃世明, 謝后蘭, 張慧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840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9857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9864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89871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189888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9895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9901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89918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189925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9932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9949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89956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189963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9970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9987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89994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190020 漢字習字本 楊琇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90136 超譯漢字: 珍藏在時光寶盒的文字 陳嘉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297 自動控制系統基礎與應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96 國際商務英語: 溝通策略與運用 黃靜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57 圖解實用食品微生物學 李明清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88 就業安全法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90495 法院組織法 林俊寬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90518 X的奇幻旅程: 從零到無限的數學 史帝芬.斯托蓋茨(Steven Strogatz)著; 王惟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556 圖解創業管理 朱延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563 圖解企業管理(MBA學)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600 醫病溝通之鑰: 醫療人員同理心五大心法 鄭逸如, 何雪綾, 陳秀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0617 土壤: 在腳底下的科學 許正一, 蔡呈奇, 陳尊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648 應用電子學 葉文冠, 林成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679 鋼結構設計入門 許聖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686 西洋哲學史: 古代哲學到中世紀哲學史 林玉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693 融合方法研究精簡讀本: 量化與質性的融合研究法John W. Creswell著; 李政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716 微電影怎麼拍?短片製作DIY 井迎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723 三等消防警察特考試題詳解 盧守謙, 陳永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754 圖解社會工作 沈詩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785 西洋哲學史. 中: 16-18世紀哲學史 林玉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792 詩論紅樓夢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877 臺灣的財政治理: 緊縮時代政治經濟、財務管理與公民課責之研究蔡馨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884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 盧守謙, 陳永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907 語言學概論 葛本儀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938 新編閩風雜記 林美容編著; 沈佳姍註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969 創意中式點心: 發麵、水調類 陳春容, 鄭嘉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983 楊維哲高中資優數學講義. 一, 三角學 楊維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990 永續農業之植物病害管理 黃鴻章, 黃振文, 謝廷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072 專業發展導向教師評鑑: 理論與實務 張德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263 人類文明的盛宴: 世界博覽會 戚文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355 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 吳惠林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1447 看見繪本的力量 張嘉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508 行政理論與行政法 Lorenz von Stein著; 張道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515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史記故事 林芳妃撰稿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522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悲歡離合戲曲故事 洪逸柔撰稿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546 詞在有意思. 1, 露馬腳,皇后不能說的祕密! 周姚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553 品牌行銷與管理 戴國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1591 產品管理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1607 行銷企劃管理: 理論與實務 戴國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1621 期刊論文寫作與發表 方偉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638 數學魔術與遊戲設計 林碧珍, 蔡寶桂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91652 貨幣銀行學: 最新金融科技與理論 葉秋南, 麥朝成, 伍忠賢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690 圖解助人歷程與技巧 邱珍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706 虎媽對全球化的預言: 輸出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會換來種族仇恨和世界動盪蔡美兒(Amy Chua)著; 劉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768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作; 周錫山釋評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782 OTT TV的創新服務、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 劉幼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799 玩玩具,學科學: 玩具背後的科學原理 王德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836 敘事傳播: 故事/人文觀點 臧國仁, 蔡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881 守住泰雅的聲音: 司馬庫斯的媒介化故事 曹琬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898 淵博與創思: 洪鎌德教授八十高壽慶賀文集 施正鋒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911 公共政策 吳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928 行為改變技術 張世彗著 七版 其他 1

9789571191966 資料探勘: 程序與模式 葉怡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1973 交通工程 陳惠國, 邱裕鈞, 朱致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997 唐詩三百首新賞 邱燮友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024 企業管理: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208 圖解基督教 黃鼎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239 唐詩的多維視野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277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清)吳沃堯作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92284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清)吳沃堯作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92291 閱微草堂筆記 (清)紀昀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92307 閱微草堂筆記 (清)紀昀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92369 地理的故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著; 郭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383 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 游鑑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512 教育學門的研究倫理: 理念、實況與評析 方志華, 張芬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673 圖解營養生化學 詹恭巨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826 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合作初探 郭武平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670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349 核化學 魏明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592 認識布袋戲的第一本書: 從尪仔製作到手玩尪仔說唱故事去林明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4639 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 倪炎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77 單子論 萊布尼玆(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著; 錢志純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790 美學. 第一卷 黑格爾著; 朱光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806 美學. 第二卷 黑格爾著; 朱光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813 美學. 第三卷 黑格爾著; 朱光潛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94820 美學. 第三卷 黑格爾著; 朱光潛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94950 臺灣中藥基準方圖鑑 林南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5100 從JCI到CARF: 復健醫療品質國際認證之路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124 EndNote & RefWorks論文與文獻寫作管理 童國倫, 張楷焄, 周哲宇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5889 國際貿易實務 張錦源, 康蕙芬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9571196350 旅遊與文化 林連聰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367 休閒農業與民宿管理 林連聰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381 我的第一本服裝設計素描本 妲嫚.丹尼爾(Tamar Daniel)著; 洪蕙雅譯2版 其他 1

9789571196909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中級篇(泰語版) 楊琇惠著; 劉文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972 基礎固態物理 倪澤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9597 國際企業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9832 美國獨立檢察官偵辦高官不法之司法機制研究: 兼論其對台灣的啟示余小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1145 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合作之進展與挑戰 邱昭憲等著; 郭武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1268 普通語言學教程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著; 高名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1732 論語 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1763 顧客關係管理: 精華理論與實務案例 戴國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2012 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 許義寶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2029 發展政治經濟學 宋鎮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2524 圖解自費醫療整合行銷學 藍新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2623 國中三年的數學一本搞定 小杉拓也著; 張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2654 從國際新聞學世界史. 2：101個為什麼 茂木誠著; 陳維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2838 論立法權 戚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2869 國會政治解析 楊泰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2968 知識論 黃鼎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2999 再保險要論 鄭鎮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3798 漢字神聖之所: 探尋臺灣六堆的敬字亭 林思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633859 圖說補「腦」的故事: 換個方式看經典,輕鬆提升你的閱讀力齊格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108 企業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634252 策略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634313 道德的譜系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 梁錫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320 偶像的黃昏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 衛茂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375 傑夫藏玉百選: 史前時代至宋代未面世及罕見的珍貴玉器黃志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399 無用的神學: 班雅明、海德格與莊子 夏可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405 越界悅讀 明志科技大學編輯委員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443 圖解韓國史 王永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467 Python數據分析基礎 阮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498 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著; 何兆武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535 江河不流: 中日甲午戰爭 陳舜臣著; 游念玲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4542 江河不流: 中日甲午戰爭 陳舜臣著; 游念玲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634559 麗雲老師的閱讀寫作直播課. 1, 童詩記敘傳真情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566 麗雲老師的閱讀寫作直播課. 2, 說明議論達義理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573 麗雲老師的閱讀寫作直播課. 3, 放飛想像有策略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597 論法的精神 孟德斯鳩著; 許明龍譯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7634603 警察危害防止實踐之研究 陳永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610 擬真教學之應用與實務 沈靜宜等著; 葉宏一, 吳懿哲, 徐永偉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634 西藏佛教「中有」詮釋研究 朱文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641 企業專利策略、布局與貨幣化 黃孝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696 論文寫作要領 林隆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4702 個別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634726 行政法: 基礎理論與實務 蕭文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733 第三波: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塞謬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 劉軍寧譯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4740 火災學 盧守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757 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林洲富著 14版 平裝 1

9789577634771 教育史 徐宗林, 周愚文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788 理論與歷史: 對社會與經濟演變的一個解讀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795 STEM大冒險: 超驚奇有創意的科技 Nick Arnold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801 STEM大冒險: 超驚奇的工程魔法 Nick Arnold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818 莊子,漫遊 賴錫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825 論平等 皮埃爾.勒魯(Pierre Leroux)著; 王允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832 臺灣當前經濟與社會問題 洪泉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856 決策分析: 方法與應用 陳耀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863 團體諮商與治療: 一個嶄新的人際-心理動力模式吳秀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870 全球政治 海伍德(Andrew Heywood)著; 龐元媛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887 數學好好玩. II: 174道提昇空間智力與數學能力的推理遊戲許建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894 專門用來打好幾何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7634900 專門用來打好幾何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577634917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宋朝詩人故事 林芳妃撰稿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4924 資源教室方案: 班級經營與補救教學 孟瑛如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4955 智財策略與專利攻防 洪永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962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1版 平裝 1

9789577634986 實踐理性批判 康德(Immanuel Kant)著; 李秋零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993 蒙田隨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馬振騁譯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7635006 蒙田隨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馬振騁譯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7635013 蒙田隨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馬振騁譯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7635020 圖解保險學 宋明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044 區塊鏈技術的未解決問題 松尾真一郎等著; 何蟬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051 例解刑事訴訟法. II: 案例解析版 李知遠著 11版 平裝 1

9789577635068 解讀馬克思 姜新立著 4版 平裝 1

9789577635075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撇步 鄭安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5099 STEM大冒險: 進入數字與計算的超酷世界 科林.史都華(Colin Stuart)著; 嚴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105 管理與人生 陳澤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5112 兒童發展心理學 劉金花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129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51版 平裝 1

9789577635136 220成語+15修辭技巧 彭筠蓁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5143 醫療法: 案例式 莊麗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150 自殺衡鑑實務 Shawn Christopher Shea著; 陳秀卿, 梁瑞珊, 呂嘉寧譯二版 平裝 2

9789577635150 自殺衡鑑實務 Shawn Christopher Shea著; 陳秀卿, 梁瑞珊, 呂嘉寧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174 化學與人生 魏明通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635181 女性主義與性別關係 林麗珊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635198 城鄉規劃讓生活更美好. 實踐篇 韓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204 唐朝皇帝入蜀事件研究: 兼論蜀道交通 古怡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211 後現代狀態: 關於知識的報告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著; 車槿山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5228 悠活八斗子生態之旅 王彙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235 專利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8版 平裝 1



9789577635259 經驗與自然 約翰.杜威(John Dewey)著; 傅統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266 藝術即經驗 約翰.杜威(John Dewey)著; 高建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297 羅馬帝國衰亡史(精簡版)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著; 蕭逢年, 黃正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303 圖解個人與家庭理財 鄭義為, 伍忠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310 巷子口經濟學 鍾文榮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5327 學習障礙與補救教學: 教師及家長實用手冊 孟瑛如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5334 特殊需求學童之課程與教學: 融合教育、多元文化特殊教育洪清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341 教育政策與前瞻創新 吳清基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358 邁向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改革 林永豐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372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歐亞合作與臺灣的機會及挑戰邱昭憲等合著; 郭武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389 近年台灣公司經營法治之發展 萬國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396 演說比賽得獎不難: 技巧.案例與指導 馬行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402 新大學國文精選: 青春學分 悅讀國文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輯委員會編著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5419 圖解應用文: 職場.大考.生活必勝絕招100回 簡彦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426 中文閱讀與表達: 多元文化的交響 王淳美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433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風險析論: 人工智慧商業時代的來臨施茂林, 顏上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440 大學國文好好用(試行版)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5457 文白之爭: 語文、教育、國族的百年戰場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464 中文鑑賞與應用 環球科技大學文哲課程委員會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635471 深度討論力: 高教深耕的國文閱讀思辨素養課程王世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495 社會學囧很大2.0: 看大師韋伯為何誤導人類思維謝宏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501 論李維羅馬史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著; 呂建忠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518 環境友善之植醫保健祕籍 黃振文等編著; 楊秀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525 圖解顧客關係管理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549 集體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635556 商事法實例解析 林洲富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7635570 魔法青春旅程: 4到9年級學生性教育的第一本書卓家意, 湯家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587 環境教育: 理論、實務與案例 方偉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594 語音學教程 林燾, 王理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617 基礎稅務會計 吳嘉勳, 吳習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7635624 消費者保護法 洪誌宏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5631 德國新行政法 林明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648 刑事特別法與案例研究 鄭善印等著; 許福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655 大數據與公共政策 Donald F. Kettl著; 謝孟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662 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蔡東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5679 強制執行法實務 盧江陽著 三版 精裝 1

9789577635686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90版 精裝 1

9789577635693 唐宋男性題材詠史詞研究 羅賢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709 VCSEL技術原理與應用 盧廷昌, 尤信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723 暨情.享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730 當代散文選讀 陳謙, 向鴻全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754 圖解產業分析 朱延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761 日本地理 曾煥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778 50則非知不可的舞蹈欣賞概念 陳蒨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785 服務品質與管理 曾啟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792 Python玩轉樹莓派GPIO控制 李宜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635839 災害管理與實務 李秉乾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853 犯罪分析與安全治理 孟維德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5860 XML: 資訊組織與傳播核心技術 余顯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877 教案設計: 從教學法出發 任慶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891 微控制器原理與應用: 基於STM32 ARM Cortex-M4F處理器張國清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635907 哲學概論 尤淑如, 張文杰, 康經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914 摩托車動力學 張超群, 劉成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5938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拉氏轉換與傅立葉林振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945 讓美感開始共鳴: 展望臺灣美感教育的未來 黃彥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952 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章忠信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635969 圖解專利法 曾勝珍, 嚴惠妙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5976 證券交易法理論與實務 李開遠著 4版 平裝 1

9789577635983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9版 平裝 1

9789577635990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7636010 聲韻學: 聲韻之旅 竺家寧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027 圖解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盧守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041 純粹理性批判 康德(Immanuel Kant)著; 李秋零譯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6058 純粹理性批判 康德(Immanuel Kant)著; 李秋零譯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636065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微積分與微分方程式林振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072 ThingLink: VR網頁內容輕鬆做 王妙媛, 楊小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089 白話微積分 卓永鴻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096 臨床微生物學: 細菌與黴菌學 吳俊忠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577636102 營養學實驗 謝明哲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119 行政中立專論 劉昊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126 民法概要 徐美貞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7636133 民法概要 詹森林等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6140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19版 平裝 1

9789577636157 療癒環境: 身心靈的健康照護環境設計 Barbara J. Huelat, 萬德和著; 林妍如, 陳金淵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164 典藏音樂: 論音樂檔案工作之理念與方法 黃均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171 平成式日本語學習: N5 謝凱雯, 陳志坪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636188 即選即用銀行郵局金融英文單字 楊曜檜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6195 富蘭克林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蒲隆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201 台灣金融「票據支付」與「電子支付」法律基礎: 「票據法」與「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合論李開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218 民主治理: 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調和陳敦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225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636232 琉球沖繩的光和影: 海域亞洲的視野 朱德蘭等著; 朱德蘭主編;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策劃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249 親屬法: 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577636256 圖解生產與作業管理 歐宗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263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好學 鄭安住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6270 日本企業經營史: 23位傳奇社長與他們開拓的時代宇田川勝, 生島淳編著; 陳文棠, 劉中儀, 劉佳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287 保險行銷: 兩岸實務與個案 范姜肱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294 圖解火災學 盧守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300 圖解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盧守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317 陳安如老師的高分會考作文課 陳安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324 教學原理 林進材, 林香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331 什麼是數學? 吳秉翰, 吳作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348 工程地質通論 潘國樑著 三版 精裝 1

9789577636355 資料探勘原理與技術 張云濤, 龔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362 勞工保護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379 親屬: 案例式 郭欽銘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386 判斷力批判 康德(Immanuel Kant)著; 李秋零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393 健全的思想 霍爾巴赫(Paul-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著; 王蔭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409 日本建築思想史 磯崎新, 横手義洋著; 謝宗哲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7636416 路易斯.康: 在建築的王國中 大衛.B.布朗寧, 大衛.G.德.龍著; 馬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423 無礙學習AutoCAD 周文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430 航行避碰與港區操船 方信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447 汽車學原理與實務 曾逸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461 俗文學二十講: 民俗與節慶 林保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485 歷史學家的技藝 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著; 張和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492 透明的教師: 以同儕蒐集課堂資料精進教學 Trent E. Kaufman, Emily Dolci Grimm著; 賴光真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508 植物營養學 張則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515 圖解諮商倫理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522 老年醫學 謝瀛華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539 談笑用兵 英文句型全攻略 林羨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546 激發數學腦: 訓練孩子思考能力的超好玩數學遊戲高濱正伸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36553 世界文明史 劉增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636560 世界文明史 劉增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636577 法學英文 邱彥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6584 英國地方及區域治理: 歷史、制度與變革 黃榮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591 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 林景新, 林盟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607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 Richard J. Bernstein作; 黃瑞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614 做好園藝治療的方法 曹幸之等編著; 楊秀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645 智慧財產訴訟常用法規彙編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6676 格物致知: 實論藝術管理 Benson Puah等著; 陳姿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683 協力災害治理: 韌性系統建構與網絡管理策略 　王俊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690 政策執行與公共治理 柯三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706 玩轉社群: 文字大數據實作 謝邦昌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720 幼兒衛生保健 萬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751 不動產估價法規與實務 陳冠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775 輕鬆搞定!新課綱系統思考素養的教與學: 不被機器人取代的能力楊朝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805 文創產業企劃實務: 影視、出版、創業、競賽與標案一本通施百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812 半總統制在臺灣: 總統權力新視角 陳宏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874 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提升你的人文閱讀素養. 歐洲篇陳嘉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881 劇本/聲效的實務與技巧 徐進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898 災害管理: 13堂專業的必修課程 王价巨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911 營建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8版 平裝 1

9789577636935 張高評解析經史. 二, 左傳之文學價值 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942 紛爭解決、公私協力、保密與競業 萬國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973 文化創意產業之個案與故事 周德禎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7017 第一本教你如何寫好學測國寫「知性題」的作文書陳嘉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7024 超圖解審計學 馬嘉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031 編劇與剪輯: 電影的兩次創作 張英珉, 高鳴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048 中國哲學與哲學在台灣 中國哲學會著 平裝 1

9789577637079 全方位英文閱讀 劉遠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093 張高評解析經史. 一, 左傳導讀 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147 資通安全法規彙編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編輯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7154 學習障礙 張世彗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7215 認知心理學: 理論與應用 鄭麗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7222 社會的概念及其變動法則 史坦恩(Lorenz von Stein)著; 張道義譯注初版 精裝 1

9789577637338 行政法概要 蔡震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7345 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 林文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352 中美日大國戰略比較研究 趙全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406 英國政府與政治 黃琛瑜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7796 國小體育教學創意教學教材與教具示例 蔡葉榮, 黃家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447 迪士尼公主的幸福魔法書: 明天的你會更閃亮迪士尼公主原著; RHK編輯部編; 宇忠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8454 天天有維尼 日日是好日: 與小熊維尼一同開啟幸福的365天小熊維尼原著; RHK編輯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5

送存冊數共計：369

元素人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693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精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鄭詠隆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2631 圖解攝影師之眼: 「國家地理」攝影師80種構圖教學,要你拍出最有力量的照片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著; 薛芷穎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447 地海奇風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段宗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92 美國眾神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陳瀅如, 陳敬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298 風險致富: 為什麼追求安全會阻礙成功?而新趨勢都在風險裡!蘭迪.蓋奇(Randy Gage)著; 蘇鵬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080 更好的人生 安娜.戈華達(Anna Gavalda)著; 李毓真, 許雅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448 天生就會跑 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l)著; 王亦穹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596530 淡定的智慧: 找回心平氣和、快樂自在的人生100幸福課弘一大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6738 作家論 三島由紀夫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6790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柯乃瑜譯 二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3597056 告訴我他是誰 約翰.齊佛(John Cheever)作; 余國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094 分裂的動物們: 隔著冷戰鐵幕的動物園生存競賽,揭露東西柏林不為人知的半世紀常民史揚.蒙浩特著;劉于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124 新靈魂觀(30週年全球暢銷版) 蓋瑞.祖卡夫(Gary Zukav)著; 廖世德, 蔡孟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179 西班牙與葡萄牙經典酒莊巡禮 José María Vincent Prada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186 家守綺譚 梨木香步作; 張丘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193 冬蟲夏草 梨木香步作; 張丘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209 午後的曳航 三島由紀夫作;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216 優雅教養: 傾聽、陪伴、愛,教你解讀孩子的心尚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230 西岸三部曲. I, 天賦之子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蔡美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247 西岸三部曲. II, 沉默之聲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蔡美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254 西岸三部曲. III, 覺醒之力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蔡美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261 謎樣的毒親 姬野薰子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278 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 宋怡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278 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 宋怡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285 防彈成功法則 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著; 王婉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597292 尼采忘了他的傘: 這些傘,撐出一個時代!那些你沒聽過的生活、文學、歷史、藝術中的傘瑪麗安.蘭金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308 有時候不加油也沒關係 瑪姬.凡艾可(Maggy Van Eijk)著; 林麗雪, 吳盈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315 邊緣世界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著; 黃彥霖, 白之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322 不能再斜的比薩斜塔: 看義大利數百年來如何拉直比薩斜塔黃健琪文; Frank Ho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7339 平面國: 向上,而非向北 愛德溫.A.艾勃特(Edwin Abbott Abbott)作; 賴以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353 貓修羅 楊佳嫻著; 李政曄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360 好高好高的台灣杉: 看攝影團隊如何拍攝巨大的杉樹張容瑱文; 朱勵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7377 憤世媽媽 林蔚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391 當聖誕老公公小時候 強.艾吉繪.著; 夏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7407 小婦人 露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作; 張婷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414 洞 片惠英著; 梁如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476 我的母親手記 井上靖作; 吳繼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490 SOS!石油怪獸甦醒了: 看人類如何化解史上最嚴重的漏油危機顏樞文; 朱勵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7506 反派的力量: 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馬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513 小氣財神 狄更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544 終於再見神話之鳥: 看生物學家如何解開燕鷗的祕密鄭倖伃文; 吳子平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0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原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2751 保鮮甜蜜婚內情 胡慧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799 約書亞記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805 重現神的聲音: 型塑不同聖經文體的講章 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W. Smith)著; 謝建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812 你將看見戴勝鳥: 與神翱翔在福音未得之地 蓮娜.立德司通(Lenna Lidstone)作; 黃少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829 創世記與我 李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836 從撒種到豐收: 52顆必能改變你生命的強大種子鄧靈德(Gregg Dennington)著; 劉如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843 青年創富有道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850 舊約神學 馬有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881 大衛就知道他是王: 身分-開啟你的命定之鑰馬戴爾(Dale L. Mast)作;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898 We have eaten more salt than you have rice!: 6 transgenerational keys to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unityauthor Abraham Liu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4405 溫度眷村: 2019北投中心新村60週年紀念 張聿文, 陳惠華, 張中模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376 龍經: 氣水山龍的奧秘 矢建國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065 現代千金肘後方: 偏方驗方祕方精華 高富芝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6072 中西並治糖尿病臨床心法 李政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089 護鼻健腦一點通: 常做「護鼻健腦操」改善學童過敏、更聰明洪啟超, 詹益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394 周夢蝶<> 周夢蝶著 平裝 1

9789866102400 洛夫<> 洛夫著 平裝 1

9789866102417 余光中<> 余光中作 平裝 1

9789866102431 經典復刻 新詩系列 周夢蝶等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507 iCIMKC創新、管理與知識社群論文集. 2019第十五屆郭建良, 王舒民, 趙安婷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427 <>文大國樂五十周年特刊 邱婷文字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514 兩岸城鄉規劃與農村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9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國樂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都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神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五倍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2504 韓國學研究論文集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韓國學研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963545 環境設計教育設計實習課之研究與探討 郭維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552 俯仰: 中華民國政略家張其昀 劉廣英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5963569 <>及<>之創作理念與分析 許雅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576 日式庭園景觀特質 蔡龍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788 我兒子需要知道的事情 菲特烈.貝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杜蘊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1407 This is莫內 莎拉.佩布渥斯(Sara Pappworth)作; 奧黛.梵琳(Aude Van Ryn)繪; 劉曉米譯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542 昨日報: 我的孤狗人生 卜大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559 唱垮柏林牆的傳奇詩人 沃爾夫.比爾曼著; 廖天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566 約翰.万次郎傳奇一生 陳新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176 核心單字書 黃美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7183 解析單字 張文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7190 英文精華 張文忠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813006 生物歷屆試題 沈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3013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劉文博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813020 內外科護理學 淩荃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813037 生物統計學 試題彙編剖析 王雪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813044 縱觀: 精神科護理學 凌荃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813051 縱觀: 社區衛生護理學 王雪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813068 縱觀: 病理學 趙俊彥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813075 縱觀: 基本護理學 凌荃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5029 當代臺灣原住民族音樂創作之研究: 1992-2011趙陽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594 破解黃光國難題的知識論策略 陳復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624 學校輔導中的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Gerald B. Sklare著; 許維素, 陳宣融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8723 單一個案研究法: 設計與實施 鈕文英, 吳裕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8730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 雄獅集團的故事王國欽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747 學習評量 李坤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754 應用行為分析在家庭、學校與遊戲中的運用: 協助自閉症光譜或其他障礙類別兒童Debra Leach著; 吳佩芳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761 樂在閱讀教學: 文本分析與理解策略應用 黃秀霜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778 跨年級教學的實踐與眺望: 小校教學創新 洪儷瑜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792 教學原理 王財印, 吳百祿, 周新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8808 職能治療實務: 臨床病歷撰寫 Karen M. Sames著; 李杭茜, 陳芝萍, 陳威勝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8815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發展與生命歷程的觀點Anissa Taun Rogers著; 張紉, 劉嘉雯, 李靜玲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及第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培文化



9789861918822 學前融合教育: 理論與實務 吳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839 Pursuing Taiwanese-ness: the contemporary music practices of Taitung indigenous people趙陽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853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 老爺酒店集團的故事王國欽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860 兒童與青少年諮商要素手冊 Catherine P. Cook-Cottone, Linda S. Kane, Laura M. Anderson著; 陳滿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877 自閉症兒童社會情緒及語言行為教學實務手冊鳳華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884 依附關係的修復: 喚醒嚴重創傷兒童的愛 Daniel A. Hughes著; 黃素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921 不聽話的孩子: 臨床衡鑑與親職訓練手冊 羅素.巴克萊(Russell A. Barkley)著; 趙家琛, 黃惠玲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8938 遊戲治療必備技術: 經過時間考驗的方法 Charles E. Schaefer, Donna Cangelosi著; 陳信昭等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441 智慧商業應用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曾巨威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139 失智症患者職能治療指引 植田孝一郎, 大塚俊男, 鈴木明子作; 鄭維欣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030 中國郵刊. 第九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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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2314 歷代天師傳 張意將主編; 張天師府法籙局校註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62314 歷代天師傳 張意將主編; 張天師府法籙局校註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9662321 歷代天師傳 張意將主編; 張天師府法籙局校註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62321 歷代天師傳 張意將主編; 張天師府法籙局校註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202 方祖燊油畫譜 方祖燊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792219 語文論集 葉鍵得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391 一法三公報六保證和統通關密碼 李夢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522 可傳遞信息. 7, 協助完成大使命 白立德(Bill Bright)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21775 信心試驗31天: 從神的名字認識祂 狄克.普奈著; 佘晨揚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782 信心試驗31天: 更親近神 狄克.普奈作; 佘晨揚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799 信心試驗31天: 信心帶你做大事 狄克.普奈著; 賀健如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911 上帝,祢在嗎?: 在困境中與神摔跤,緊抱神,看見黯夜裡的希望克雷格.葛洛契爾著; 溫嘉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1942 亞當,別碰那顆果子 羅伯.沃格曼(Robert Wolgemuth)作; 佘晨揚譯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天師府道教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國語文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日商健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國科大管理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650 書法藝術欣賞 陳中庸主編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404 新管理學: 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 陳德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186 胎藏曼荼羅簡介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李美慧, 林錦慧, 楊鈞凱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60605 養肝護肝 胡建鵬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765 五眼公益文化季紀實. 2015 中華五眼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9962 南北朝樂府詩闡論 周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979 情理以內,爭訟以外: 臺灣生產事故救濟制度發展楊子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986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三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993 愛國作家林語堂: 林語堂政治態度轉變之研究(1895-1945年)蔡元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084 智慧學校 蔡金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091 二二八事件真相辯證 黃種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305 百位世界傑出的思想家. 下冊 高陽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312 百位世界傑出的思想家. 上冊 高陽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329 百位世界傑出的企業家. 上冊 蘇福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336 百位世界傑出的企業家. 下冊 蘇福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343 百位世界傑出的外交家. 下冊 畢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398 傳統中國的法與秩序: 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小川快之著; 趙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04 求古與考據: 江聲與王鳴盛<>學研究 洪博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11 魏晉南北朝文學跨域研究 王力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28 探索精品館藏: 國家圖書館特色館藏的歷史發展鍾雪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35 學校行政的理念與分析 蔡金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42 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 姜克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66 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二(簡體字版)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73 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三(簡體字版)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80 臺灣國民中小學校長通識素養指標建構與實證分析蔡金田, 蔣東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497 <>「于序事中寓論斷」之研究: 以秦漢以來史事為例許愷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503 女子有行: <>的閨閣、遊歷敘事與「海上」新意涵汪順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572 妙蓮華開的生活 胡順萍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五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乘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丹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國醫藥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人文科技創新國際學會



9789577110596 臺灣高等教育行銷策略指標建構與實證分析蔡金田, 施皇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602 知識、智慧與領導 蔡金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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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711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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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711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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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7110794 西醫來華十記 蘇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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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政宗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301 江山如此多嬌: 兩岸藝術家共繪黃山 孫迪, 李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219 筆墨抒懷 情聚兩岸: 海峽兩岸書畫名家交流展臺灣師範大學、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聯展劉國松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5807 吳氏頭皮針 吳博雄編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406 佛光盃. 2018: 國際蔬食廚藝挑戰賽競賽料理食譜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著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015 「生死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四屆劉易齋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3248 美國中西部驚嘆之旅: 峽谷、山峰、瀑布、湖泊、巨石等國家級景觀風景許正雄, 陳美娜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323 開始在上海自助旅行: 附蘇州.杭州.迪士尼 葉志輝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3330 波蘭自助超簡單: 波蘭女孩x台灣男孩帶你去旅行蜜拉(Emilia Borza-Yeh), 葉士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347 開始在德國自助旅行 林呈謙, 時小梅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3354 大阪,慢慢散步: 走進大阪人的經典與日常 Vivian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361 這就是英國人: 從食衣住行育樂了解英式生活胡蕙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378 會上錯菜的餐廳 小國士朗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385 岡山廣島慢旅行(附:姬路.直島.岩國.松山) 牛奶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392 洛杉磯(附聖地牙哥、聖塔芭芭拉、棕櫚泉與大熊湖)艾米莉(Emily)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408 搭地鐵玩遍北京 黃靜宜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3415 柏林(附:柏林近郊與波茨坦市區) 時小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422 莫斯科.金環.聖彼得堡 王姿懿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3439 TOKU度咕: 秋榮大的童年往事 秋榮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453 開始在加拿大自助旅行 沈正柔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3460 開始在義大利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63477 開始在北歐自助旅行 武蕾作; 盧奕男攝影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生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中醫實效療法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古今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中華文創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經交流協會



9789863363484 南九州質感漫旅: 熊本x宮崎x鹿兒島 Glor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491 德國旅行家: 10大城市自助行+商務旅行攻略林呈謙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507 開始在沖繩自助旅行 酒雄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3514 誌麟姊姊私藏北海道公路小旅行 誌麟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3545 紐約客的紐約 張懿文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5243 媽媽禪: 快樂母親覺醒九要 央金拉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366 包包只要三個就夠了 Ofumi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373 神奇西芹汁: 醫療靈媒給你這個時代最有效、療癒全球數百萬人的靈藥安東尼.威廉(Anthony William)作; 鄧捷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380 好關係是麻煩出來的 格子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397 內心的太陽一直都在 許峰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867 5W1H經典思考法: 容易獲得成果的人都在用渡邊光太郎作;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403 零雜物裝修術 Phyll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410 壓力更少,成就更多: 讓生命非凡的靜心技巧 艾莉蜜.芙萊契(Emily Fletcher)著; 葉妍伶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2007 夢萍老師舞逆齡─重生日記 孫夢萍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045 人,做得到任何事: 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045 人,做得到任何事: 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045 人,做得到任何事: 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052 初一十五不一樣 張汝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076 客家語演說教戰準則 洪傳宗, 陳秋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06 攝影與雜談: 我行故我攝 張滌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13 攝影與雜談: 我思故我攝 張滌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267 女性之心靈書寫身影: 從班婕妤到蘇偉貞 蕭湘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298 乾爽一生: 兒童尿床與尿失禁 楊緒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311 乾爽一生: 兒童尿床與尿失禁 楊緒棣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9391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9第21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8659391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9第21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8659308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0第12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103 中華民國環保法治繪畫比賽專輯 黃明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335 日間照顧經營與管理指南 吳玉琴等作; 張淑卿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5342 失智症團體家屋經營管理手冊 吳淑惠等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戶外遊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民國公道正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方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462 第十六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集: 建築PLUS: 2019第48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431 臺灣建築獎十年合輯. 2009-2018 廖慧燕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4528 CACS 2012 international automatic control conferenceJin-Tsong Jeng[作]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8235 空調冰水系統能源效率長期及短期量測程序周瑞法, 陳匯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067 中國民國志願服務楷模「金駝獎」. 第27屆 林興訓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6980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五十屆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7002 中華民國服裝甲級技術士協會: 唯一for you only高級訂製服專刊何佩珊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37002 中華民國服裝甲級技術士協會: 唯一for you only高級訂製服專刊何佩珊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8314 全球華人傑出室內設計金創獎作品集. 第八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79255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rocling XXIV. 2012Richard Tzong-Han Tsai etc.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902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結合新科技之品質管理的發展與挑戰. 2019楊錦洲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室內設計裝修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計算語言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服裝甲級技術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築師公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動控制學會

全國建築師公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988 保險經營論壇. 第六輯 廖述源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109 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 黃臺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1558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2019方耀凡等作; 黃兆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73195 金屬粉末射出成形(MIM) 黃坤祥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214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ergonomics in Asia proceedings. 2019editor in chief Yu-Cheng Lin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6017 舞針弄影: 繪繡之美 姚明芬, 秦白蘭, 鄒吾彥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715 電影攝影. 第三十期 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9612722 形意之間有影趣 陳武雄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4032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印度製造政策商機 李奕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049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韓國市場之臺灣產品競爭力調查李欣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056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印度汽機車零配件市場杜富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070 新南向市調系列<> 林志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087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美國製造臺美供應鏈新關係與新商機游立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094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印度機械通路市場 徐肇駿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117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臺日供應鏈商機 林瑋琦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124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澳洲潛力產業採購通路與市場商機王于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131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印尼國土開發暨工業園區商機(雅加達大都會、Kota Semarang及 Morotai 縣)沈瑞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155 緬甸內需市場商機: 順應產業轉型朝國際化發展謝冠蘋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7110 東臺灣區域發展2003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邱文貴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區域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亂針繪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影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粉體及粉末冶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情境智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骨質疏鬆症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4701 國產芻料之產業多元化應用指南 吳錫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345 為醫療找出路 為民眾謀幸福 邱泰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002 小熊在哪裡 kiki作; 許匡匡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008 愛向我走來: 心情博士的生命花園 許心華作 平裝 1

9789869819008 愛向我走來: 心情博士的生命花園 許心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8213 縱橫五千年: 中華文化傳承 許門財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1614 系統性創新技術師證照: 認證試題指南 饒忻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317 夏學論集. 貳: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逝世八週年紀念徐泓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644 蕭俊郎收藏專輯: 玉石合韻 林雲騰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107 不然呢Brand New青年文集 蘇禹丞等著; 段戎, 許瞳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9114 不然呢Brand New青年文集. vol.02 襲予等作; 謝家涵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913 華松展. 第八屆 吳貴豐等編輯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然呢青年文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松樹盆栽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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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有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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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自然醫學教育學會花精教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養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師公會全聯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905 二戰名將孫立人 孫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7912 臺灣老兵故事 楊心怡, 鍾政修, 許大瑋漫畫; 魏廷屹文字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5613 文字學初步 戴增元著 台六版 平裝 1

9789578595620 論語釋旨 鄭曼髯撰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637 精校評注古文觀止 王文濡校勘 台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644 詠懷堂詩 阮大鋮著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8595651 詞曲研究 盧冀野編 台四版 平裝 1

9789578595668 玉谿生年譜會箋 張爾田編著 台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675 應用文 周紹賢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682 中華戲曲選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台八版 平裝 1

9789578595699 史記論文 吳見思評點 台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595705 許慎之經學 黃永武撰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595712 元曲選外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台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595729 校讐新義 杜定友撰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8595736 曲學例釋 汪經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8595743 國劇音韻及唱念法研究 余濱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750 中國歌謠論 朱介凡撰 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767 南北曲小令譜 汪經昌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774 中國之孝道 桑原隲藏著; 宋念慈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781 佛學研究十八篇 梁啟超著 台六版 平裝 1

9789578595798 中國偉人傳五種 梁啟超著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8595804 中國之武士道 梁啟超著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8595811 桃花扇註 梁啓超著 台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595828 新曲苑 任中敏編 台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1247 王羲之行書心經 蔡松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6064 中華書道學會己亥年會員展集 中華書道學會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3714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editor by Vincent F. Yu, Voratas Kachitvichyanukul, Kune-Muh Tsai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1605 戊戌臺灣書法年展作品集 柯有澤執行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航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中華書法美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孫立人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509 彌勒傳道法 張嘉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1402 2018兩岸星兒: 藝術繪畫創作展暨心智發展學術研討會畫冊x研究文集楊永源, 林淑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708 餐飲服務人員學習指南 余紹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9715 櫃台接待人員學習指南 余紹君等作 平裝 1

9789869779722 房務人員學習指南 余紹君等作 平裝 1

9789869779739 金鑰匙服務學 余紹君, 陳璽亦, 游又嘉, 董希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103 Proceeding of 2010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conferenceWen-Shi Wu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9058 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論文暨教學心得輯. 2019年杞昭安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615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41屆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9734622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2019年阿拉夫拉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9789869734639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卡達ANOC世界沙灘運動會報告書. 2019第1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160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 第八集 中華傳統術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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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4313 漢詩寫作 張儷美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412 臺灣PM2.5減量的健康效益評估: 均化單位效益指標之建構及應用劉哲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429 區域經濟整合對臺灣汽車產業之影響評估 史惠慈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詩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款待業專業人員暨國際認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許衡山靈學研究推廣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的種子文化協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585 羞辱到榮耀: 世界觀與客家福音的再思 邱顯正著; 鄭毓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608 基督教科學觀: 從新加爾文主義看科學 周功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615 宣教視野2.0: 以世界觀為基礎的聖經口述運動湯姆.史蒂芬(Tom A. Steffen)著; 謝仁壽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131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9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001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年刊. 2017 林芙美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67018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年刊. 2018 林芙美, 楊炫叡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67025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年刊. 2019 楊炫叡, 孫銘德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1318 專利分析及運用概論: 創意、發明、專利 劉容生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1400 政府採購法解讀: 逐條釋義 黃鈺華, 蔡佩芳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1660 法學緒論 蔡佩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1752 保險法逐條釋義. 第一卷, 總則 江朝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1776 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張仁平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551882 民法案例研習 黃承啟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1905 校園性別事件: 理論概說與處理實務 蘇滿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2049 圖書館法論 廖又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2209 設計產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林佳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2254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陳銘祥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2278 證券法規 賴源河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2292 行政法要義 李惠宗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2315 票據法 王志誠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2377 憲法要義 李惠宗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2636 專利法 陳龍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2797 基礎法學英文 張冠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2889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憲法生活的新思維 李惠宗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552896 公司法 潘秀菊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552902 少年事件處理法學理與實務 陳慈幸, 蔡孟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275 保險法實例研習 葉啟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3442 債法總論 李淑明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3510 法律與生活 鄭仰峻, 鄭乃文, 陸敏清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3527 智慧財產權入門 趙晉枚等合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553558 醫療法律與醫學倫理 何建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565 保險法判決案例研析 葉啟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53572 陸海空軍刑法逐條釋義 郭欽銘, 盧文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633 智財小六法 謝銘洋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657 醫護法規案例解析 邱慧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657 醫護法規案例解析 邱慧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657 醫護法規案例解析 邱慧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攝影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福音學院



9789862554104 保險監理實務 廖世昌, 郭姿君, 洪佩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4227 經濟推理與法律 簡資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4425 家事事件法論 姜世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4548 公司法 王文宇, 林國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4555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簡啟煜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4579 笑談專利演義: 唐老鴨和兵乓球 許履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4678 新刑法探索 張麗卿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2554739 企業管理與法律 李智仁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5002 稅法總論 陳清秀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5057 德國近代刑法史 陳惠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5125 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 蔡聖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55132 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 姚志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5170 刑法各論 陳子平作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2555187 金融法 王文宇等合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5224 繼承法講義 林秀雄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5231 行政法入門 林合民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5309 商標法實例解析 陳昭華, 鄭耀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5323 稅法各論 陳清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555668 公證法新論 鄭雲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5958 營業秘密法理論與實務 王偉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6115 專科護理師: 護理人員法第24條問題與研究 姚念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6252 醫事鑑定與法院之實質審判權 吳志正等合著; 邱玟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6276 法律倫理學 姜世明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6313 偵訊筆錄與移送作業 林培仁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6382 專利法之理論與實用 劉國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6429 專利法 陳龍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6504 性別關係與法律: 婚姻與家庭 陳惠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6641 行政訴訟法 陳清秀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6665 商事法 王文宇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6672 保險法理論與實務 汪信君, 廖世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6726 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 劉明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7068 民法總則 李淑明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7082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2557129 民事訴訟法 呂太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198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許福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259 國際稅法 陳清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7266 行政法基本十講 李建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7389 憲法 許育典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7440 傳聞例外 張明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587 民事訴訟法理論與案例 林洲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7594 人權、民主與法治: 當人民遇到憲法 許育典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7648 公司法論 王文宇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2557730 信託法制案例研習 李智仁, 張大為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7792 民事訴訟法基礎論 姜世明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557907 法學入門 李太正等合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7914 商事法: 公司法、票據法 潘秀菊等合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557952 民法入門 李淑明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7983 國際人權法理論與實務 鄧衍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096 民事訴訟法: 通常訴訟程序 李淑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558102 不動產估價體系 許文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126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二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8140 債法總論 李淑明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8164 證券法規 賴源河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558188 財團法人實務爭議研究: 設立至解散清算之流程分析陳岳瑜, 廖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195 法學緒論 蔡佩芬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8225 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 劉連煜著 增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8256 智慧財產權法 謝銘洋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8300 教育行政法 許育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324 傳播法之基礎理論與實務 蕭文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331 土地法規 許文昌主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8683 民法基礎五講 李淑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8898 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陳昭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8935 銀行法暨金融控股公司法 周伯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980 法理學 陳清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9307 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 李太正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9321 民事訴訟法: 通常訴訟程序 李淑明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559352 土地法規體系 許文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9437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 吳志正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9499 實用民法概要 劉振鯤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9505 民法概要 陳聰富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9543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 民法僱傭契約與勞動基準法勞動契約. 基礎篇丁嘉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9550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邱玟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9611 圖解刑法入門 劉振鯤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9659 圖解保險法入門 劉振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9673 企業管理與法律 李智仁等合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9734 民事訴訟法基礎論 姜世明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7279392 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 曾世雄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6842825 侵權違法性與損害賠償 陳聰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842986 法律與文學: 文學視野中的法律正義 張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0639 民事訴訟之基本理論 呂太郎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50090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 伍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0113 金融危機與存款保險法制 李智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0519 歐美死刑論述 王玉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0540 實用商務法律 洪銘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0717 程序正義之理念 黃翰義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50731 程序正義之理念 黃翰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50830 程序正義之理念 黃翰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50700 兩岸當代重要衛生法議題研究 羅昌發, 林彩瑜, 楊培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0960 鳥瞰21世紀智慧財產: 從創新研究到保護競爭馮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674 京盛宇的台茶革命: 20堂拆解台茶創業的經營體悟林昱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735 閔傑輝的健康解碼 閔傑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742 兒童足療: 吳若石神父足部反射健康法2 吳若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759 我要做自己: 挑戰舊思維、不被死腦筋綁架的生活清單金秀賢作; 尹嘉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766 職場人生五0歲之壁 江上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773 腎臟病關鍵50問 郭克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637780 易經真八卦 郭和杰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637797 超綺麗!甜貓教你玩3D立體糖霜: 10堂課創造屬於你的夢幻作品甜貓小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803 腸道養好菌,身體更健康: 顧好人體最大的免疫系統,不怕疾病找麻煩姚紀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810 買一間會增值的房子 邱愛莉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17

送存冊數共計：117

文經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0605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黃進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079 指有你的人兒最可愛: 指印畫畫課,1000款指印偶像一次學會,不用練習就能畫阿彬叔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086 小王子: 聖修伯里<>的美麗故事(珍藏版) 安東尼.聖修伯里, 艾班.瑟里吉耶等作; 徐麗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093 蔬菜是怎麼長大的呀? 婕爾達.繆勒(Gerda Muller)圖.文; 徐麗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161 奇幻島冒險記 瑪莉歇爾.馬提(Mcritxell Marti)作; 澤維耶.薩羅莫(Xavier Salomo)繪;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413 一隻向後開槍的獅子: 拉夫卡迪歐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420 人行道的盡頭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80 花園裡有一隻老虎? 麗姿.史都華作.繪; 謝靜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4799 小小樂高工程師 KLUTZ編輯團隊作; 魏嘉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735 打造你的恐龍博物館 Jenny Jacoby文; Mike Love and Beatrice Blue圖; 謝維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6735 打造你的恐龍博物館 Jenny Jacoby文; Mike Love and Beatrice Blue圖; 謝維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6742 池塘真的會變魔術嗎 謝武彰文; 陳志賢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706766 我好想妳,媽媽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作; 艾可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9529136 柴可夫斯基天鵝湖音樂故事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136 柴可夫斯基天鵝湖音樂故事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204 大自然也太有趣！小棕鼠的自然生態百科 特瑞莎.佛斯特拉多夫斯卡(Tereza Vostradovská)文圖; 林學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204 大自然也太有趣！小棕鼠的自然生態百科 特瑞莎.佛斯特拉多夫斯卡(Tereza Vostradovská)文圖; 林學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211 屋頂狗傳說 郭漁文; 良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273 我的超級英雄: 鼻涕 馬莉歐娜.托洛薩.斯特雷(Mariona Tolosa Sisteré)圖文; 張東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280 父母教養手冊: 教出乖巧好爸媽 卡特琳娜.高斯曼.漢瑟爾(Katharina Grossmann-Hense)文圖; 林敏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297 戰火下的星星 陳裕旻圖; 黃千芳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504 王福田油畫專集: 觀.心經 王福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730 落鼻祖師 余遠炫作; 洪義男繪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4778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1: 遠古臺灣 海上爭霸1624-1642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785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2: 趕走紅毛番1640-1662 渡臺悲歌1662-1700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792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3: 土地英雄傳1690-1798 臺灣亂事1720-1786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08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4: 城市興起1790-1820 臺灣之寶1840-1885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15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5: 外力衝擊1840-1890 西洋傳教士1865-1923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22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6: 臺灣探尋之旅1860-1900 臺灣現代化1880-1895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39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7: 鐵蹄下的抗爭1895-1902 日據臺灣1895-1945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53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9: 烽火臺灣1908-1945 戰後臺灣1945-1960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60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10: 臺灣新希望1949-1980 臺灣新世紀1980-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77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0

王福田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0

方圓齋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9789869791236 遙遠的呼喚 鄭清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1243 婚姻與畸戀 楊正雄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902 張小右的地球大冒險 麥克斯黃作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2210 新時代意識能量觀 楊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593 Southeast Asia: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ditor by Samuel C. Y. Ku, Wen-Pin Lin, Khai Leong Ho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609 「心理與靈修的整合之路」研討會論文發表集李貽峻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579 泰國佛牌神牌(簡體字版) 楊松年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548 文藻外語大學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第十屆: 華語作橋跨文化王季香, 鄭國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820 情感,我懂你: ICU潛意識溝通專家的62則感情筆記沈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844 情感,我懂你: ICU潛意識溝通專家的62則感情筆記沈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6837 1秒鐘,預見你的下一步: 「我懂你」ICU潛意識溝通圖卡書: 你不說的,我都知道沈唐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4335 ESP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 劉慶剛, 翁素涵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905 把書店開進偏鄉 盧文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靈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牛欄河微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應華系暨華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藻外語大學歷史文化觀光產業創新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癒生物氣能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橡林園先進材料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2557 千金女賊: 重返上海瑰麗時代 玉春雷娛樂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564 食尚帥主廚: 速水茂虎道 簡單&時尚食譜書!周昱伶編譯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571 百變精靈DenKa周荀個人寫真 周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588 狗狗的幸福天堂: 曾金寶教我的十件事 曾子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595 沙西米 美亞娛樂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1204 水的重量 莎拉.克羅森(Sarah Crossan)著; 江莉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211 出境事務所原創劇本 呂蒔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228 輝煌或瘋狂 賢焸云作;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16774 成語蕎.同名寫真 成語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781 瓊斯自由邦: 電影<>歷史紀實: 美國密西西比州史上最漫長的內戰薇多莉亞.E.拜儂(Victoria E. Bynum)作; 王寶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712 叛逆南極 失敗者的遺言 宥勝作 平裝 1

9789869811729 想見你someday or one day寫真書 三鳳製作, 福斯傳媒集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1371 北韓一百問 Juliette Morillot, Dorian Malovic著; 張穎綺譯 平裝 1

9789863601388 啟蒙運動. 上: 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 劉森堯, 梁永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388 啟蒙運動. 上: 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 劉森堯, 梁永安譯二版 平裝 2

9789863601395 啟蒙運動. 下: 自由之科學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 梁永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395 啟蒙運動. 下: 自由之科學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 梁永安譯 二版 平裝 2

9789863601401 愛與意志: 羅洛.梅經典 羅洛.梅(Rollo May)著; 彭仁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418 焦慮的意義: 羅洛.梅經典 羅洛.梅(Rollo May)著; 朱侃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425 小即是美 修馬克(E. F. Schumacher)著; 李華夏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432 暴君: 莎士比亞論政治 史蒂芬.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著; 梁永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2288 團康遊戲大補帖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4718 司馬顯姿墓誌銘 朱玖瑩, 王寶星文字解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794 ACME彩色兒童圖畫字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855 最新活用英漢辭典 江吟梓, 蘇文賢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671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修訂大字版)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六十三版 精裝 1

9789864294916 交通工具全知道!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250 史前恐龍全知道!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267 輕鬆學會基本英語1000字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274 初級英檢必備1000字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336 拯救邏輯大作戰: 無尾熊抱抱記 林哲璋著; BO2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374 我並不孤單: 少年鍋餅的勇氣之旅 李明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653398 孤狗少年 陳榕笙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83735 月光三部曲.Ｉ, 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 張嘉驊著; 賴彥成繪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504 長腿叔叔 珍.韋伯斯特(Jean Webster)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立緖文化



9789869797511 綠野仙蹤 李曼.法蘭克.包姆(Lyman Frank Baum)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7528 青蛙王子 目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97535 金斧與銀斧 黃美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97542 木偶奇遇記 目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97559 花衣魔笛手 目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167 劉鴻旗口書: 實驗書法集 劉鴻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2420 少年臺灣史. 2019年: 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周婉窈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437 秘魯,說走就走! 陳貴芳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451 蓬萊百味臺灣菜: 黃德興師傅的料理人生 黃德興口述; 曾品滄主訪; 陳瑤珍, 陳彥仲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475 陳年往事話朱家 蔡烈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1407 想鹿非非 莫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1414 半妖與半山 弄清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1421 半妖與半山 弄清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1445 末日曙光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1469 末日曙光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1452 末日曙光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41483 降龍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1490 降龍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1513 今志異之莫逆於心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1575 天下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1599 天下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1582 天下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802 凶神 柳滿坡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732819 暗渡陳倉 卡比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168 枷: 關不住的靈魂,暗夜的光 東南亞在臺受刑人著; 陳燕飛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209 思數列車: 多元競賽暨學力鑑定歷屆試題詳解陳大銘, 陳威羽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宬林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田文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正大光明毛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7705 父親的高粱酒 李台山著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9767712 井邊的故事 牧羊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009 中國思想史扼要 鄧韻梅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038 郵林彙刊: 台中市郵學會年刊. 2019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518 淡彩 十九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26525 淡彩 十九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8304 歷屆國中小學書法比賽選集 趙博玟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112 台.日美術交流展. 2019第45屆 林吉裕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677 時代華語 淡江大學華語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919684 時代華語: 教師手冊 淡江大學華語中心編著; 顏雪芬, 袁寧均, 陳怡攸主編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919691 時代華語 輔仁大學華語文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919707 十五志學. 基礎篇: 教育部推薦選文15篇 陳美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714 時代華語. 二, 教師手冊 輔仁大學華語文中心編著; 林玲俐, 楊又樺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620 子青詩作選: 詩人的芒果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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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9117 綠油油物語: 安全農藥概念手繪本 方麗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指南宮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田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日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四方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中東南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郵學會

古月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619 <>的生命教化 高超文策劃.點校; 張寶樂主文撰寫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806 論創新與整合國際研討會. 2018 劉玲利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747806 論創新與整合國際研討會. 2018 劉玲利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813 海峽兩岸職業教育與創業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9年第三屆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空物流與行銷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107 釋惑: 千金難買早知道 鍾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6121 血泊中失控的真相: 說不清的冤案辯護 鍾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241 薩巴蒂娜的無肉料理蔬食計畫: 麵飯餃x涼拌菜x熱配菜x粥湯x甜品,111道健康美味、千變萬化蔬食料理薩巴蒂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0265 3分鐘解痛瑜珈: 瑜珈解痛+核心肌群+呼吸心法+喝水排毒,印度瑜珈冠軍老師教你有效的居家解痛自療法Sujit Kumar著; 陳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0289 中醫芳療百科 沈莉莎, 李嘉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0296 贏在起跑點!眼科名醫教你打造兒童優視力: 徹底破解錯誤眼科觀念,搶救孩子視力健康陳祐瑲, 陳品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5542 魔法手帳: 只要一本筆記本,從人際往來到居家收納,整理苦手也能變成整理高手三條凜花著; 彭春美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603 一隻叫山米的藍色蝸牛 楊巧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14350 極簡溝通: 世界一流菁英都在用的最強說話術!只要1分鐘,提案、簡報、開會、主持、洽商,統統搞定!伊藤羊一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367 文案變現: 4個黃金步驟,立刻寫出讓人忍不住掏錢包的超有效文案!葉小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374 該買或不買,該留或不留: 人生下半場,我想要這樣的生活. 2廣瀨裕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381 撼動世界歷史的14種植物 稻垣榮洋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398 相信自己: 「港湖女神」高嘉瑜的無畏哲學 高嘉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404 學會用情: 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 2 蔡璧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411 圖解日本懷舊道具百科 岩井宏實著; 中林啓治圖;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435 權力密碼: 當歷史遇見經濟學 王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442 是誰出的題目這麼難,到處都是正確答案 邱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307 情書 陳盈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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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立光形象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巧米文化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海大海空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古學庫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海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308 觸摸生命的太陽: 從身心學習佛法 德藏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5308 觸摸生命的太陽: 從身心學習佛法 德藏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5308 觸摸生命的太陽: 從身心學習佛法 德藏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9057 臨床情境教學教案200 邱艶芬編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343 COMSOL Multiphysics®複合材料有限元素分析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708 台灣味道: 一本給世界看的台灣美食介紹書 楊凱婷, 楊凱翔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99655 不完美才是完美 你的傷痕累累如此珍貴 田心蕾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679 萬用鍋零失敗. 3: 80道澎湃經典的館子菜料理提案,一鍵搞定,智慧再升級!零廚藝也能做出難忘好味道JJ5色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747 角落小夥伴檢定紀念好運滿滿Lucky Book 前原香織特集設計;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808 背後的數字 林仙鏡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846 騰蛇的騙局: 論如何給神說相聲 米高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877 區塊鏈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數位貨幣淘金夢,小M老師教你利用數位貨幣翻轉人生小M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914 破解金工乙、丙級技術士檢定考題應考全書: 全台唯一收錄金工所有試題及考古題的完整解答大公開吳銀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921 行銷天才思考聖經 傑.亞伯拉罕(Jay Abraham)著; 字裡行間翻譯團隊譯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9699969 角落小夥伴檢定官方指定用書: 角落小夥伴大圖鑑前原香織特集設計;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983 談判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鄭立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007 艾艾愛生氣 張元綺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5014 王勝忠老師的超高效寫作課: 多寫、多想、多思考,寫好作文就是那麼簡單！王勝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021 孩子,回家吃飯吧!: 企業名師陳煥庭與父親六堂人生練習課,關於「言教、身教、陪伴、信任、感恩與愛」陳煥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038 悲傷只能走過不能跳過: 告別事、告別式,師娘呂古萍眼中的人生大事呂古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052 晴媽咪作息、飲食全攻略: 一次解決寶寶4大問題,從作息、睡眠、飲食、情緒延伸到家庭教育的祕密,養出自行入睡、不挑食的孩子晴媽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069 要成功你必須很故意: 跳出框架大膽做夢,小心夢想真的會實現!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076 和我做朋友好嗎? 上田阿桃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083 因為愛,所以看見: 從失智到高齡退化照護,學習以勇氣面對陳乃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090 臨終進行曲: 沈宜璇與癌症共處舞的人生樂章沈宜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106 不會通靈的寵物溝通師: 默默咖啡館的萌寵兒故事劉凱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113 家門沒上鎖 潘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120 <>廣義 潘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137 面對生命的十個感動: 10個因為感動而轉動的生命故事＋10X10句感動生命的話語,一同與你化感動為行動王譽霖等作; 賈俊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144 惡鄰退散: 專業律師教你40個大樓居住的自保撇步吳孟勳等合著; 賈俊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151 蔬菜澡堂 塔可美文; JIGU圖;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168 18後: 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 陳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175 別忘了,你難過的時候有我在 RINGRING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皮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羊創意

送存冊數共計：1

本在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弘光科大



9789865405182 別生氣,有話好好說: 幼兒溝通學習繪本 安美妍文; 徐熙正圖; 陳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199 小雨滴 梅蘭妮.喬伊斯文; 吉娜.馬杜納多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205 小橡實 梅蘭妮.喬伊斯文; 吉娜.馬杜納多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229 愛上微電鍋100天美味提案: 只要輕鬆一按,搞定零失敗50道料理肉桂打噴嚏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250 比賺錢更重要的事: 幸福和你想的不一樣——「這我知道!」財商醫生EASON林志儒,引領你從知道進而得到這一生值得的幸福!林志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274 好味小姐的日常貓鮮食料理 好味小姐, 好味營養師品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298 氣噗噗的小火龍 羅伯特.斯塔林圖.文; 蔡季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304 愛搶第一的小火龍 羅伯特.斯塔林圖.文; 蔡季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311 朱飾風華: 林芳朱的文化珠寶與故宮 林芳朱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328 由前世看今生: 幸福外一章 劉心陽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342 三意變三億: 策略鬼才吳仁麟的50N次方點子方程式吳仁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101 春上楓樹 家務事 唐郁絜文字採訪; 施尚廷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987 戰爭論. 下: 運用之書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 楊南芳等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800624 卡塔莉娜: 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朱歐.畢尤(João Biehl)作;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631 終局之戰. 下: 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和現代中東的形成西恩.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著; 黃中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648 為什麼要佔領街頭?: 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何明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655 為何我們總是選錯人?: 人類政治行為的迷思瑞克.謝克曼(Rick Shenkman)著; 曾亞晴, 陳毅澂, 林士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662 香港,鬱躁的家邦: 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 徐承恩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187 好農夫,好廚房: 四季藝術方案教學的美學與創意唐富美, 四季文化編輯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1408 回到你的內在權威: 與全球第一位中文人類圖分析師踏上去制約之旅喬宜思(Joyce Huang)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507 CEO基因: 四種致勝行為,帶他們走向世界頂尖之路艾琳娜.L.波特羅(Elena L. Botelho), 金.R.鮑威爾(Kim R. Powell)著; 張簡守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14 為什麼我們總是掉進消費投資陷阱?: 歡迎來到行為經濟學的世界董志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21 玩樂智能: 找回童心,輕鬆玩出贏家人生 安東尼.T.德班奈特(Anthony T. DeBenedet)著; 林琬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45 成交贏在身體語言: 姿勢、表情、語氣,看懂了、會表達,客戶就買單吉姆.麥考米克(Jim McCormick), 瑪莉安.卡林區(Maryann Karinch)著; 黃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52 消費者行為市場分析技術: 數據演算如何提供行銷解決方案麥可.格里斯比(Mike Grigsby)著; 張簡守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69 創業的100道習題: 行家才知道,從發想、籌畫、募資到變現,矽谷成功訣竅一次到齊藍迪.高米沙(Randy Komisar), 簡圖恩.李埃傑斯曼(Jantoon Reigersman)著; 劉凡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76 商業模式設計書: 你的最強營運思考工具 亞當.J.柏克(Adam J. Bock), 傑拉德.喬治(Gerard George)著; 王婉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83 最好玩的邏輯思考練習本: 數獨、填字、謎題的遊戲玩家,簡報、提案、談判、寫文章一樣上手北村良子著; 郭書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590 原生家庭療法: 七個步驟,解開關係束縛,做出改變,重建更成熟的情感對應方式羅納德.理查森(Ronald W. Richardson)著; 林琬淳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018 淬鍊: 高峰會小分享 余鑑昌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永明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四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打里摺建築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256 人為什麼要說謊?: FBI教你如何讀懂人心 趙逸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263 不是心理專家也能讀懂人心 包菲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287 白話資治通鑒 司馬光著; 周游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287 白話資治通鑒 司馬光著; 周游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294 圖解心理學 麥凡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107 韓非子 韓非著; 俞婉君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114 孟子 孟子著; 顏興林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121 世說新語 (南北朝)劉義慶編撰; 顏興林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152 夢溪筆談 (北宋)沈括著; 顏興林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169 現代社會心理學 麥凡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176 攻心為上說話術 林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924 月下芍藥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567 沒有心跳的少女BEATLESS 長谷敏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661134 遠藤同學的實驗筆記 ハヤカワノジ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661141 遠藤同學的實驗筆記 ハヤカワノジ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61196 築夢天堂 茱迪.麥娜作; 牛世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19 諜影罪愛 喬安娜.柏恩作; 李麗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26 聖戰. 2, 灰之卷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33 聖戰. 3, 黑之卷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8661240 月曆美人. II 奧黛莉.卡蘭作;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57 文豪Stray Dogs 動畫公式集 開化錄 文豪ストレイドッグス製作委員會監修; 何宗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64 文豪Stray Dogs 動畫公式集 深化錄 文豪ストレイドッグス製作委員會監修; 何宗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71 Arknoah. 2, 我所創造的怪物 龍火 乙一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88 聖戰. 4, 白之卷. II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295 人形之國 貳瓶勉作; 李文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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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5984 媽媽上班去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64247 白雲行 戈文達喇嘛(Lama Anagarika Govinda)著; 周勳男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0800 丙級模具: 模具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劉長維, 許永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0817 丙級銑床: 銑床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劉長維, 簡永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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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0647 丙級網路架設學術科通關寶典 施清壬, 李明地, 陳兆淞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4550876 丙級氣壓學術科通關寶典 劉同凱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0937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美燕, 程正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1149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學術科通關寶典文定宇, 黃崇陽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生命樹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法螺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四季國際



9789864551644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實習升學寶典 江賢龍, 周玉崑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631 穀類加工: 麵包、西點蛋糕類含丙級烘焙食品學術科解析蕭淯恩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966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 II 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4973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 I 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5215 丙級餐飲服務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謝美美, 楊蕙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536 HT66F23xx微控制器理論與實務 鍾啟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673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學術科 通關寶典TERA工作室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5710 丙級測量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734 丙級工業配線術科通關寶典 王清崧, 楊瑞良, 顏嘉良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5895 丙級印前製程圖文組版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使用Photoshop/InDesign/Illustrator倪慧君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6472 創意動手做木製手工筆 汪永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762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含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錄互動式教學MP3許雅惠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7110 升科大四技數學C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許燦興, 黃秀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7226 基本電學實習. I 鄭榮貴, 林傳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233 物理. BI 蔡耀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32 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49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智創工作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7523 BAP 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6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 Essentials Level Office大師通關寶典(三合一: Documents文書處理、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Presentations商業簡報)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530 玩轉創意雷雕與實作 許栢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578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7608 輕課程 Neuron神經元電控積木創意設計: 使用mBlock5慧編程含雷射切割技巧賴鴻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691 程式設計實習:使用圖控化WEBDUINO Blockly程式語言蔡宜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714 快快樂樂學VR主題特展: 使用Unity與GoogleVR開發套件歐陽芳泉, 林淑惠, 鄭佳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752 iPOE科技誌. 2: Arduino vs micro:bit超級比一比呂聰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769 IoT物聯網實作與應用: 使用圖控化Webduino Blockly程式語言庫比科技, 胡育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776 技能檢定共用項: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環境保護、節能減碳學科參考資料TKD技能檢定中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7783 輕課程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使用Alice 3D動畫饒瑞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912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2019年最新版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912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2019年最新版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92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 7+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8049 數學. A 施賢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58087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連文乾, 黃保盛, 楊佑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117 農業概論 林冠臣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8131 AMEBAxArduino-IoT物聯網實戰應用 柯清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148 機械基礎實習 廖倉祥, 陳奇明, 王繹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155 機械製圖實習 謝士渠, 蕭吉男, 郭力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8346 升科大四技數學B I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360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上, 緒論、餐飲、旅館篇含解析蕭如妙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8377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下, 旅行業、總結篇含解析蕭如妙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8667 學Scratch 3(mBlock5)程式設計: 使用Makeblock HaloCode光環板輕鬆創作AI和IoT應用連宏城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58667 學Scratch 3(mBlock5)程式設計: 使用Makeblock HaloCode光環板輕鬆創作AI和IoT應用連宏城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5868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 張誠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58698 丙級烘焙食品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蕭淯恩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8810 基礎電學實習 吳局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827 測量實習. 上冊 呂卓樫, 沈聰益, 顏木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8896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張文澤, 李光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8933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劉生武, 葉佳興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8940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理及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旺根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8971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 II, 奪寶高分王黃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8988 數位科技概論 林木盛, 李權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8995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鶴嘉文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9015 PVQC ELW生活與職場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戴建耘, 戴長熙,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022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9053 資訊科技 李權祐, 李保宜, 林木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077 中餐烹調實習 彭建治, 方慧徽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9084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鄭育祥, 黃文才, 李俊德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091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會計學挑戰A+高分講義含解析陳惠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107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含術科作答本與解析本(收錄2019年第一、二梯次試題)謝沄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114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跨越講義 黃子雲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9121 航空發動機基礎概論 陳瑞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138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基礎化工篇升學寶典蔡永昌, 王丹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145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與分析化學實驗升學寶典蔡永昌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152 指尖下的對決: 從零開始認識電子競技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9169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外語群、資電類、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跨越講義含解析致勝研究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176 108課綱升科大四技數學. C. 第一冊: 學習講義含解析本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183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升學寶典含解析蘇淑慧, 韓京倫, 張秀娟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190 丙級測量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920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基本電學實習突破寶典含解析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9213 輕課程光固化3D列印原理與實作: 使用T3D光固化手機3D列印機台科三維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220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 II, 升學寶典含解析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9237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連文乾, 廖明德, 張肇芳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9244 iPOE科技誌. 4: 扎根資訊科技 培養高階思考能力尤濬哲等編著; 江玉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251 高中英文文法素養Easy Go! 許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275 日語會話. I 許曼莉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9282 mBlock 5(Scratch)程式設計: 使用mBot金屬積木機器人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299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圖項學術科通關寶典張淑芬, 盧昭伶, 楊舜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9305 Strawbotics吸管機器人創意設計: 學機構設計與機電整合原理賴鴻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312 機械製圖實習 謝士渠, 蕭吉男, 郭力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932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材料 江元壽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9374 用Scratch 3.0創作故事動畫及互動遊戲 賴皓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381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升學寶典含解析高登, 黃鈺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398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 林楓, 郭逸安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404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跨越講義含解析蔡耀智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411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實驗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428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二(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魏明堂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944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曾清旗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459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突破寶典含解析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46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林英明, 高賦沅, 林欣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4559473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江賢龍, 周玉崑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480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升學寶典含解析許信凱, 王賢軍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9497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二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機械製造.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林英明, 李禾, 林欣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4559503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領先講義含解析本孫明華, 賴育材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4559510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江元壽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4559527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子概論與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李宗榮, 蔡文佳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9534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化工裝置篇升學寶典含解析劉復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54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盧浩賢, 林家瑋, 戴麒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57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學寶典含解析江元壽編著 13版 平裝 1

9789864559619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工機械升學寶典含解析黃銘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626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パワーノートPower Note 含解析図書之介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9633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衛生與護理類基礎生物升學寶典含解析呂春森, 呂宜倩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640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陳新安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9664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呂巧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671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色彩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詹升興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688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學寶典含解析林佳蓉等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30292 第一本超大圖解英漢字典 Dawn Machell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308 認識威爾第的名曲 艾蜜莉.柯列作; 瑟薇琳.葛提耶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315 睡美人 Susanna Davidson作; George Ermos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譯精裝 1

9789578930322 仙杜瑞拉 Susanna Davidson作; Sara Gianassi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譯精裝 1

9789578930407 會動的立體繪本: 卡拉和帕帝達斯在遊樂園 Marc Clamens作; Laurence Jammes插畫; 劉倪后翻譯 精裝 1

9789578930414 動手玩童話: 小飛俠彼得潘 Tiago Americo[作]; 李旻諭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421 動手玩童話: 小美人魚 Gwe[作]; 李旻諭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438 茉莉醫生的神奇醫藥箱 Miriam Moss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445 傳說十二生肖 七色王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476 寶貝想聽: 施工現場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483 寶貝想聽: 交通工具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490 寶貝想聽: 草原動物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506 寶貝想聽: 農場裡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513 女生和男生也可以做的事! Sophie Gourion作; Isabelle Maroger插畫; 李旻諭譯 精裝 1

9789578930513 女生和男生也可以做的事! Sophie Gourion作; Isabelle Maroger插畫; 李旻諭譯 精裝 1

9789578930582 關於長大你想問什麼? Katie Daynes作; Nien Ting譯 精裝 1

9789578930605 猜一猜,我是誰的寶寶? Stephanie Babin作; Camille Tisserand插畫; Nien Ting譯精裝 1

9789578930643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 認識韓德爾的名曲 艾蜜莉.柯列作; 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650 猜一猜,我是什麼職業? Stéphanie Babin作; Ilaria Falorsi插畫; 李旻諭譯 精裝 1

9789578930698 團圓中秋節 呦呦童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04 熱鬧端午節 呦呦童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11 大野狼也想變好人: 我不怕鬼! Clara Cunha作; Natalina Cóias插畫 精裝 1

9789578930728 大野狼也想變好人: 我想要朋友! Clara Cunha作; Natalina Cóias插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99561 心智科學教養法: 日本第一腦醫學專家解讀16萬MRI腦影像,掌握大腦發育關鍵從圖像思考力開始!瀧靖之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78 世界第一簡單貝氏統計學 高橋信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85 排毒斷食的康復奇蹟: 7天啟動自癒潛能 彼得.班奈特(Peter Bennett), 蒂芬.博睿(Stephen Barrie), 莎拉.菲(Sara Faye)作; 鹿憶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592 擺脫挫折的統計學入門 淺野晃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08 昆蟲教室 藤見泰高原作; 海野和男監修; 衛宮紘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39 輕療癒: 超級食物精力湯,排毒防癌抗三高 世茂健康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46 最高教養法: 認知心理專家教你把握孩子發育關鍵期杉山崇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53 溫養不痛經: 全方位呵護女性的中醫小妙方 余應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60 小學4年級定終生 金康一, 金明玉著; 王中寧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8799677 聊天就能把東西賣掉! 箱田忠昭作; 張凌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84 遠離視力退化!護眼營養保健這樣吃 世茂健康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691 老中醫給孩子的體質調養書: 顧好喉嚨不感冒,營養配餐、穴位按摩這樣做徐榮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07 世界第一簡單機器學習 荒木雅弘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14 子宮的祕密筆記: 女醫教妳正確認識婦科疾病王玉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21 中醫大師教你9招斷病根 沈紹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38 數學女孩: 龐加萊猜想 結城浩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45 動動手腳指,活腦不失智: 腦科權威醫師教你改善大腦血流、恢復神經功能的體操!竹內東太郎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52 食養本草: 餐桌上的藥治方 沈欽榮, 毛小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69 日本醫師的奇蹟面診法: 教你由面相看疾病 三浦直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76 顧喉嚨: 喉嚨好,免疫力就好 大谷義夫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783 少林中醫教你養脊椎,練核心 禪一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109

送存冊數共計：111

禾流文創



9789578799790 食物酵素的奇蹟: 酵素與營養的生命力量 亨伯特.聖提諾(Humbart Santillo)作; 鹿憶之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8799806 中藥房裡買得到的傳世名方 佟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813 圖解工廠的構造與管理 松林光男, 渡部弘作; 蕭志強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308 廉能政治的實踐家: 陳定南傳 黃增添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65339 宋朝最美的戀歌: 晏小山和他的詞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46 黑暗之後是光明: 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與華人教會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王志勇, 余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53 今生不做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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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0003 茶路: 府城茶人錄 黃博郎總主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134 虎尾壠社的前世今生 張復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3112 愛與和平: 兩岸書法交流展 鍾偉愷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7302 台俄經貿推廣與產業合作之商機 黃清晏, 戴志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587 左傳精華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761 宋畫全集. 第四卷第四冊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785 走出島國農業困境 焦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792 面對台灣風險社會: 分析與策略 蕭新煌, 徐世榮, 杜文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808 高齡友善新視界: 觀察臺灣與他國的高齡者照顧周傳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815 工作的身體性: 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演張晉芬, 陳美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822 批判話語分析總論: 理論架構、研究設計與實例解析林東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854 小鮮肉的熱情 糖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861 魔王上司吃定我 艾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宗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俄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台南市茶藝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主流



9789863355878 海皇護月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885 鄰家弟弟是惡魔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892 帝是良人我非賢妻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908 蠻學妹戀愛了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915 被經理討厭的我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922 惡質前夫要娶我 艾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939 心跳咚咚撩到你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946 少爺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355953 少爺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355960 少爺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355977 少爺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355984 帝子吹簫逐鳳凰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5991 帝子吹簫逐鳳凰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966 甘露施食要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810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711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728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8級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9735 雲淡風清: 臺灣水彩行者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742 藏香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9773 和韻之美:蘇世雄作品集; 和韻之美:賴美華作品集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704 三十九位的我們 莊阿敏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766 心手集: 學生作品精選. 貳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6932 新約<>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956 啟動屬靈生命大能的影響力 陳斯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正修科大妝彩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5

玄奘印刷文化



9789865996963 朝鮮王朝面面觀 朝鮮社會研究會作;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970 舊約主題脈絡要義. 三, 詩歌智慧書 黃登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987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994 詩篇: 文學賞析與信息 薛伯讚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10500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10517 韓國文化巡禮 趙東一, 李銀淑作;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524 哈該書與撒迦利亞書的完璧歸趙 賴倍偉, 張蘭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2104 中西結合婦科學 陳榮洲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123 太和金闕道德行宮: 北極真武玄天上帝聖紀 葉真辰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5664 此心安處是故鄉 沈佑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5398 此心安處是故鄉 沈佑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86920 台海狂想曲 施純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641 道家易經 謝昭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658 從使徒行傳分析受聖靈說靈言 林永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740 一秒過一生 張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764 實證佛教修行方法(簡體字版) 呂真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795 水手情.世界遊 施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01 寶島遊: 台中美景多 藍色水銀, 林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18 寶島遊: 彰化南投美景多 藍色水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49 愛,就要說出來 趙翠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56 轉念助度法 陳朝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63 杏林隨筆: 聽診器下的呢喃 陳壽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70 丁丁的房產人生雜記 丁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87 臺灣寺廟圖集 鄧豐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894 監獄裡的母親們 潘丁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00 西漢人名的時代精神及其命名特徵: 以<>為考察個案采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17 歐氏兩代藝文作品精選集 歐承祖, 鄭秀英撰; 歐先浩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24 感悟: 心的觸動與醒覺 釋慧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31 一塊錢的智慧: 小朋友學理財 吳致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48 海島村的老故事 明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48 海島村的老故事 明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62 顧曉軍談小說 顧曉軍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588979 突破0級 開創1級時空 後0級世代新快樂學 宇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8986 天啟 Samantha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8993 關山萬里: 生命的記憶 孔繁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06 另一個聲音 唐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13 滄海一聲笑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20 讓故事駭起來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37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術科自編教本 李承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44 生命中一種忘憂的草 李秀梅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弘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清宮



9789863589051 渡雁集 渡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68 程序公平對於員工助人行為之影響(簡體字版)林立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75 桔貓(簡體字版) 陳語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082 全相式情緒行為輔導策略卡 孫佳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105 顛覆的教改 劉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129 最大公約數? 孫榮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143 民國三十七年生 雷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150 台灣糖業文史圖集 鄧豐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280 藝術家;孤獨,的,自語 黃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374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03816 佛藏經講義. 第二輯 平實導師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854 佛藏經講義. 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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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2633 羅平景畫集 羅平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3589 常用成語典 弘雅圖書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增訂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2808 菸草心 阿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380 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口頭與案頭世新大學中文系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397 全媒體、大數據、新世代 蕭宏祺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1476 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 沈明室, 姚焱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50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 巫志忠等編著; 張德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513 高級中等學校 健康與護理 郭鐘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520 高級中等學校 健康與護理 郭鐘隆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491537 高級中等學校 健康與護理 郭鐘隆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91544 生活科技 汪殿杰, 莊孟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551 家政(高級中等學校) 周麗端, 魏秀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傳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瓦當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禾順彩色印刷製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雅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0

正智



9789864491568 美術(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丘永福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59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 曲慧娟等編著; 張德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629 五專全民國防教育上 沈明室, 姚焱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636 健康與護理. 108(五專) 朱元珊等編著; 郭鐘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650 生命教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吳瑞玲等編著; 錢永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674 美術. 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陳旻君等編著; 丘永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681 中國歷史人物故事 管家琪文; 顏銘儀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491698 魔法的祕密 洪佳如文; 六十九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728 國際情勢 全民國防 健康與護理 沈明室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735 兒子的謊言 艾爾凡.馬斯特(Irfan Master)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742 用心理學發現微幸福 蔡宇哲, 潘怡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759 豌豆小公主與傑克 黃舞樵文; 黃志民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766 臺灣藝術史 黎曉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773 麥克筆新體驗 李俊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1780 馬丁、瑪莎,還有夏婆婆 王淑芬文; 許珮淨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797 艾伊卡的塔 雅娜.博德娜洛娃(Jana Bodnárová)文; 南君圖; 梁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803 童詩,想明白: 一起讀、一起想、一起寫的詩集王淑芬文; 灰塵魚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7878 睡覺也需要練習: 治療失眠從活化心靈開始,24週讓你一夜好眠劉貞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885 光明為幟,真理為標: 記愛國教育家涂羽卿博士李宜華, 涂繼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892 時尚.蔬食.Thinking Green 丹尼爾.尼格雷亞(Daniel Negreira)等作初版 精裝 1

9789578587908 和日本文豪一起推理: 江戶川亂步的犯罪心理筆記江戶川亂步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15 解開照護枷鎖: 人生必修的長照課,照顧家人你一定要知道的事陳乃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22 到巴黎尋找海明威 Joyc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39 清萊。慢慢來: 必訪文化景點X絕美產地咖啡館X道地美食X在地人行程推薦,讓你一次玩遍清萊尤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46 不只是陪伴: 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與孩子們的生命故事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專職團隊作者群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53 有一種愛情是你: 是你,才夠浪漫 粗眉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60 日本文豪的古都時光 夏目漱石等著; 侯詠馨, 楊明綺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587977 我的貓系生活: 有貓的日常,讓我們更懂得愛 露咖佩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84 日本鐵路便當學問大: 便當裡的故事 朱尚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991 7歲開始打造法律素養: 父母與老師都需要的法律教養書劉傑瑞, 秋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941 終疆. 6, 神秘高手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659 真.愷玹 曾愷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666 天選者. 2: 咦?這麼幸運真的可以嗎? 貓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673 零失敗!Sophie的低醣生酮烘焙完美配方 Soph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680 末等魂師. 7, 魂師之路,開啟! 銀千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697 東京二見鍾情: 明太子小姐の東京生活手帳. 2明太子小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008 看得見謊言的我,愛上了不說謊的妳 櫻井美奈著; 林于楟譯 平裝 1

9789869835022 歐洲從東邊玩: 歐洲人的旅遊天堂波羅的海三小國、德東、波蘭、捷奧匈金三角,安全X超值X好吃X好玩,小資族也可以輕鬆上路!背包K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039 陸天遙事件簿. 3, 天天念念,遙遙無期 尾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9269 太陽和月亮躲在門裡(中英對照) Cindy Wang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4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平裝本



9789869739276 The story of shapes: when shaping shapes(中英對照)Cindy W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9283 臺中女中百年校慶樂旗隊紀念專刊: teen teen臺中女中百年校慶樂旗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9290 海市蜃樓. VII, 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姚瑞中, LSD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9290 海市蜃樓. VII, 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姚瑞中, LSD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722 時速5公里之前的城市: 由高雄老屋開啟地域性空間論述林宛蓁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725 暗mi-moo Abon文; 施暖暖圖; Tân Éng-jiû, Andrea Chu英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9723732 來𨑨迌 劉素珍故事; 高詩涵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723749 Tsiâ偷食菜頭粿?! 許珮旻文; 高詩涵圖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577 積極態度成功聖經(珍藏版) 拿破崙.希爾作; 王明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90584 拿破崙.希爾成功定律 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作; 葉凱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590591 負能量的吸引力法則: 正視並接受負面情緒,迎接更好的自己MACO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607 高敏感族活出自我的7日練習: 擺脫「以他人為主」的人生根本裕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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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5004 就是愛AR 李欣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011 就是愛Google表單 李欣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028 就是愛Premiere Pro 李欣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27651 落跑皇后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6627668 落跑皇后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6627675 落跑皇后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6627682 落跑皇后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6627705 極品ㄚ鬟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6627712 極品ㄚ鬟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6627729 極品ㄚ鬟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6627736 極品ㄚ鬟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6627743 極品ㄚ鬟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6627750 極品ㄚ鬟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576627767 極品ㄚ鬟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0109 大葉楠新詩選集. 二 王淑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3622 快哉墨吟. 三: 永濟書法學會第五次師生展作品集永濟書法學會會員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濟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1

丕績尼尼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澎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台語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609 當代五大音樂教學法 鄭方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1207 亞格達斯經-至聖經書 巴哈歐拉[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108 台灣天然抱石 吳華倫, 李亦芳作; 孫慧諭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121 醫學台語 張嘉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703 小小農夫趣市集: 幼兒園有機食農教育課程操作手冊楊文仁, 許雅惠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005 Immuno-Oncology: Premium coll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gastric cancer侯明模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2744 小睡鼠有七張床 蘇珊娜.艾森作; 馬可.碩馬繪;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751 奇怪修理店 車載赫作; 崔恩英繪; 葉雨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768 黃色水桶 森山京著; 土田義晴繪; 陳珊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2775 一星期的變奏曲 哈洛德(A. F. Harrold)作; 鄭榮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782 海倫.凱勒傳 海倫.凱勒(Hellen Adams Keller)原著; 曾小瑩改寫; 奇亞子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2799 俠盜羅賓漢 霍華德.派里(Howard Pyle)原著; 招貝華改寫; 陳亭亭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2812 消失的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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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2829 大家都是好朋友 新澤俊彥作; 大島妙子繪;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836 大家開心我也開心 新澤俊彥作; 大島妙子繪;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843 長頸鹿的信 岩佐惠文; 高畠純圖; 小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2850 大腳丫跳芭蕾 艾美.楊文.圖; 柯倩華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2867 不信你去問獅子 竹下文子文; 高畠純圖; 蘇懿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2881 輪椅是我的腳 法蘭茲-約瑟夫.豪尼格文; 薇恩拉.巴爾豪斯圖; 林倩葦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2898 只有我知道 森山京著; 土田義晴繪; 陳珊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2935 十五少年漂流記 朱勒.韋爾納(Jules Verne)原著 ;劉維美改寫 ;山泥泥繪圖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台灣的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母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有機農夫市集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巴哈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天然抱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韻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111 解讀農民曆 談欽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793 佛法東來: 鳩摩羅什與達摩祖師 張家麟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771 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7200 小星星變奏曲-我不笨所以我有畫要說 陳弈宏文稿; 黃迺翔等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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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9239 建築照明研究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四屆台灣建築照明學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606 溫柔中的強韌: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70週年紀念專書劉麗惠等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235 銅光熠彩: 台灣陶瓷學會特色展. 2019 王怡惠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300 "認知悠能®"蒙特梭利失智症照護模式: 跨領域、以人為中心的失智症照護理念蓋兒.艾略特(Gail M. Elliot)作; 甄瑞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012 廁門中的修行: 吳明修建築師公廁論文集 吳明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2709 道次第心要 惹對格西拉然巴.索南嘉謙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廣覺林佛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認知功能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陶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照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奇兒創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1700 認知與行為神經學指引. 第二冊 白明奇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2809 精益求精的食品驗證制度: 從GMP到TQF 楊家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340 小島捕魚: 台灣水邊的日常風景(中日對照) 李偉麟等採訪撰稿; 周易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357 重新編集地方 影山裕樹編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364 合作住宅指南: 用自決、永續、共居開啟生活新提案米夏埃爾.拉馮德(Michael LaFond)作; 賴彥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388 日本和傘大賣世界: 中小企業前進海外市場的必勝戰略西堀耕太郎作; 雷鎮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395 藝術家在做什麼?:六個理解二十世紀藝術的經典例子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作; 王年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459 棘心 蘇雪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335 細看人生: 馮永基 馮永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127 生物與非生物之間: 所謂生命,究竟是什麼?: 一位生物科學家對生命之美的15個追問與思索福岡伸一著;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906 GHP與HACCP系統編修實務 賴坤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806 潮夏夜: 屏東潮州不完全夜遊指南 盧郁婷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247 悅心語: 南懷瑾先生著述佳句精選(日文版) 南懷瑾著; LEX International Co., Ltd.翻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方藝文創新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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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汎升視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439 吃當季: 421道節氣食譜,滿足四時節令的一年12個月每日好食!孫晟熙作;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484 麵包魂!: 巴黎二十五年烘焙師徐國斌教你吃出無添加法國原味徐國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372 金錢的靈魂: 讓你從內在富起來,做個真正的有錢人!琳恩.崔斯特(Lynne Twist)作; 蔡孟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7834 好好睡著色畫: 一筆一畫讓綿羊、花朵、熱氣球帶你入夢鄉安潔拉波特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303 胎命(七柱論命)的原理和實務(簡體字版) 何重建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59609 高普特考國文搶分題庫 蘇廷羽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8859807 社會工作(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814 圖解制霸社會學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821 圖解制霸 社會福利服務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838 社會福利服務 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845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小辭典 陳思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852 社工師6合1題型解密專業加強版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86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8859876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883 七把刀弄懂微積分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859890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906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913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920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937 高等微積分的九陽真經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207 好東島: 酒黃、糟紅、田綠 艸民們編輯; 吳宣萱攝影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18816 走進科學.外星生命 科普小組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638 跨域與探索: 邁向高教深耕二年的教學實踐與校務研究何慧卿等作; 高旭繁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728645 竊聽 葉衽榤作 平裝 1

9789869728652 主宰時機: 劇本創作集 陳立勛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9639 早安,巴哈先生: 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卡薩爾斯,與我的音樂奇幻之旅Eric Siblin著; 吳家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646 何苦去旅行: 我們出發，然後帶著故事歸來 Matt Gross著; 朱道凱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早安財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伊布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艸民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行卯



9789868319653 重新愛上你: 我們這一代的幸福與焦慮 蘭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660 父子 傅月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677 第五風暴: 一個失控政府,一場全球災難 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卓妙容, 吳凱琳, 沈大白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9684 夠了: 約翰.伯格談金錢的最佳策略 約翰.伯格(John C.Bogle)著; 陳雅汝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8319691 一本書看懂晶片產業: 給未來科技人的入門指南謝志峰, 陳大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501 鯨吞億萬: 一個大馬年輕人,行騙華爾街與好萊塢的真實故事Tom Wright, Bradley Hope著; 林旭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525 鯨吞億萬: 一個大馬年輕人,行騙華爾街與好萊塢的真實故事(簡體字版)Tom Wright, Bradley Hope著; 林旭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532 阿特拉斯聳聳肩 艾茵.蘭德(Ayn Rand)著; 楊格譯 三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301 我們都只是普通的父母 朱士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7318 練拳十年,不如師父一點 張幼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5381 蔡康永的情商課2: 因為這是你的人生 蔡康永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365411 媽媽,學校都沒有教「性」 野島奈美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428 孩子的成長痛,小說有解 羅怡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435 零廢棄的美好生活: 每月開支省1萬，垃圾越少越富足!呂加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172 打造富腦袋!從零累積被動收入: 月收翻倍的財富攻略Selen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853 菁英都是閱讀控: 日本最大讀書會創始人教你,利用高效共讀讀書法建構跨界知識庫,拓展人脈,成為一流人才、扭轉世界神田昌典著; 巫佳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860 我手寫我心: 一張紙,一支筆,寫出更好的自己水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877 自我介紹聖經: 44個立川流自我品牌建立法,讓你第一次面試就錄取、人氣爆棚、圈粉無數、搶訂單、擴人脈,無往不利立川光昭著;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884 一個人,好好 偶希都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891 愛的成功學 林靖愷, 陳心琳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6437 你可以過得更好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444 感恩心,過好生活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451 好事在 陳美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468 一定要玩!超神準心理測驗. 2, 愛情篇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475 活著自有用處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482 開運大補帖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676499 念轉運就轉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676505 你有多勇敢就有多幸福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512 靈魂想回家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529 黃子容談前世今生: 前世因果,今生解. 7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536 身歸靈,心歸零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550 開運大補帖. 7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567 念轉運就轉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694438 菩薩心語. 4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4445 與菩薩對話. 6, 願心願行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4452 海天佛國普陀山: 觀音心,人間修行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好合顧問



9789869694469 海天佛國普陀山: 觀音心,人間修行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902 星塵 珍妮.威利斯(Jeanne Wills)文; 布萊恩妮.梅.史密斯(Briony May Smith)圖; 殷麗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9618 小男孩長大後: 爺爺和我. 續集 魯瓦克(Robert Chester Ruark)著; 冷彬, 林芳儀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89625 爺爺和我 魯瓦克(Robert Chester Ruark)著; 謝斌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567160 古典音樂一點就通名曲GUIDE 吉松隆著.繪; 呂雅昕, 游蕾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160 古典音樂一點就通名曲GUIDE 吉松隆著.繪; 呂雅昕, 游蕾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276 布魯克林有棵樹(出版75週年紀念版) 貝蒂.史密斯(Betty Smith)著; 方柏林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567306 古典音樂好簡單套書 吉松隆(Takashi Yoshimatsu)著.繪; 吳怡文等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567313 爺爺和我(暢銷經典版套書) 魯瓦克(Robert Chester Ruark)著; 謝斌, 冷彬, 林芳儀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567337 孔子和他學生的故事: 101個關於孔子老師的問題王鈞林等著; 王思迅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67344 哲學是職場上最有效的武器: 50個關鍵哲學概念,幫助你洞察情況、學習批判思考、主導議題,正確解讀世界山口周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351 零壓力: 丟掉這些你以為的好習慣,內心就會變堅強!見波利幸著; 何信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368 勝利法則: 中外歷史中最經典的經營策略,32個關於創新、競爭、領導的思考鈴木博毅著; 黃瑋瑋, 劉佳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37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什麼是江湖?: 從古人詞語學文化常識3蘇建新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567382 馬桶原本是給馬用的嗎?: 從古人詞語學文化常識. 4姜湧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67399 大圓滿前行: 普賢上師言教 華智(巴楚)仁波切著; 索達吉堪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405 老年的意義: 我和那些老人共處的一年 約翰.利蘭(John Leland)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412 敘事本能: 為什麼大腦愛編故事 維爾納.錫費(Werner Siefer)著; 管中琪譯 平裝 1

9789578567429 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想太多!: 啟動無意識的力量,發現更厲害的自己大嶋信頼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861 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越長大越不知自己要什麼?徐多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878 讀癮者的告解 安妮.博吉爾(Anne Bogel)著; 謝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885 妳那麼獨立,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吧: 男人最常使的13種「渣」法。殺不死妳的,會讓妳更強。你喵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54328 山水真如曾得標任運膠彩畫邀請展. 2019 曾得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942 精準老化醫學 李英雄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5959 AI奠基精準醫學 李英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5966 精準量子醫學 李英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028 指導靈的智慧: 認識你的指導靈團隊與連線靈魂導師的實用手冊詹姆斯.范普拉(James Van Praagh)作; 蕭寶森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昌生物醫藥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5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米奇巴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701 雲霧初開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718 渡河棹抂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237 我是小農夫: 不插電玩程式邏輯 林孟宣, 宇宙機器人教案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9637244 micro:bit與電子零件的相遇 劉正吉著 平裝 1

9789869637251 micro:bit麥昆小車隨意go 呂聰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84680 600個哈佛益智思維游戲 張祥斌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97 博採眾長自成一家: 葉天士的故事 陶曉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03 科學史上的慘痛教訓: 瓦維洛夫的故事 趙立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10 洲際航行第一人: 鄭和的故事 王昭華, 王戰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27 地質之光: 李四光的故事 李方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34 鐳的母親: 居里夫人的故事 于金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41 星雲學說的主人: 康得和拉普拉斯的故事 姚立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58 制服怒水澤千秋: 李冰的故事 李勁松, 河曉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65 環球航行第一人: 麥哲倫的故事 李成楷, 孫明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72 宇宙的中心在哪裡: 托勒密與哥白尼的故事 賀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89 硝煙彌漫的詩情: 諾貝爾的故事 劉學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796 圓周率計算接力賽: 祖沖之的故事 管成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02 中國的狄德羅: 宋應星的故事 潘吉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19 真理在烈火中閃光: 布魯諾的故事 李立志, 田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33 兩岸大眾文化比較 趙淑梅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40 街頭巷尾: 十九世紀中國人的市井生活 領讀文化整理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8657 幸福教養只要一點改變: 走進孩子內心世界的7堂課學員手冊劉慈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8664 幸福教養只要一點改變: 走進孩子內心世界的7堂課帶領人手冊劉慈惠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306 小翔的打擊魔法書. 基本練習篇 林于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9607 當代漆藝交流展. 2019: 臺灣彭坤炎.日本赤堀郁彥彭坤炎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風堂漆藝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思策坊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同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是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河國際



9789869629720 愛的風景: 李仕宇二0一九個展 李仕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4954 環境保護法規 林健三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6964961 唐詩的可能: 唐詩多元教學實踐之研究: 教學成果報告書陳正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4978 解剖學指引 林育娟, 蔡政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440 流行爵士鋼琴教材. 3 張議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9607 開心詩集 井中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23787 我和怕怕 法蘭切絲卡.桑娜(Francesca Sanna)著; 黃筱茵譯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711 菇菇小學堂: 150種菇類觀察入門圖鑑與小常識北斗菇類綜合研究所監修; 張嘉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728 來去學廚藝!世界人氣餐飲名校攻略: 烹飪、烘焙、葡萄酒各餐飲專校介紹,科班生、素人都能念!安東尼, 朱雀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735 蔬菜小學堂: 近100種蔬菜介紹、挑選方式、保存方法與小常識。山本晃章監修; 林毓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742 幸福園遊會: 蛋糕甜點、飲品鹹食、餅乾零嘴一網打盡,一書在手,園遊會、慶生會、開Party不用愁管的幸福烘焙聯合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759 8-88歲都能做!迷你食物模型教室: 一圖一文教學,用軟陶做1天3餐+點心張美英著; 賴毓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766 卡哇伊立體造型湯圓: 美姬老師獨家研發無添加、軟糯香Q口感配方, 打造好捏塑、不變形、不易裂的完美造型湯圓王美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773 天天都可以吃的無糖甜點: 吃不胖、消水腫、穩定血糖,好做又好吃的點心友田和子著; 水野雅登, 原小枝監修; 徐曉珮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2780 猫咪旅館 黃海蒂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22797 好吃無極限的無限料理: 全部都想做,全部都想吃的101道配菜、下酒菜大友育美著; 徐曉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09 經典不敗百變吐司: 30道超人氣配方,6種常見的製作方法、近萬字的吐司烘焙Q&A,近20種整型手法及影音示範影片,讓你做出完美吐司。陳明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16 純淨溫和!插畫風手工皂: 以天然色粉調色,30款純色、混色、幾何圖形、繪畫圖案冷製皂金度希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23 咖啡館style茶飲101: 不藏私公式大公開,教你利用各式食材及獨特糖漿,製作出好喝又驚艷的特調風味茶李相旼文字; 李靜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30 暖心楷書‧開始練習古詩詞 陳宣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47 主廚精選!世界經典甜點: 傳統配方再現VS.主廚的黃金比例配方郭建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54 韓式鮮奶油擠花、抹面、夾層: 韓國名師Congmom親授,21款基本技法+29個擠花技巧+37種蛋糕裝飾鄭賀蠕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61 一起吃飯吧!: 帥廚廣宏一的經典家常菜100 廣宏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1078 城市旅行速寫!法國: 11種鋼珠筆基本技法教學+繪圖順序建議,新手也能現學現畫林倩誼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846 葡萄牙,我們一起去 Brian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853 第三人生任逍遙: 50之後,比理財更重要的事!施昇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860 遇見花小香: 來自深海的親善大使 廖鴻基文字; 張浩然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877 新編古典今看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音樂譜



9789869756884 祭特洛伊: 當代環境劇場美學全紀錄 金枝演社劇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891 紅樓心機: 我的騷動,渴望你懂 蔡詩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8803 法華經者的話 釋悟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18810 法華經者的話 釋悟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18834 家.酒場: 67道下酒菜,在家舒服喝一杯(或很多杯)比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8841 掙扎的貝類 煮雪的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460 [完全圖解]三大管理學大師一本搞定: 杜拉克、波特、科特勒入門中野明作;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2795 葉門戰爭 格雷戈里 D. 約翰森(Gregory D. Johnsen)作; 唐澄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810 裏面日本 風俗業界現場 坂爪真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827 義和團 黛安娜.普雷斯頓(Diana Preston)作;周怡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834 西伯利亞鐵路: 歷史如何因它而轉折?戰爭如何因它而起?世界如何因它而改變?克里斯汀.沃爾瑪(Christian Wolmar)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841 後悔當媽媽 奧爾娜.多娜絲(Orna Donath), 瑪格麗特.崔賓.普拉斯(Margret Trebben-Plath)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858 無家可歸的女子: 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 鈴木大介作; 陳令嫻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000 圓頓四聖諦彌陀禪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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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6277 量身定制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16291 量身定制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16284 量身定制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668163 百百怪軼與金魚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68170 尾巴抖抖抖很高興見到妳 喵 Adiamond Le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5712 美式整脊X光片脊椎影像學分析診斷繪圖技術臨床指引口袋書: 多學科跨界整合、全方位肌骨康復林威廷主編 平裝 1

9789869105729 美國脊骨神經矯正醫學臨床技術研討會臨床指引口袋書: 大數據精準醫療、互聯網智慧康復林威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782 原來,寬鬆一點也無妨: 放下完美、保留彈性,接納「不夠努力也可以」的自己和田秀樹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799 我想為你推薦一本書: 沒錯,這就是我最喜歡做的事花田菜菜子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120 氣功與心靈 林孝宗著 修訂壹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發功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米國度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旭康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光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1911 好水養護身心靈: 健康從認識水開始 李虹禛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251 李華川紀念畫集 李華川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5191 簡易按摩: 消除病痛少吃藥 蕭裕正, 蕭淞云著 初版 平裝 4

9789865032074 你在哪ㄦ?以雲端生活陶瓷創作展為例 徐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2081 罐藏符碼陶瓷設計創作之實踐與應用 徐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2470 虛實整合設計與實作應用 陳姿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2494 太康壹壹參陶瓷設計創作執行專案 徐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2623 智慧機器人與機器視覺應用於製鞋程序之研究王文騰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406 星座好朋友: 你其實比另外11個幸運 星座好朋友編輯群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970 資訊分享,鎖得住? 柯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作; 朱怡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804011 暗池: 人工智慧如何顛覆股市生態 史考特.派特森(Scott Patterson)著;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4028 荷爾蒙 蘭蒂.胡特.艾普斯坦(Randi Hutter Epstein)著; 張瓊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4035 怎樣談科學: 將「複雜」說清楚、講明白的溝通課蘭迪.歐爾森(Randy Olson)著; 朱怡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4042 「性格」販子: 最受歡迎的人格測驗MBTI大揭秘莫薇.安姆瑞(Merve Em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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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9680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19 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編著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902 Discovery math editor Wei-Tse Hsu, Henry Yang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80926 Discovery math editor Wei-Tse Hsu, Henry Yang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416 拍手功治百病: 簡單易學養生保健法 侯秋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行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全富數位

送存冊數共計：1

守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合鄉美術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720 光明的智慧. 12, 仙佛慈語 聖賢仙佛作; 光慧文化編輯 平裝 1

9789865768744 孝說: 百孝經孝悌故事 劉佩榕編著; 吳忠穎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751 光明的智慧. 13, 仙佛慈語 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751 光明的智慧. 13, 仙佛慈語 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656 靈性生活法則: 瑜伽修行指南 尊者惹紮西牟尼著; 華嚴譯經苑譯 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7507 Five little piggies playing in the park written by Kelly Cheng; Illustrated by Yi-Chen Cheng, Wei-Chen Lee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3165 BIBI: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動盪歲月 安謝爾.帕菲佛爾(Anshel Pfeffer)著;呂志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172 矮子古茲曼們的毒梟之國 卡門.波露薩(Carmen Boullosa), 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3189 歐盟大麻煩: 英國脫歐與歐盟前景 羅傑.布特爾(Roger Bootle)著; 侯英豪譯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5272 記憶宮殿: 揭開史前遺址傳承千年的秘密: 在文字之前,回憶如何被塑造琳恩.凱利(Lynne Kelly)著; 張馨方, 唐岱蘭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488 上一堂很有事的印尼學: 是隔壁的窮鄰居,還是東協的老大哥?何景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495 修行的第一堂課(大字經典樂讀版) 達賴喇嘛(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著; 丁乃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343501 未來最需要的新人才: 摩根史坦利、Google培訓師的職場能力開發建議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Piotr Feliks Grzywacz)著; 蔡昭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518 外商CEO內傷的每一天 黃麗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737 觀光休閒與飯店管理論文研究結果分析薈萃. 2010-2018陳貞如, 李威嶔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4786 穩穩接住自己: Chris Su的瑜伽之路,你需要的正念陰瑜伽Chris S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793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3: 回憶錄 柯南.道爾著; 王程祥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809 西線無戰事 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著; 顏徽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4816 漫漫古典情. 3: 詩與人的邂逅 樸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823 巷說異聞錄 檀信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830 如何使用你的眼睛 詹姆斯.艾爾金斯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847 圖解MLB 曾文誠, 曹玉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854 圖解台灣民俗 李文環, 林怡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4861 許地山作品選集 許地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878 亞馬遜: 古代女戰士的真實傳奇 約翰.曼(John Man)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885 今古奇觀. 二 抱甕老人原著; 曾珮琦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892 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著; 呂佩謙譯初版 平裝 第1卷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百譯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伊諾起思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光潽文創



9789861784908 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著; 呂佩謙譯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1784915 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著; 呂佩謙譯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1784922 漫漫古典情. 4: 詩人的那些事 樸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946 解厄鑑 晏殊著; 曾珮琦譯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614 佛光,文學之道 蕭麗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290 漢畫像的象徵世界 朱存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0502 中國史前神話意象 王懷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5304 臺灣與各地之保生大帝信仰研究 陳益源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5311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新鐫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蘭陵笑笑生原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775328 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陳茂仁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7908773 中國哲學史 王邦雄等著 增訂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925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7784 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寶典(中英文版)蔡孟樺主編; 星雲大師總監修 精裝 2

9789574574209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5 程恭讓, 妙願法師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74216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5 程恭讓, 妙願法師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57458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實踐研究. 2017 妙凡法師, 程恭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667 Studi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1: foundational thoughtsco-editors Miao Guang, Venerable Juewei 平裝 1

9789574574704 中英人間佛教詞彙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編輯; 妙光編輯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574711 宜蘭弘法十年紀: 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 闞正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735 人間佛教社會學論集 妙凡法師, 李向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780 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574810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人間佛教的社會向度. 二0一七程恭讓, 妙凡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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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4995 星雲大師一筆字 星雲大師作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4574995 星雲大師一筆字 星雲大師作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457501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實踐研究. 2018 妙凡法師, 程恭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114 Studi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2: practical application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on humanistic buddhismco-editor Venerable Miao Guang, Venerable Juewei 平裝 1

9789574575121 Buddha-Dharma: pure and simple. 1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575152 星雲大師<>論要 妙凡法師, 程恭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169 全露法王身: 佛光山植物之美 吳欽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176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O一八. 輯六, 人間佛教社會思想程恭讓, 妙凡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183 自覺人生.莊嚴身行 慈容法師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575190 自覺人生.莊嚴身行 慈容法師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575213 人間佛陀漫畫系列. 1: 懂你不敢說 星雲大師原著; 度魯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220 人間佛陀漫畫系列. 2: 幸運遇到了 星雲大師原著; 度魯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237 人間佛陀漫畫系列. 3: 更少得更多 星雲大師原著; 黃耀傑, 陳漢明編繪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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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佛光大學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我己文創



9789574575244 人間佛陀漫畫系列. 4: 等你很久了 星雲大師原著; 黃耀傑, 陳漢明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251 人間佛陀漫畫系列. 5: 想念佛陀 想見佛陀 滿觀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275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6 妙凡, 程恭讓總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75282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6 妙凡, 程恭讓總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575305 甘露 張英珉, 葉琮, 姞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312 潮汐 古雯, 尹雯慧, 許裕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329 過站 莊祖邦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336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7 妙凡, 程恭讓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77178 資料處理大意: 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109版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649 憲法測驗題庫命題焦點暨解析. 109版 林強,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892 高普行政法概要. 109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915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922 警察法學緒論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8939 司法法學緒論(大意)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035 警察行政法(含行政程序法). 109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332 高普行政法(概要)申論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349 行政法(概要)申論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356 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363 警察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370 司法行政法(概要)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完全攻略百分百. 109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646 高普考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試題解析. 109版黃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9769 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組織) 程瑋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979950 特殊教育(教師甄試檢定) 徐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9981 經濟學 許偉, 許碩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014 教育統計 吳迪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120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 韋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137 三點拆解式政治學申論題庫 韋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0243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顏台大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0373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09版 王權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380 民法總則輕鬆讀. 109版 池錚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458 課程與教學(教師甄試檢定) 劉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0502 新公共政策申論實戰出擊.109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526 高考租稅各論. 109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540 法學緒論(大意)關鍵命題焦點題庫與解析. 109版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588 公務員法精義 常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0595 監獄行刑法測驗題庫. 109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601 監獄行刑法綜覽. 109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625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0632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649 司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656 警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663 就是行政學(測驗題庫) 程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694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0717 高考工程數學. 109版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731 高普考: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0748 地政士: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0755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高普考版) 劉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762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司法版) 劉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3

志光數位出版



9789865140779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警察版) 劉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793 地政土地登記-精闢. 109版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823 高普考-4power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0830 地政士-4power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0847 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0892 民法物權編概要. 109版 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908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0915 行政法概要: 最新修法與司法實務 林清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922 土地登記詳解: 精選申論題庫. 109版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0939 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 林翔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946 民事訴訟法 林翔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953 高普審計學. 109版 金永勝編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0977 司特: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 韋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0991 賞味.作文 金庸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004 賞味.作文(司法特考專用) 金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1011 賞味.作文(警察特考) 金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1028 主題式教育專業科目. 109版 戴帥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035 比較政府與政治(外交特考) 郭雋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1042 現行考銓制度 郭如意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059 地方政治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1066 財政學主題式歷屆申論題庫精準解題. 109版鄭漢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1073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測驗&申論題庫 劉奇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1080 高等會計學. 109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097 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09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103 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10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110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程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134 觀光資源概要. 臺灣篇. 世界篇. 109版 呂行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141 導遊領隊考前衝刺ing. 109版 呂行, 陳瑞峰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165 行政學百分百(命題焦點暨題庫解析) 陳真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1172 課程與教學 羅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1189 高考各國人事制度. 109版 白琳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1196 司法特考: 縱橫英文. 109版 郭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219 鐵路特考: 縱橫英文. 109版 郭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233 警察化學好樣的. 109版 張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257 勞資關係讀本 陸川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141264 21 days秒速解決公民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288 21 days秒速解決國文 田丹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295 21 days秒速解決行政學(大意)試題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301 就業安全制度 黎仁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141318 政治學申論: 20組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325 社會工作 讀.解 戴馨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332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歷屆申論題庫 喬伊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1349 新縱橫英文. 109版 郭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356 21 days秒速解決法學大意試題. 109版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363 社會學最強破題書. 109版 韋樂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370 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點秘笈 林清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394 拆解政治學歷史年表 韋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400 超完整公共管理 凌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1424 行政學申論題庫: 實戰出擊 郭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448 公司法 江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1455 票據法 池錚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1479 主題式統計學精典歷屆申論題型解題. 109版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493 各國人事制度-兼論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相關議題常亮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141509 政治學測驗+申論題型實戰出擊 郭雋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5141516 保險學. 110版 陳世昌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523 保險學. 109版 陳世昌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530 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焦點題庫Q&A. 109版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547 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焦點題庫Q&A. 109版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554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109版 古正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561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109版 古正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585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林清, 王濬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1622 交通安全常識 林敏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1684 互動式.憲法 呂晟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1691 互動式憲法 呂晟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1769 郵政三法(大意)x郵件處理規則題庫Q&A: 內、外勤適用. 109版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1783 架構式刑法(概要)申論攻略題庫. 109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245 Micro:bit小創客動手做 蘇清得, 葉景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252 Inkscape+Tinkercad小創客動手畫 蘇清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1269 Scratch 3小創客寫程式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276 威力導演17: 輕鬆快樂學 蔡建民,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813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佐野洋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447 熊熊的晚安小故事 凱蒂.克羅瑟(Kitty Crowther)文.圖; 陳太乙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454 是誰在洞裡啊? 鄭潔文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461 之後 樓弘.莫侯(Laurent Moreau)文.圖;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478 滿滿都是貓的日子 mirocomachiko文/圖;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80485 狐狸孵蛋 孫晴峰文; 南君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9746 印尼群島量繪計畫. II: 赤道地炎/遞延: 印尼Taring Padi(1998至今)地下精神導讀黃敏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2785 韓粉不用背!韓語入門80堂課: 字母+發音+實用短句王蜜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792 字首字根字尾統測必考字彙 陳麗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2808 雅思高分必考單字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815 日文圖解實務口語 藤本紀子, 周若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2822 奇妙大自然大圖解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2839 手繪英語極短句 Wenny Tsai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2846 英文單字跟我學: 字首、字根、字尾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853 Workplace English LiveABC編輯群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2860 一瞬間說出口 老外最常用的美式口語 沈端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2877 一本合格!JLPT日檢完全攻略(試題+解析)N5 中野啟介, 蔡嘉琪, 百瀨英樹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884 Live escalate. lite, base camp author LiveABC editors 1st ed.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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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送存冊數共計：106

宏全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步步



9789864412891 CNN主播最常用的新聞關鍵英語單字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907 Tourism English for specialists(student's book) author Courtney Aldrich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2914 Hospitality English for specialists(student's book) author Courtney Aldrich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2921 Live science. book 1 平裝 1

9789864412938 英語進階字彙完全攻略: 選字範圍4500字-7000字 4-6級字彙Matt Werth, Jay Sailors作 增修一版 平裝 1

9789864412945 Kidsabc class book. 3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1

9789864412952 Kidsabc activity book. 3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1

9789864412969 Kidsabc storybook. 3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1

9789864412976 Live escalate. lite, ascend author LiveABC editors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2983 食衣住行+觀光旅遊: 超實用英語會話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2990 It's a big world 平裝 1

9789864413003 Live escalate. lite, trekking authors LiveABC editors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3010 一本合格!JLPT日檢完全攻略(試題+解析)N4 中野啟介, 蔡嘉琪, 百瀨英樹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027 圖表.解構英文文法. A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3034 日語老師為你整理的圖解日語口語 藤本紀子, 周若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3041 Leap Ahead: 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初階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413058 Hear&Say: 英語聽講練習. 初階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413065 Come to live: starter(student's book) editors Jeff Skiles, Diana Leeson, Jeff Macon 其他 1

9789864413072 Reading Breakthrough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089 情境式法語圖解字典 Gwennaël Gaffric, 徐意裁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4413096 Live science. book 2 平裝 1

9789864413102 Activate English! 僑光科技大學共同英文成長社群教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4413119 經典文學名著選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126 IKU老師說一定會考的新日檢高分單字N5-N3(數位點讀版)佐藤生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3140 Kidsabc class book. 5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1

9789864413157 Kidsabc activity book. 5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1

9789864413164 Kidsabc storybook. 5 senior editor Jo Hsiao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6822 鐵路運輸學大意. 2020 彭國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6969 鐵路特考運輸學大意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彭國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045 細說初考/五等運輸學大意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20年版彭國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076 初考/五等運輸學大意(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彭國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5926083 初考/五等細說交通行政大意: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邱紀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38 細說銀行招考民法: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 蕭培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45 警專入學考試(乙組)數學合格革命 溫愷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52 警專入學考試(甲乙丙組)國文合格革命 嚴巽離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69 警專入學考試(甲乙丙組)英文合格革命 羅然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76 警專入學考試(乙組)中外歷史合格革命 周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83 警專入學考試(乙組)中外地理合格革命 杰魯, 林慈媛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20 國營事業英文必考1000題 羅然編著 平裝 1

9789869668170 人身保險經紀人證照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吳佩樺, 張文耀, 黃卓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4184 人身保險業務員: 重點/考題2合1 廖乃麟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2755037 信託業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劉憶娥編著 第14版 平裝 1

9789862755044 理財規劃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湘翎編著 第14版 平裝 1

978986275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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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版 平裝 1

9789862755082 鐵路營運人員甄試專用 鐵路工程與養護作業大意 500題考猜書林志憲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099 金融數位力知識: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755105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755112 中油僱員甄試(煉製、安環類)專用歷屆題庫4合1. 2019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宏典文化



9789862755129 中油僱員甄試(油料操作、輸氣類)專用歷屆題庫5合1. 2019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136 中油僱員甄試(事務類)歷屆題庫4合1. 2019 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143 中油僱員甄試(機械類)考試專用歷屆題庫3合1. 2019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150 專案管理[中華電信適用]考前猜題600題. 2019王捷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167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5版 平裝 1

9789862755174 外幣保單: 重點/考題2合1 廖乃麟編著 第6版 平裝 1

9789862755181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一科 重點/考題2合1 廖乃麟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755198 台灣金融業實務 林宜學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755204 最新台灣銀行業實務 林宜學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275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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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平裝 1

9789862755228 電機常識速成中油招考專用. 2019 陳學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235 中油招考專用 工安環保暨加油站設置法規 速成重點 經典試題. 2019湯士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242 農會招考: 農會國文 王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259 農會招考: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李聿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266 農會招考: 農產運銷 宏典文化農會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273 農會招考: 民法概要 蕭培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280 農會招考: 貨幣銀行學 葉倫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297 農會招考: 企業管理 楊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303 農會招考: 會計學 劉憶娥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310 導領實務: 考照精華 完全攻略 樂達, 菲揚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55327 導領實務: 考照精華 完全攻略 樂達, 菲揚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55334 導領觀光資源概要: 考照精華 完全攻略 樂達, 菲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341 基本護理學(含護理原理、護理技術與護理行政)主題式歷屆題庫攻略徐珮瑜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358 內外科護理學 主題式歷屆題庫攻略 徐珮瑜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365 產兒科護理學 主題式歷屆題庫攻略 楊千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372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 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黃賢齊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389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6版 平裝 1

9789862755396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會計及財務分析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劉憶娥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402 人身保險經紀人證照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吳佩樺, 張文耀, 黃卓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55419 臺灣菸酒甄試: 新進從業職員[行銷企劃類]歷屆題庫5合1. 2020宏典文化臺灣菸酒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426 臺灣菸酒甄試: 從業評價職位人員[訪銷類]專用歷屆題庫4合1. 2020宏典文化臺灣菸酒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433 臺灣菸酒甄試: 從業評價職位人員[營業類]歷屆題庫3合1. 2020宏典文化臺灣菸酒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440 臺灣菸酒甄試: 從業評價職位人員[事務管理類]歷屆題庫5合1. 2020宏典文化臺灣菸酒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457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4版 平裝 1

9789862755464 信託業業務人員速成總整理 劉憶娥編著 第15版 平裝 1

9789862755471 會計學(概要)含中級會計學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驗題型. 2020詹偉成, 丁彥鈞, 吳佩樺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549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贏家攻略 湯士弘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7555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7319 厚熊笑狗: 長照系列繪本第二站-惡食的逆襲吳俊德文; 謝顯林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901 視.錯視: 次文化影像蒙太奇之數位藝術概念創作研究劉晉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呈果美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9

村居品卷



9789869800709 新知研討會乳牛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8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716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二. 108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723 新知研討會台灣鯛之養殖與營養研討會. 108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730 新知研討會蛋雞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8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747 新知研討會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8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278 喵!我是貓大叔LE CHAT 菲利浦.格律克(Philippe Geluck)作; 林欣誼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85 喵!進擊的貓大叔 菲利浦.格律克(Philippe Geluck)作; 林欣誼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292 喵!貓大叔惡搞創世紀 菲利浦.格律克(Philippe Geluck)作; 劉品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7100 日本人氣甜點師教你輕鬆作好看又好吃的免烤蛋糕森崎繭香著; 黃鏡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131 木工職人刨修技法,打造超人氣木作必備參考書DIY MAGAZINE「DOPA!」編集部, 太巻隆信, 杉田豊久著; 王海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7627148 新手OK!理想菜園設計DIY 和田義弥著; 莊琇雲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155 立刻上手!實用繩結全圖解: 戶外活動.急難救助.居家生活羽根田治著; 黃鏡蒨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792 關帝全人教育學 陳昺菎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9203 海洋事務政策與管理 高瑞新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839 大學新鮮人「經濟學」之創意實踐: 創新混合型課程與教學李昭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818 字字珠璣: 細讀馬太福音 馬可.羅斯(Mark E. Ross)作; 林千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7825 信仰的基石: 關於主禱文的問答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黃馨瑱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237 己亥紀年印隨筆: 陳宏勉篆刻手札 陳宏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387 善用語言元素及知識,英文聽說快N倍 黃淑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394 中國大陸先鋒詩歌簡史(1968-2003) 張桃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7300 卡夫城堡: 「誤導」的詩學 余境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7317 教你讀唐代傳奇: 紀聞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秀威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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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君香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吾皇多媒體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良品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7041 帶著線條旅行 王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218 勵精圖治: 李海鵬詩選2010-2018 李海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249 降落的時刻: 蘇畫天詩選2010-2019 蘇畫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263 幻聽: 穎川詩選2012-2019 穎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287 鯨魚說 落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31 宗教藝術論 蔣述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48 輪迴 饒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55 高齡者的健康生活 葉至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62 生平絮語: 張存武回憶錄 張存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79 語言膏 丁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86 鯨滅 陳建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93 銀河樹 吳龍川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409 走過零下四十度 九里安西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416 改革中國報業的無冕王: 黃天鵬傳記 黃佩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317 容器: 璀璨深霧 豪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423 容器: 無瑕的愛 豪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67430 馬雅神教教主本紀: 少年王比利的故事 林大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447 且向花間留晚照 黃雅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454 反覆練習末日 王信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478 帶著線條旅行 王婷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3267485 來日綺窗前: 藍晶散文集 藍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492 新疆1945: 蔣介石重兵定天山 崔保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508 淘氣書寫與帥氣閱讀: 截句解讀一百篇 卡夫, 寧靜海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522 未來狂想曲: 曾美玲詩集 曾美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539 沼澤風 朱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591 台灣當代宗教小說作家群像 林慶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607 漫步市井聽故事 劉玉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652 我殺了一隻長頸鹿 簡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306 BEST SYLLABUS單字手冊 Reene Hsiao編輯 其他 1

9789869755313 GRAMMAR EXPLORER author Reene Hsiao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55320 GRAMMAR EXPLORER author Reene Hsiao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55337 GRAMMAR EXPLORER author Reene Hsiao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55344 GRAMMAR EXPLORER author Reene Hsiao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755368 PHONICS UP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55375 PHONICS UP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55382 PHONICS UP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55399 PHONICS UP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766210 Phonics Reader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66227 Phonics Reader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66234 Phonics Reader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66241 Phonics Reader author Reene Hsiao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766265 Reading adventure: basic. 1 author Reene Hsiao, Letitia Adriaanse 平裝 1

9789869766272 Reading adventure: intermediate. 2 author Reene Hsiao, Letitia Adriaanse 平裝 1

9789869766289 Reading adventure: advanced. 3 author Reene Hsiao, Letitia Adriaanse 平裝 1

9789869766296 Reading adventure: master. 4 author Reene Hsiao, Letitia Adriaanse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貝師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秀威資訊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2402 解秘 林英琪, 林志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844 上帝敲敲話: 365天的靈修日程 黃國倫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245 初級日本語. II 盧美芳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815 思辨決定你的未來: 沃草烙哲學讓你腦洞大開的25個思想實驗沃草烙哲學作者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822 原來這就是B型人格: 那些自戀、善變、邊緣、反社會的人在想什麼?陳俊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839 人生雖然有點難,我靠哲學搞定它 瑪麗.侯貝(Marie Robert)著; 陳蓁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846 不懂提問,哪來一帆風順?: 高手教你提升自我、拉近關係韓根太著; 何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853 就這麼簡單!30個小練習,讓生命大翻轉: NLP工具箱安一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860 衣櫥醫生,帶你走入對的人生 賴庭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561 三乘菩提之佛典故事. 一 葉正緯講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990 讓美劇教你「學」!用道地英文對白,搞懂學校教不會你的英文文法李秀景,李光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601 讓美劇教你「學」!用道地英文對白,搞懂學校教不會你的英文會話李秀景,李光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649 恐龍世界大揭秘: 侏儸紀時期和恐龍一起生活的同伴們含章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3656 三個和尚 佚名作; 傅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3670 一舉攻下生活英語會話的999句: 翻開就能用,讓你一開口連外國人都驚艷!鍾君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687 一看就懂! 讓你重新學好英文的全圖解英文單字書英語教材研究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694 拇指姑娘 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4902 零基礎學常用生活片語,一本就掌握 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4933 英文文法這樣學: 用1000個片語重新打造你的文法概念林軒(Jo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6008 藝外言中: 朱振南論墨談彩 北京大展 胡懿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3448 完美體重: 實現及維持理想體重的完整身心靈計劃狄巴克.喬布拉著; 薛璞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含章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呅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杏敏

送存冊數共計：17

希格斯星際量子茶會



9789578393455 消化順暢: 腸胃健康的完整身心靈計劃 狄巴克.喬布拉著; 吳玫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462 活力無窮: 克服慢性疲勞的完整身心靈計劃 狄巴克.喬布拉著; 李永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479 北國靈山: 一位俄國精神科醫師在終年冰封的阿爾泰山上的心靈之旅奧嘉.卡麗迪蒂著; 李永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486 暗流: 當心理醫生也得到了憂鬱症 瑪莎.曼寧著; 吳傑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493 跟記憶拔河: 走過阿滋海默症迷宮的孤寂之旅黛安娜.佛萊兒.麥高文著;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09 天賦妙手: 神經外科醫師班.卡森的傳奇故事 班.卡森, 塞西爾.墨菲著; 李成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16 The Wal-Mart way: 全球最大零售業龍頭成功的祕訣唐.索德奎斯著; 李振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23 最偉大的世代 湯姆.布洛考著; 褚耐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30 生命的奇蹟: 盲人跑者喬治.曼多拉的故事 威廉.巴契爾著; 吳玫瑛, 葉宏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47 十二條金線: 最後十二堂老祖母的人生智慧課愛麗絲克.韋伯著; 閻蕙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54 祈禱: 揭開信心療癒的神奇奧祕 拉瑞.多賽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61 藍血十傑: 創建美國商業根基的二戰菁英 約翰.百恩著; 陳山, 真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78 偉大作曲家群像: 羅西尼 尼可拉.提爾著; 陳澄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585 偉大作曲家群像: 孟德爾頌 莫賽爾.莫襄斯基著; 陳素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4027 BiG行動夢想家年刊. 2018: 夢想啟飛 財團法人BiG行動夢想家文化基金會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517 飛越西藏 遇見絲路: 李國明 譚延娟旅行攝影集李國明, 譚延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423 王羲之蘭亭序帖 我愛中華筆莊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430 四體心經: 正行隸草 宋耀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107 泉州磁灶陶師來臺歷史傳承: 文生窯 賴秀桃, 賴秀芬, 吳明儀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78607 何嘉仁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模擬試題 項光裕, 卜秀芳, Keith Beckett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778614 eSTAR student book 朱育瑩,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778621 eSTAR student book 朱育瑩,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778638 Fun world student book. 1 吳人楷,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78645 Teacher says written by Sine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Ariel Chuang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010 布朗克點點名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7027 布朗克放放假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7034 Look!what's outside the window? 妙蒜小農[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9757041 布朗克開開學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妙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業陶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愛中華筆莊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宏智國際文創



9789869757058 是誰在唱歌: 天空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7058 是誰在唱歌: 天空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7065 是誰在唱歌: 好好睡覺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322 博雅與融通: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林碧琴等作; 楊志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465 中醫診斷學解說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472 中醫基礎理論解說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602 佛法修持長座指導 蔡奕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339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9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1346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31353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汪楷茗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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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1744 走吧走吧!跟世界做朋友. 亞洲篇 施賢琴著; 兒童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1751 走吧走吧!跟世界做朋友. 歐非篇 施賢琴著; 兒童島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0105 我恨流行,二十年: 角頭20╳20 陳玠安, 郭靜瑤, 胡子平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802 庭園樹木常見病蟲害管理 曾檉銳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950 人氣百元平價快炒 柯俊年, 黃景龍, 溫國智合著 平裝 1

9789866199967 繽紛夢幻彩虹甜點 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974 素餐桌調味帖 李耀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981 傳香滷味教科書 林美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角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利築樹木保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福資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877 落池 余酲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69884 落池 余酲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11408 我為你翻山越嶺 小合鴿鳥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415 見手青 Funny2333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422 巴甫洛夫的狗 極川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11439 巴甫洛夫的狗 極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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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4124 無雙兵法36計 曾建華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4131 冒險小子阿德 易水翔麟編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4332 淘氣狗克萊德城市探險記 艾力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黃彼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4349 淘氣狗克萊德度假歷險記 艾力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黃彼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4356 淘氣狗克萊德馬戲團打工記 艾力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黃彼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4363 淘氣狗克萊德一日農夫體驗記 艾力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黃彼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4370 淘氣狗克萊德劇場驚魂記 艾力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黃非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4387 淘氣狗克萊德雪山歷險記 艾力克斯.史密斯(Alex T. Smith)文.圖; 黃意翔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869 應用文 黃俊郎編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571931883 數學. B. 第二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方志元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913 國文. 第二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920 數學. C. 第二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林和田, 許世育, 張泉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951 出門訪古早 逯耀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968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杜維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975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著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982 民法概要 鄭玉波著 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1932002 弘一大師傳 陳慧劍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932026 20分鐘稱霸統測英文字彙 陳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7264 魔女的怪畫集 晴智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271 雛鳥熟睡於海風中 南月ゆう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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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567295 淫魔的餐桌禮儀 黒木えぬこ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301 噬魔調查員 小田原愛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318 機動戰士鋼彈雷霆宙域戰線RECORD of THUNDERBOLT動畫設定大全. 2HOBBY JAPAN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325 雖然是最後的魔女,會愛上哥哥兩次也不奇怪吧?妹尾尻尾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332 旋律.抒情.偶像.魔法 石川博品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349 昴宿七星 田尾典丈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356 大河原邦男畫集: 機動戰士鋼彈MSV設定集 大河原邦男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亞力漫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山

沒譜工作室



9789863567363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黃盈琪內文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67370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387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3, 心,敞開嶄新的門扉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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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863567400 路人超能100 ONE漫畫;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67417 愛的逃避之旅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424 絕對不原諒戀愛這種事! 須坂紫那作; 李頌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431 喧嘩鬥技場Rankers High 中島諒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448 崛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7455 唯願來世不相識 小西明日翔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462 索瑪麗與森林之神 暮石ヤコ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479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67486 香草巧克力香菸 熊貓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493 春天來了 もちの米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509 花開物語 P. A. WORKS原作; 千田衛人作畫; 蘇奕軒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516 Sit,son of a bitch 九重シャム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523 G女子! 酉川宇宙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530 爸爸與父親的家庭食堂 豐田悠作; 鈴蘭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7547 咕嚕咕嚕魔法陣. 2 衛藤ヒロユキ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554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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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3567578 我家的女僕有夠煩! 中村カンコ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585 我不要戀愛! 須坂紫那作; 李頌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592 快樂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608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7615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いづみ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7622 少女終末旅行 つくみず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639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356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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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3567660 小林家的龍女僕 康娜的日常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木村光博漫畫; 依文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677 小木乃伊到我家 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684 犯罪學級! 水色睡眠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691 紅色閃電 屋宜知宏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707 花鳥風月 志水雪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7714 RWBY Monty Oum, Rooster Teeth Production原作; 三輪士郎漫畫; 沈嘉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721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原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7738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原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745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原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7752 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婦 平鳥コウ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769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牧野圭祐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7776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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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7790 華志摩同學 天宮伊佐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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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567813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820 OMEGA愛的暴君 華藤えれな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837 BLACK TORCH闇黑燈火 タカキツヨシ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844 Do race?服裝競賽師 OKAMA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851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7868 THE UNLIMITED兵部京介 椎名高志原作; 大柿六郎漫畫; 弁天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7875 大小姐與七忠犬 岩飛猫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882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7899 今日是好日 まさお三月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905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太田勝, 漥田一裕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56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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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863567929 忍者也想談戀愛 設樂清人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936 Campione弒神者. 21, 最後之戰 丈月城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943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950 我的老婆是兔耳少女!? 間宮夏生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7967 童話魔法使 松智洋, StoryWorks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7974 我的居酒屋日記! 火曜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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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7998 怪物事變 藍本松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001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原作; 陳鈞然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6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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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3568025 小林家的龍女僕 康娜的日常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木村光博漫畫; 依文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032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漫畫;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8049 穿越時空當宅女 佐々木陽子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056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8063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68070 彩虹在夜光中閃耀 墨矢ケイ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087 創世的大河 森恒二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094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8179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8100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117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124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8131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8148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8155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8162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8186 集合!不可思議研究社 安部真弘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193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8209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68216 當然是戀愛 坂崎春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223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車田正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8230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8247 戀愛暴君 三星めがね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254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8261 火速成長的戀日記 平喜多ゆや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278 妄想老師 春輝原作; 捲毛太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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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8292 乳乳乳乳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308 拉帕斯.主題遊樂園 成家慎一郎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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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568322 要聽神明的話 淺見茉莉作; 海潮之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339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68346 索瑪麗與森林之神 暮石ヤコ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353 現在立刻Kiss you! 黑木えぬこ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360 眼鏡橋華子的見解 松本救助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377 笨拙至極的上野 tugeneko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384 戰武傳奇 真刈信二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391 澀谷金魚 蒼伊宏海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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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3568414 魔女與野獸 佐竹幸典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421 戀愛吧!和服少女 山崎零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438 鋼彈模型製作入門: 鋼彈創鬥者. 潛網大戰篇HOBBY JAPAN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445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原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8452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原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8469 四葉遊戲豪華版 安達充原作; 王瑜平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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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3568483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短篇集 長月達平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490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牧野圭祐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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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8513 我們可是現充,才不可能有身為阿宅的過去。(謊話)北國ばらっど作; 九十九夜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520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537 終將墜入愛河的Vivi Lane 犬村小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544 6公分的羈絆 安達士朗原作; 中島真漫畫;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551 8月放逐者 宮田大輔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568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彥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575 Do race?服裝競賽師 OKAMA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582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8599 Marry Grave: 死者祕方 山地英功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605 MIX 安達充原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8612 女神異聞錄. 5, 官方設定畫集 GzBra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629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636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3568643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8650 可愛和尚惹人憐 本間アキラ原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667 犯罪學級! 水色睡眠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674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 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681 吸血鬼馬上死 盆ノ木至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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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3568704 怪物事變 藍本松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8711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728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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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3568742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68759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8766 球詠 マウンテンプクイチ作; 沈嘉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773 異能迷宮 岡田伸一原作; 山田J太漫畫; 望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780 喧嘩鬥技場Rankers High 中島諒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797 報復性愛 仙道ますみ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803 惡魔設計圖 岡本喜道作; 波菜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810 森海領域的噬龍者 広橋進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834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車田正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8841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68858 樂樂神話 樁太郎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865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8872 螺絲俠 吉富昭仁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889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8896 歪曲之國的愛麗絲 狐塚冬里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902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8919 那個大叔享受著第二輪的異世界生活 月夜淚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8926 YAKITORI. 2, Broken Toy Soldier カルロ.ゼン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933 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 貓又ぬこ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940 於百萬光年的略前方 古橋秀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8957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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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569060 無奇不有NASA莊 柊裕一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077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9084 錦田警官喜歡怪盜 神庭麻由子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091 織田肉桂信長 目黑川うな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107 獲得超弱技能「地圖化」的少年跟最強隊伍一起挑戰迷宮鴨野うどん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114 魔女的怪畫集 晴智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121 魔女的深夜通話 保谷伸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138 戀愛暴君 三星めがね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596 戀愛暴君 三星めがね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145 乳乳乳乳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152 和風喫茶鹿楓堂 清水ユウ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9169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6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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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9183 穿越時空當宅女 佐々木陽子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206 笨拙至極的上野 tugeneko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213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9220 妄想老師 春輝原作; 捲毛太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9237 此花綺譚 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9244 吵雜天空中的金絲雀 風緒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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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3569268 我所知道的一宮同學 甘詰留太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275 我的少年 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9282 Psycho Bank超能危機 芹沢直樹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299 三十歲初戀。 310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305 大小姐與七忠犬 岩飛猫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312 小林家的龍女僕 康娜的日常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木村光博漫畫; 依文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9329 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 II, 官方美術設定集 Ascii Media Work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336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69343 少女終末旅行 つくみず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9350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3569367 名偵探柯南 犯人.犯澤先生 神庭麻由子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374 名偵探柯南 純黑的噩夢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ゆたか, 丸伝次郎作畫; 何硯鈴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381 名偵探柯南 純黑的噩夢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ゆたか, 丸伝次郎作畫; 何硯鈴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398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彥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404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69411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69428 小不點前輩太可愛了。 あきばるいき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435 色色女忍不能忍! 金澤真之介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442 每天都是適合我們的日子 鯛野ニシケ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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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569466 怪物事變 藍本松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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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9480 租借妻M 松本救助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497 異能迷宮 岡田伸一原作; 山田J太漫畫; 望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9503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9510 妖怪手錶(電影版). 光影之卷, 鬼王的復活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527 電影哆啦A夢 大雄的金銀島 藤子.F.不二雄作; Shin-ei動畫作畫; kimi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534 樂園駕訓班 有賀照人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541 熱愛這種事絕對不可能! 須坂紫那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558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565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kimi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9572 獻給在海邊撿到的你 サガミワカ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589 魔術學姐 アズ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9602 眼鏡橋華子的見解 松本救助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619 斑丸混沌忍傳 大野ツト厶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626 小山內准教授的祕密 楢崎壯太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879 群山綺譚之霧隱村之謎 凱子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886 群山綺譚之百草仙丹 凱子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992 黑絲襪風情 GOT作; SR2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283 青文無限誌原創漫畫大賞得獎集. 2018 9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290 青文無限誌原創漫畫大賞作品集. 2018 幸日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204 毓老師四書札記 愛新覺羅毓鋆札記; 江美華編註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99242 奉元語要. 貳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選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242 奉元語要. 貳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選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259 毓老師四書札記 愛新覺羅毓鋆札記; 江美華編註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5877 CCUT freshman english 中州科技大學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639903 Essential reading 吳憲珠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639910 New English for college students. A author Tiana Vazquez, Tanya Lin, Raymond Hecht1st ed. 平裝 1

9789579639965 Everyday interactions author Emily Loftis et al.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39972 Everyday reading author Dept. of AMC EFL magazines 其他 1

9789579639989 My first words in English via AR author Kelsi Wright, Tanya Lin 平裝 1

9789579639996 國際觀與世界文化的交響樂章 黃宣穎等編著; 朱介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9800 Communication@work author David Vickers et al.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371 九龍城寨 余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854 大滅絕檔案.未來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4428 末日前,我把惡魔少女誘拐回家了! 黑貓C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94435 末日前,我把惡魔少女誘拐回家了! 黑貓C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794442 七侯筆錄之筆靈 馬伯庸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94459 七侯筆錄之筆靈 馬伯庸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94466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0, 瘦長人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4473 末日前,我把惡魔少女誘拐回家了! 黑貓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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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5647 藝起東方. 2018: 師生聯展作品集 陳西隆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方設計大學設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送存種數共計：216

送存冊數共計：230

奉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空中美語文教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678 我在。東方設計大學: 吳淑明校長專書特輯 東方設計大學秘書室文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500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專輯. 2019第十五屆白宗仁, 劉坤錦, 張芳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57739 當代中國文學中的思想意識: 從文本經驗到批評立場吳德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746 新中國的自我認知與世界想像: 以1950-1970年代抗美援朝文藝爲中心韓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753 寫在文學邊上 徐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760 再整合: 1966~1976年間的「十七年」文學評判康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777 「尋根話語」與當代中國的文化境遇 吳雪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784 21世紀中國詩歌現象整體觀 羅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791 魯迅在中文網絡中傳播與接受狀况研究 葛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807 重生與表演: 張愛玲後期小說創作研究(1946-1995)陳鵡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814 重生與表演: 張愛玲後期小說創作研究(1946-1995)陳鵡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821 高行健文學藝術年譜(1940-2017) 莊園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7838 高行健文學藝術年譜(1940-2017) 莊園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7845 高行健文學藝術年譜(1940-2017) 莊園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7852 高行健文學藝術年譜(1940-2017) 莊園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7876 民國廣東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黎保榮主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890 民國廣東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黎保榮主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7883 民國廣東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黎保榮主編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7906 中國左翼文學研究(1923-1933) 陳紅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913 晚清至五四的國民性問題研究 孫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920 五四新文學語境的一種解讀: 以<>爲中心 盧國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937 延安魯藝詩人及其創作研究(1938-1945) 李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944 中國「西方之光」: 陪都文化與文學源流考 郝明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951 社會性別視角下現代男作家敘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譚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968 魯迅入門二十三講 劉春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7975 百年魯迅傳播史(1906-2006) 葛濤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7982 百年魯迅傳播史(1906-2006) 葛濤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002 紐曼的啓示理解(簡體字版) 王玉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019 紐曼的啓示理解(簡體字版) 王玉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026 歷史、理性與信仰: 克爾凱郭爾的絕對悖論思想研究(簡體字版)原海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033 儒耶價值教育比較研究: 以香港為語境(簡體字版)郭世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040 近代在華新教傳教士早期的聖經漢譯活動研究. 1807-1862(簡體字版)劉念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057 溺女、育嬰與晚清教案研究資料匯編(簡體字版)魯靜如, 王宜強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064 溺女、育嬰與晚清教案研究資料匯編(簡體字版)魯靜如, 王宜強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071 中國基督宗教音樂史(1949年前)(簡體字版) 翟風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088 中國基督宗教音樂史(1949年前)(簡體字版) 翟風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101 臺灣解嚴解禁時期的媒介語言研究 曹軻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118 臺灣解嚴解禁時期的媒介語言研究 曹軻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125 <>研究 都海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132 文革小報研究 李紅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149 文革小報研究 李紅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156 丁未<>雜誌一百一十年祭 韓愛平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163 丁未<>雜誌一百一十年祭 韓愛平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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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



9789864858170 青島近代報業研究(1897-1929) 劉冉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187 「寄居」在灰暗處: <>中國報人研究(1908-1945)梁德學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194 「寄居」在灰暗處: <>中國報人研究(1908-1945)梁德學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200 蔣介石對新聞宣傳的建構與失控(1928-1949): 以<>(手稿本)爲中心的考察王靖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217 抗戰時期報人的淪陷: 以金雄白為中心的考察王保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224 包天笑新聞思想研究 周航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248 博雅教育的概念史: 起源、發展及其現代轉型(簡體字版)沈文欽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255 博雅教育的概念史: 起源、發展及其現代轉型(簡體字版)沈文欽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262 德國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結構化改革研究(簡體字版)秦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279 學者的養成: 中美博士生學術品性比較研究(簡體字版)劉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286 西方大學博雅教育組織變遷的歷史比較研究(簡體字版)崔乃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293 從一元範式到多元範式: 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國聯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範式轉型研究(簡體字版)王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16 中華民國大學院研究(1927-1928) 吳曉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23 「名」分「實」合: 20世紀初中國「無史」與「有史」論爭研究范靜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30 20世紀20年代北大史學社會科學化改革新探王郝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47 俄風東漸: 黑龍江地區俄羅斯人的經濟文化活動研究李隨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61 類型的逾越與邊界: 唐代俠詩歌/小說之行俠主題研究楊碧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78 李白宣州詩研究 李易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85 晚唐詩登臨書寫研究 陳建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392 宋代詠蘭詩研究 莊博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408 在「道心」與「詩心」之間: 楊萬里詩學源流考李林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415 明代宋詩接受研究 李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422 沈德潛「詩教」觀研究: 以詩歌評選為論述文本吳珮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439 沈德潛「詩教」觀研究: 以詩歌評選為論述文本吳珮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453 近代臺灣股票市場發展之研究(1899-1962) 張俊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460 近代臺灣股票市場發展之研究(1899-1962) 張俊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477 全臺縱橫: 戰後臺灣省營公路客運之變遷 吳宗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484 台灣日治時期「同文同種」關鍵詞研究: 以<>與「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為中心林淑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491 台灣地理歌仔研究: 以陳再得的為例 黃瓊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507 假面與鏡子: 黃立綱金光布袋戲角色研究 盧翰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514 大眾電影與文創產業發展: 以<>和<>為例 沈超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521 羅尚<>研究 孫吉志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538 羅尚<>研究 孫吉志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545 「蕃薯詩社」與「菅芒花台語文學會」之研究關向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569 <>敘事與一代王朝的焦慮: 小、大<>讀注 白鳳鳴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583 <>敘事與一代王朝的焦慮: 小、大<>讀注 白鳳鳴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576 <>敘事與一代王朝的焦慮: 小、大<>讀注 白鳳鳴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8590 耦合圖式理論與<>解碼研究 牟秀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06 徐復觀<>學研究 郭成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13 教化即為政: <>「子奚不為政」章發微 鄭濟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20 雪廬老人<>研究 謝智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37 孔子心性概念分析 楊晨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44 <>學術思想體系研究 俞林波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651 <>學術思想體系研究 俞林波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668 儒道的辯證: 以周濂溪及<>為中心 宋定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75 宋代荀學研究 劉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82 道德踐履與「性天通」: 薛瑄哲學思想研究 高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699 浙中王門親傳孫應奎良知學研究 鄧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705 王船山「陰陽理論」研究 陳祺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712 清中葉揚州學派之學術方法論: 以汪中、淩廷堪、焦循、阮元為考察對象陳治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729 清中葉揚州學派之學術方法論: 以汪中、淩廷堪、焦循、阮元為考察對象陳治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736 釋德清莊學思想體系重構 沈明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750 中古文學研究方法的現代演進: 以劉師培、魯迅、王瑤為中心史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767 孔子文學思想考論 党萬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774 王陽明文藝美學研究 楊庭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781 王世貞文學思想與明中後期吳中文壇關係研究王馨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798 安丘曹氏文學家族研究 主父志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804 情節、人物與主題: 唐代小說空間場域示現之作用與意義黃敏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811 孔平仲及其<>研究 林美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828 孔平仲及其<>研究 林美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835 <>當代改編文本研究 黃脩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842 <>當代改編文本研究 黃脩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859 明清文學書寫與民間信仰之建構: 以<><>所建構的民間信仰譜系為中心張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866 思無邪: 明清通俗小說的情慾敘事 李明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880 思無邪: 明清通俗小說的情慾敘事 李明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873 思無邪: 明清通俗小說的情慾敘事 李明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8897 江蘇民間故事研究 趙杏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903 江蘇民間故事研究 趙杏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910 越南如清使漢文文學研究 嚴豔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927 越南如清使漢文文學研究 嚴豔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934 中國古代文學傳習錄 趙永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958 九州考源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8965 秦漢歷史地理考辨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972 秦漢歷史地理考辨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8989 拓跋政權的政治與社會認同 羅文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8996 拓跋政權的政治與社會認同 羅文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009 六朝「大地」之多元思想及其詮釋 林敏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016 六朝「大地」之多元思想及其詮釋 林敏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023 五代遼宋西夏金邊政史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030 鄭和下西洋續考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047 明代北邊衛所城市平面形態與主要建築規模研究段智君, 趙娜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054 明代北邊衛所城市平面形態與主要建築規模研究段智君, 趙娜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061 清代士人的生活世界: 關於三位士人日常生活的研究張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078 清代新疆文人的閒適生活與人生境界 徐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085 晚清海關年度貿易報告與西方經濟思想的輸入鄭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092 趙舒翹年譜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08 晚清「蠻防」研究 王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15 幽燕畫卷: 北京史論稿 周峰, 范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22 揚州歷史考古探微 余國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39 明清天津地區教育狀況研究 張麗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46 天津農業研究(1368-1840) 張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53 李景星<>研究 黃羽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60 黃慎的書畫藝術研究 陳源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177 黃慎的書畫藝術研究 陳源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184 閩東傳統民居大木作研究: 以福州地區梧桐村為實例黃曉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191 西王母信仰研究 黃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214 陸佃及其爾雅學研究 林協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238 陸佃及其爾雅學研究 林協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221 陸佃及其爾雅學研究 林協成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9245 謝啓昆<>研究 陳雲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252 <>研究 張心怡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269 <>研究 張心怡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276 山東出土金文合纂 蘇影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9283 山東出土金文合纂 蘇影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9290 山東出土金文合纂 蘇影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9306 山東出土金文合纂 蘇影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9313 山東出土金文合纂 蘇影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4859320 山東出土金文合纂 蘇影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4859337 山東出土金文合纂 蘇影著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4859344 <>和<>方言詞比較研究 馮慶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351 白語漢源詞之層次分析研究 周晏䈊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9368 白語漢源詞之層次分析研究 周晏䈊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9375 白語漢源詞之層次分析研究 周晏䈊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9382 白語漢源詞之層次分析研究 周晏䈊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9405 文獻學視域下的<>研究 韓建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412 文獻辨偽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9429 文獻辨偽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9436 文獻辨偽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9443 文獻辨偽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9450 敦煌文獻校讀記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467 敦煌文獻校讀記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474 <>研究 邵紅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481 <>研究 邵紅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498 <>研究 董興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511 胤禎(允禵)西征奏稿全本: 清廷統一西藏史料輯錄. 一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535 胤禎(允禵)西征奏稿全本: 清廷統一西藏史料輯錄. 一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528 胤禎(允禵)西征奏稿全本: 清廷統一西藏史料輯錄. 一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9542 平定西藏紀略: 清廷統一西藏史料輯錄. 二 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566 平定西藏紀略: 清廷統一西藏史料輯錄. 二 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559 平定西藏紀略: 清廷統一西藏史料輯錄. 二 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9573 劉毓崧文集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9580 劉毓崧文集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9597 劉毓崧文集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9603 劉毓崧文集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9610 「大學國文」科課程研究(1898-1983) 楊鍾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627 「大學國文」科課程研究(1898-1983) 楊鍾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634 中俄文學交流論稿 李逸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641 中俄文學交流論稿 李逸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658 國故新語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9665 國故新語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9672 國故新語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9689 國故新語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9702 雪泥鴻爪匯編. 二 香港東坡詩社社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6097 易經與論語. 第五卷 吳秋文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0357 美中臺三個生死戀人: 臺灣價值關鍵報告 柳清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22

送存冊數共計：184

易立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084541 尚月地畫集NOSTALGIA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177906 尚月地第二畫集 極彩少年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精裝 1

9789863244196 Fantasia: FAIRY TAIL魔導少年畫集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322849 出包王女Darkness畫集Venus 矢吹健太朗作;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3371687 ONE PIECE航海王(電影版): 強者天下設定畫集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378839 GRAND SLAM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5480 乙女帝國 岸虎次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7972 小學生的秘密 中江美佳世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115 我的房客不是人 樋口彰彥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9365 SOUL CATCHER(S)靈魂捕手 神海英雄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9938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6781 枢やな畫集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798 枢やな畫集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832 動畫資料集黑執事Book of Circus Official Record枢やな原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314126 幻想萬花筒 藤宮亞由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1644 偶像學園FAN BOOK 萬代等監修; 蔡孟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7851 偶像學園公式FANBOOK 2016 STAGE 萬代等監修;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806 小森五重奏! 杉井光原作; Tiv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0085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2653 雛子的筆記 三月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711 火鳳燎原: 15週年紀念畫集 陳某作 平裝 1

9789864705474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6150 尚月地第三畫集少年豔舞 尚月地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8017 義呆利AXIS POWERS畫集: Artesole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864708673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24090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6193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7237 怪物彈珠官方美術設定集 精裝 1

9789864827817 藤原ここあ画集 藤原ここあ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0074 粗點心戰爭 コトヤマ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60395 DRAGON BALL: 七龍珠超画集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860883 NEW GAME!画集 FAIRIES STORY 得能正太郎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4861200 棺材、旅人、怪蝙蝠 きゆづきさとこ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2863 偶像夢幻祭!公式DEBUT BOOK ムツク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63815 Fantasia: FAIRY TAIL魔導少年畫集II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864232 靈魂奪還者South 藤沢亨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5185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5901 善變的獵豹 ウノハナ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6540 摧毀双亡亭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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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868223 青春兵器NO.1 長谷川智広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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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2601228 站起來吧!半獸人先生 影崎由那, 阿羅本景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1303 不倫食堂 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1884 半熟戀人 ミユキ蜜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02522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外傳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895 覺得兒子超可愛的魔族媽媽 十五夜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4571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來訪者篇 佐島勤原作; マジコ!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588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來訪者篇 佐島勤原作; マジコ!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4595 BLUE REFLECTION幻舞少女之劍 角色完全檔案電撃PlayStation編集部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04939 朝與米契 ビリー.バリバリー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6087 我們是校園破壞者 たなかマルメロ作; 哈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6292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06315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06407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06476 FIRE PUNCH炎拳 藤本タツキ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6575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7749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2608586 異端的愛 森山絵凪作; 李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9927 妖怪學校的菜鳥老師 田中まい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9934 學園奶爸 時計野はり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10305 ONE PIECE novel 航海王小說 草帽故事集 尾田栄一郎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10480 不醉不愛 橋本あおい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633 雙葉家的姊弟 佃煮のりお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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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2611005 葬送姬 阿倍野ちゃこ, 天王寺キツネ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135 毛茸茸的神明大人 たまき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210 荒川弘精裝畫集 鋼之鍊金術師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精裝 1

9789572611234 官能先生 吉田基已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064 八雲小姐想要餵食。 里見U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2149 HAPPY END-快樂結局 有田イマリ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170 大谷先生家的天使 鳥乃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200 我和嫂嫂的同居生活。 くずしろ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255 戰x戀 朝倉亮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262 戰x戀 朝倉亮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2415 真.三國無双. 8, 公式設定資料集 電撃遊戲書籍編輯部作; 江昱霖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12422 真.三國無双. 8, 公式設定資料集 電撃遊戲書籍編輯部作; 江昱霖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12439 魔法騎士雷阿斯(愛藏版) CLAMP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446 魔法騎士雷阿斯(愛藏版) CLAMP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453 魔法騎士雷阿斯(愛藏版) CLAMP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2460 Chobits(愛藏版) CLAMP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2477 Chobits(愛藏版) CLAMP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2507 Chobits(愛藏版) CLAMP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2514 Chobits(愛藏版) CLAMP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3054 不良正太與宅宅姊 星海ユミ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3481 我用物理開無雙後大受女生歡迎 kt60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3504 排球少年!!小說版!!. IX, 春高全紀錄 古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13634 弩級戰隊HXEROS 北田竜馬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3696 萌音同學的交往方式太過認真 梧桐柾木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3955 尾田栄一郎畫集ONE PIECE COLOR WALK. 8, WOLF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572614006 火影忍者TV動畫豪華特集 NARUTO THE ANIMATION CHRONICLE天岸本斉史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14013 火影忍者TV動畫豪華特集 NARUTO THE ANIMATION CHRONICLE地岸本斉史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14211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14242 KISSxDEATH 叶恭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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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冊 1

9789572614907 偶像盛宴! TNSK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5065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15072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15256 摸摸啾PUB的男♂性時光 イクヤス作; 劉維容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5386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15430 成群結伴!西頓學園 山下文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5560 雙面勇者!. 2: 坂崎良太郎16歲。身兼勇者和魔王,接下來要成為救世主!左京潤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572616451 黑夜遊行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6475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原作; 福田直叶漫畫; 尤靜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6697 少女少年學級團 藤村真理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6741 賠命金 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6826 最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6833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16864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17335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17526 阿斯嘉特武皇戰記. 1, 神槍光姬與霸刃隨從 鏡遊作; 林意凱譯 平裝 1

9789572617595 七星降靈學園的惡魔. 5, 嫉妒之刃 田口仙年堂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17601 從Lv2開始開外掛的前勇者候補過著悠哉異世界生活鬼ノ城ミヤ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7854 最遊記異聞 峰倉かずや作; J.Z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165 19天 comic by old先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8240 豔漢畫集 尚月地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8301 冒牌英雄守護英雄精靈!從末日開始的世界延命法step3秋月煌介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572618387 QUALIDEA CODE心靈代碼 渡航(Speakeasy)作; 蕪村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8394 原來我家是魔力點. 3, 只是住在那裡就變成世界最強あまうい白一作; 郭珈佑譯 平裝 1

9789572618721 CITY あらゐけいいち作; 王杉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9087 正義使者: 我的英雄學院之非法英雄 堀越耕平原作; 別天荒人作畫; 吳勵誠譯; 古橋秀之腳本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9117 日日.魔法-甘甜的水 崎谷はるひ, 鰍ヨウ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9193 彼方的阿斯特拉 篠原健太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9209 彼方的阿斯特拉 篠原健太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9209 彼方的阿斯特拉 篠原健太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9209 彼方的阿斯特拉 篠原健太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9223 小狸貓和小狐狸 アタモト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9230 小狸貓和小狐狸 アタモト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9339 無氣力英雄譚 津田彷徨作; 露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9599 自稱男人的小甘美眉♂ 寺井赤音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9759 藍蘭島漂流記 31 藤代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2619797 雙星奇緣(愛藏版) 成田美名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9803 雙星奇緣(愛藏版) 成田美名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9834 雙星奇緣(愛藏版) 成田美名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0038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20069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2620144 羽球戰爭! 濱田浩輔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20199 無節操☆Bitch社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刻托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0335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望月麻衣原作; 秋月壱葉作畫; 翁蛉蛉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0410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RoGa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0502 賈希大人不氣餒! 昆布わかめ作; 王杉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0649 貓男子不良喵高校 柴宮幸作; 加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0779 行雲流水 本宮宏志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0816 杖毆魔法使♀的冒險之書 泡箱作; 王杉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1073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21202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21608 漫畫心療系 控管壓力的方法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21653 愛上少女心男孩 島崎無印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1745 工作細菌 吉田春幸作; 清水茜監修;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1981 空挺Dragons 桑原太矩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2131 ONE PIECE novel 航海王小說A1: 黑桃海賊團成立篇尾田栄一郎, ひなた しょう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22254 見面一戳絕頂除靈! 赤城大空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2520 奇諾之旅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恵一原作; シオミヤイルカ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2735 地獄樂 賀来友治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2827 Collectors戀物女 西UKO作; 加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2872 櫻桃小丸子. 愛藏版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3015 CANDY & CIGARETTES糖果與香菸 井上智徳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3145 明智警部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 佐藤文也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3152 明智警部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 佐藤文也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3268 陷阱女孩 緑山のぶひろ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3282 想摸我就回來我身邊 末広マチ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23329 Swing JOKER全方位王牌 稲木智宏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3336 Swing JOKER全方位王牌 稲木智宏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3350 能劇美少年 成田美名子作; 楊雅玲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23558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23978 小林少年和狂妄怪人 上条明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4043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24081 你在夏日之中 古矢渚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24241 想撒嬌時陪在我身旁 川井マコト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4388 不良童貞魔法少年✡ 春田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572624593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24791 我的小小吸血鬼 まさき茉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24937 脫線機器人少女 桜井のりお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4968 附身巫女大暴走 藤咲ユウ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002 魔王美眉不要哭 エンチ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026 平交道時間 里好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088 十二個想死的少年 冲方丁原作; 熊倉隆敏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279 我的姊姊是巨狼芬里爾 阿崎桃子作; 雷士偉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354 學生爸爸與溫柔大廚 雪洞トモル原作; 湖水きよ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572625477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5484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5583 Violence Action少女殺手特急便 沢田新原作; 浅井蓮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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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572625828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RoGa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5859 妖怪按摩店 押切蓮介原作; 忌木一郎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5880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26030 ONE PIECE航海王特刊 尾田栄一郎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6115 élDLIVE宇宙警探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26184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26306 小說.妖怪連絡簿: 緣結空蟬 緑川ゆき原作; 村井さだゆき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26399 獄都事變 公式同人合集-螢 リンネ堂, SUNPLANT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26429 男人心、胸毛和女裝 日野雄飛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26443 鴿之王 河合あめ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26610 我的濃蜜☆大明星 香穂作; Niva譯 平裝 1

9789572626702 Désordre亂世異傳 岡児志太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6825 我討厭的不良仔 天河藍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26887 編劇新人x編劇好手 深見真原作; コト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6931 與你心電感應! 山野でこ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27044 黑之召喚士 迷井豆腐原作; 天羽銀漫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7112 平凡日常 土室圭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7136 單親爸爸的滋味 縁々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572627723 三流攝影棚 久米田康治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7747 LOVELY PLAY 山本アタル作; 姬川玲譯 平裝 1

9789572627754 比方說,這是個出身魔王關附近的少年在新手村生活的故事サトウとシオ原作; 臥待始漫畫; 江昱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7785 循著花握住你的手 にかわ柚生作; 布丁媽譯 平裝 1

9789572627952 冬季限定 はいしま潮路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27990 白熊轉生 成為森林守護神囉 三島千廣原作; 草野ほうき漫畫; 章芳瑜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027 全世界我最愛的就是胸部! 昆布わかめ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102 金田一37歳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171 宿命戀人 カズタカ原作; 智弘櫂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8195 幸運女神 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鄭維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348 努力過頭的世界最強武鬥家,在魔法世界輕鬆過生活。わんこそば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8355 BORUTO-慕留人-NARUTO NEXT GENERATIONS: NOVEL. 5, 忍者學校的最後一天!岸本斉史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28522 遺書,公開。 陽東太郎作; 高語瑄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720 我愛上了烏鴉? 山本小鉄子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782 心愛的少根筋情人 丸顔めめ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572628829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原作; 板垣ハコ漫畫; 陳瑞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843 變態精靈和老實半獸人 友吉作; 陳瑞璟譯 平裝 1

9789572628874 等候陌生人 瑞原ザクロ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29048 Rosen Blood: 悖德冥館 石据花散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9062 欲求不滿的任性情人 いさか十五郎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29109 路人與王子: 有點色色的助手工作 下條水月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29116 書店店員八木 古川ふみ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29154 五等分的新娘 春場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29161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4冊 1

9789572629253 荒野的新娘 村山慶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9277 喰獵教室 ウェルザード原作; 栗山廉士作畫; 陳瑞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9567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29994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30105 東京闇鴉. 16, [RE]incarnation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572630235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30273 翡翠島之熬鷹 冥月鬼姬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0327 魔法水果籃(愛藏版) 高屋奈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0358 魔法水果籃(愛藏版) 高屋奈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0365 魔法水果籃(愛藏版) 高屋奈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0372 魔法水果籃(愛藏版) 高屋奈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0396 妖異庭園的懸浮之月 羽純ハ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30488 ONE PIECE PARTY航海王派對 尾田栄一郎原作; 安藤英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0518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30532 別怕,留在我身邊 ロング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30600 喜歡我就吃吧 毬田ユズ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30761 風都偵探 石ノ森章太郎原作; 佐藤まさき作畫; 塚田英明監修; 吳勵誠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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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572631003 極彩之家 びつけ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1096 轉生史萊姆日記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原作; 柴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1201 陰晴不定的體操哥哥 久世岳作; 王杉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1232 我和她的小遊戲 森井暁正作; 蕭宏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1256 專屬我的男神高中生!? 小雨田ゆう作; 田蓓涵譯 平裝 1

9789572631263 山岳怪談 安曇潤平等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572631379 老公的那個進不來 こだま原作; ゴトウユキコ漫畫; 田蓓涵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1393 大叔與貓 桜井海作; 李芸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1423 撒哈拉黑鷲 五月女えむ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31430 九尾妖狐與破戒和尚 りんこ, 三原しらゆき作; Niva譯 平裝 1

9789572631515 魔王築城記!: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市 月夜涙原作; 吉川英朗漫畫; 王杉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1676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李靜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3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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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2631980 彼岸異譚 空廼カイリ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2000 壁穴 天堂之洞 中川リィナ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32079 他太喜歡我,讓我很困擾 大和名瀬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2345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2352 中華小廚師!極 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2390 五等分的新娘 春場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32437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32444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2468 向紅色綠寶石說再見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2581 永不結束的福利時間 山田2丁目作; 李昭瑩譯 平裝 1

9789572632628 極道主夫 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2635 魔法騎士雷阿斯(愛藏版). 2 CLAMP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2642 魔法騎士雷阿斯(愛藏版). 2 CLAMP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2659 魔法騎士雷阿斯(愛藏版). 2 CLAMP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2680 明天、後天、從今而後 いちかわ壱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32703 1年A班的怪物 英貴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2734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 真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2741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 真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2796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2925 騎乘之王 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2932 炙熱關係 小野アンビ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32949 化為透明水藍 岩見樹代子作; 陳靖涵譯 平裝 1

9789572632956 分隔你我的藍與白 きゆひこ作; 陳靖涵譯 平裝 1

9789572632970 壁穴 金錢之洞 中川リィナ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33038 -Infinite Dendrogram-無盡連鎖-. 8, 僅存的希望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572633168 Ω.復仇 丸木戸マキ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3182 被轉送到異世界進行麻煩的死亡遊戲 水あさと作; 梁勝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3663 甜蜜身高差 湯煎温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33670 癡心忠犬不放棄 きはら記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33687 漆葉紗羅良不談戀愛 ぷよ作; 李芸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4011 歡迎來到熊乃湯! 秋本治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4196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34202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4219 亞爾斯蘭戰記 荒川弘漫畫; 田中芳樹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34257 峰岸是社長的玩具 河馬乃さかだち作; 劉維容譯 平裝 1

9789572634271 唯一的妳和七十億死神 ツカサ原作; 松永孝之漫畫; 賴韋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4486 阿宅的戀愛太難 ふじた作; 鄭維容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34561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34769 獨占我的英雄(特裝版) ありいめめこ作; 加奈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34776 會錯意的戀人 木下けい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34813 靈異教師神眉S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4837 苦澀靛藍 芽玖いろは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34967 勇者鬥惡龍列傳 羅德的紋章(完全版) 藤原カムイ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4974 勇者鬥惡龍列傳 羅德的紋章(完全版) 藤原カムイ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5056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藤文也原作; 船津紳平漫畫; 陳姿君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5841 Hello Morning Star 倉橋トモ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5872 街角的魔族女孩 伊藤いづも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5926 汗水和皂香 山田金鉄作; 劉維容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5957 邊境的老騎士 巴爾特.羅恩 支援BIS原作; 菊石森生漫畫; 梁勝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6008 玫瑰人生 桂小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6121 精靈與狩獵士的道具工坊 葵梅太郎作; 蕭宏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6169 接下來是倫理課 雨瀬シオリ作; 蕭宏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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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2636343 現實主義勇者的王國重建記. III どぜう丸作; 何宜叡譯 平裝 1

9789572636398 逢場作戲 池總渣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6442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2636459 男孩放學後 重い実作; 劉維容譯 平裝 1

9789572636503 明星找上門 あずみ京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36534 朝藍天呼喚.續 灼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36565 溫柔流光 中村ひなた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6626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2636633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カイウ, 出水ぽ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36640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2

9789572636640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36664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3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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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2636688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3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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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2636718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渡边静漫畫; オクショウ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36725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36749 五等分的新娘 春場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36756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2636763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6787 記憶的怪物 MAE[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6961 渡同學的xx瀕臨崩壞 鳴見なる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7432 THE COMIQ漫謎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37463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2637463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2637463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2637487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秀知院學園七大不可思議(小說版)赤坂アカ, 羊山十一郎作; 王仁鴻譯 平裝 1

9789572637524 世界最強後衛: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 とーわ作; 陳昭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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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2637562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37586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37593 陷入修羅場的我與少女禁獵區 田代裕彦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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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2637647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 ちゃつふさ作; 陳靖涵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7661 影帝的花式戀愛指南 南朝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7692 名著少女. 1: 來自戰國的和平之典 D51作 平裝 1

9789572637722 三白眼女孩有話想說 空翔俊介作; 劉維容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7746 打造「夜中野零時」的後宮!! 小島あきら原作; 香澤陽平作畫; 梁勝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7852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37869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37883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7906 白金終局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37937 流星花園Next Season 神尾葉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37982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5冊 1

9789572638033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38309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38347 天地創造設計部 蛇蔵, 鈴木ツタ原作; たら子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8460 九命人: Hangry Girls Club 薪鹽漫畫 平裝 1

9789572638477 王領騎士 銀甫[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705 HeatxBeat: Ω卻成為偶像 ホームラン.拳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38729 假面客服(戀愛中!) 瀬戸うみこ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38774 九命人: 時之輪迴 常勝漫畫 平裝 1

9789572638903 我那轉生成魔導少女的雙劍實在太優秀了 岩波零作; 蕪村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934 無氣力勇者與好奇的魔王 冬木冬樹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941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 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38965 被吊銷冒險者執照的大叔,與愛女一起歌頌悠閒人生斧名田マニマニ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8972 善良大叔轉生走上SSS級人生 三木なずな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8996 槍之勇者重生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9030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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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冊 1

9789572639085 深夜便利商店遇見厭世吸血鬼 M.貓子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9108 有錢能使鬼為奴 瀝青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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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572639344 DRAGON BALL超七龍珠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40005 月光島之畫地為牢 藍揚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0104 九命人: 溺光 星期一回收日[作] 平裝 1

9789572640111 九命人: 家庭訪問 致怡+ZEI+[作] 平裝 1

9789572640333 賢者如星 依歡[作] 精裝 第2冊 1

9789572640340 火鳳燎原Q我的水鏡學園 陳某原作; 曾豐麟漫畫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0708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0715 [我的英雄學院 雄英白書]祭 眾人的校慶 堀越耕平, 誉司アンリ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40739 我們真的學不來: 非日常的例題集 はむねば, 筒井大志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57264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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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2640777 弒神英雄與七大誓約 ウメ種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0791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1, 對了,就來賣國吧鳥羽徹作; 林玟伶譯 平裝 1

9789572642801 在異世界買土地開闢農場! 岡沢六十四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42039 黑執事Black Record(TV版卡通)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579 那天來的鯨魚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文.圖; 郭妙芳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586 你的創造力在哪裡? 亞森.艾倫(Aaron Rosen), 萊莉.維茲(Riley Watts)文; 瑪莉卡.麥雅拉(Marika Maijala)圖; 黃又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593 阿文的媽媽噴火了 皮雅.林登堡(Pija Lindenbaum)文.圖; 陳靜芳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09 奶奶家的小鳥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文.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616 一個完美的地方 蕾拉.羅奇文.圖; 李貞慧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23 通緝!偷書賊兔子洛菲 愛蜜莉.麥肯錫文.圖; 黃筱茵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30 警告: 不要打開這本書 亞當.雷哈普特(Adam Lehrhaupt)文; 馬修.佛賽(Matthew Forsythe)圖; 郭妙芳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47 企鵝到底會什麼? 艾力克斯.拉提蒙(Alex Latimer)文.圖; 黃又青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54 閉上你的雞嘴! 皮耶.德里文; 瑪嘉莉.呂什圖; 吳愉萱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78 海倫太太的客人 伯納.費里歐(Bernard Friot)文; 瑪嘉莉.呂什(Magali Le Huche)圖; 吳愉萱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685 娜米和可愛的動物們 路易斯.斯洛巴德金(Louis Slobodkin)文.圖; 郭妙芳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753 搖搖晃晃的服務生 麗莎.斯蒂克利(Lisa Stickley)文.圖; 黃又青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2670 台灣諺語及附錄 陳義丁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498 男人在世: 跨性別者歷經暴力、寬恕與成為男人的真實故事湯馬斯.佩吉.麥克比(Thomas Page McBee)著; 穆卓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602 擁抱害羞: 化性格缺點為優勢稟賦,探究羞怯迷人的祕密世界喬.莫蘭(Joe Moran)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619 日本人氣No.1京大校長開講!狂放思考學: 狂野發想X放泥Funny學習,成為未來需要的全球化人才山極壽一著; 賴郁婷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57

送存冊數共計：385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金玉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32191 LET'S BOOM!. 1, 兒童考英檢的最佳工具書 陳畢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32290 LET'S BOOM!. 2, 兒童考英檢的最佳工具書 Jud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32603 LET'S BOOM!. 3, 兒童考英檢的最佳工具書 Susan Lee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600 自我探索與冰山練習 李崇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632 巨人來了! 林恐龍圖.文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0972 胸腔及心臟外科歷屆試題 李章銘, 張仁平, 虞希禹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519069 功能性泌尿學 郭漢崇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519236 肝臟超音波對比劑應用手冊. 2019 周宜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9243 實戰急重症醫學指引: 以臨床實例為前導 張家昇, 顏至慶, 陳欽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508 愛的治療力量 郭韻玲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794 美國憲法精選案例 姚思遠, 范秀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800 英美侵權行為法精選案例 潘維大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68817 英美契約法精選案例 姚思遠, 黃心怡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329 阿育吠陀營養學 朱婕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233 我的媽媽超「越」偉大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240 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9第九屆: 尋找百業、產業紮根、創造價值: 流通業在AI時代的挑戰與變革陳心田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法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阿育吠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色蓮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耳兔心靈維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色紀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2601 台語漢音詩詞吟唱教材. 一: 滄浪歌一曲 張達修詩 平裝 1

9789869832601 台語漢音詩詞吟唱教材. 一: 滄浪歌一曲 張達修詩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325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沖之島傳說殺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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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63959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全球定位 國世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966 中國夢是什麼 <>編寫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973 中國夢.廣東故事: 共享的廣東 王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980 中國夢.廣東故事: 活力的廣東 徐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997 中國夢.廣東故事: 創新的廣東 陳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000 中國夢.廣東故事: 開放的廣東 劉曉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017 中國機遇: 強國之路的中國智慧 袁寶成, 任國明, 于明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024 中國機遇: 強國之路的中國智慧 袁寶成, 任國明, 于明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031 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 鄭師渠, 史革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055 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 鄭師渠, 史革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048 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 鄭師渠, 史革新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64062 一江清水北上 裔兆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147 守望紅樹林 路迪, 周浩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154 西藏簡明通史 恰白.次旦平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161 西藏簡明通史 恰白.次旦平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178 禮俗之間: 敦煌書儀散論 吳麗娛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185 禮俗之間: 敦煌書儀散論 吳麗娛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192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7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208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7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215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8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222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8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239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9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246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9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253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10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260 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 10 歐陽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338 尋找毛烏素: 中國沙漠的綠色傳奇 肖亦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345 西藏歷史 陳慶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352 西藏文學 諾布旺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369 西藏民俗 陳立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376 西藏藝術 劉志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383 藏書坊: 西藏宗教 尕藏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390 庫布其: 沙夢 亦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406 極地 五星傳奇, 趙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413 轉山: 在梅裡遇見自己 白繼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475 敦煌文獻與文學叢考 黃永武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482 敦煌文獻與文學叢考 黃永武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451 敦煌學與五涼史論稿 馮培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512 敦煌學與五涼史論稿 馮培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昌明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孟宗山莊大飯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空文化



9789864964574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 張涌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598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 張涌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567 敦煌學與古代西部文化 齊陳駿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581 敦煌學與古代西部文化 齊陳駿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628 敦煌學論稿 姜亮夫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635 敦煌學論稿 姜亮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659 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 劉進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666 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 劉進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680 拯救塔里木河 丁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697 敦煌石窟與文獻研究 施萍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703 敦煌石窟與文獻研究 施萍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734 敦煌經學文獻論稿 許建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758 敦煌經學文獻論稿 許建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741 踏歌滻灞 賀平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765 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 朱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789 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 朱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796 鳳舞九天: 楚國風雲八百年. 春秋卷 楊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840 敦煌語言文獻研究 黃征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857 敦煌語言文獻研究 黃征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819 敦煌吐魯番本<>輯校 金少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826 敦煌吐魯番本<>輯校 金少華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833 敦煌吐魯番本<>輯校 金少華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64864 貴州少數民族文學藝術研究 吳紅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871 貴州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梁文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4888 敦煌佛教圖像研究 王惠民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4895 敦煌佛教圖像研究 王惠民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4901 貴州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 韋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5311 貴州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 韋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932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蔣禮鴻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963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蔣禮鴻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970 巴國神曲 諾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4987 巴國神曲 諾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4994 大武漢到底什麼大 梁相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014 絲綢之路與敦煌學 柴劍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5021 絲綢之路與敦煌學 柴劍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5052 武漢近代工業史 唐惠虎, 李靜霞, 張穎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65069 武漢近代工業史 唐惠虎, 李靜霞, 張穎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65076 武漢近代工業史 唐惠虎, 李靜霞, 張穎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65083 武漢近代工業史 唐惠虎, 李靜霞, 張穎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65106 猛禽唐手 彭碧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304 紅安蕩腔鑼鼓 劉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1450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陳安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498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一卷陳安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1511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二卷陳安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1757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二卷陳安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5335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三卷陳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5342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三卷陳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65359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四卷陳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65366 中國特色話語: 陳安論國際經濟法學. 第四卷陳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87

東雨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13541 小狼波波小狼愛啃書 歐莉安娜.拉蒙(Orianne Lallemand)作; 愛蕾諾.杜雷(Eleonore Thuillier)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558 吼-我生氣了! Jonny Lambert作繪;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633 魔法星際寵物. 1, 鏡子裡的黑魔法 琳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陳思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671 顛覆童話. 11, 兩個豌豆公主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688 被貼標籤的鱷魚 提姆.沃恩斯(Tim Warnes)作.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695 我不是壞野狼 威爾福德.魯帕諾(Wilfrid Lupano)作; 瑪雅娜.伊多伊絲(Mayana Itoiz)繪; 徐也恬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701 魔法童話. 2, 復仇女巫 克里斯.柯爾弗(Chris Colfer)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213718 品格寓言故事: 動物的祕密 拉封丹(La Fontaine)作; 艾羅蒂.波斯瑞(Elodie Bossrez)等人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725 飛龍騎士. 3: 尋找水之龍 安娜.卡嵐(Ana Galán)作; 哈維爾.德雷加多(Javier Delgado)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732 天神公主學園. 1, 學霸雅典娜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娜.威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749 怎麼辦?龍去度假了! 崔西.寇得羅依(Tracey Corderoy)作; 湯尼.尼爾(Tony Neal)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756 魔法醫. 1, 龍之谷與神祕少年 南房秀久作; 小笠原智史繪;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763 不喜歡噴火的噴火龍 強尼.藍伯特(Jonny Lambert)作.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770 我也能幫忙 伊芙.邦婷(Eve Bunting)作; 凱文.季默(Kevin Zimmer)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824 飛龍騎士.4, 逃出特爾羅洞穴 安娜.卡嵐(Ana Galán)作; 哈維爾.德雷加多(Javier Delgado)繪; 鍾莉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831 童話夢工場. 1: 冰雪公主 安徒生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848 魔法星際寵物. 2, 許願陷阱 琳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陳思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855 這是給你的 根特.亞柯伯斯(Gunther jakobs)作繪; 李怡芬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862 如何抓到兔子? 克萊兒.弗里德曼(Claire Freedman)作; 莫妮卡.費里皮那(Monika Filipina)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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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20933 來學日本語. 基礎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四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020940 テーマ別中級から学ぶ日本語 松田浩志, 亀田美保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020957 來學日本語. 基礎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四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020964 日本語能力試驗N2文法總整理 河村美智子, 陳美姬, 黃桂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971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N5読む: 文字.語彙.文法 星野恵子, 松本節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0988 テーマ別上級で学ぶ日本語 松田浩志, 亀田美保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020995 來學日本語. 初中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813808 來學日本語. 基礎進階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813815 來學日本語. 初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四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813822 來學日本語: 作文練習帳. 中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295 台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1071-2期社區化成果展刊林雲騰, 吳秀雲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187 科技與英文 吳秀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491 遁入桃源: 陳之麟創作集 陳之麟作 平裝 1

9789869798204 千情美女-百媚江山: 黃志超個展. 2019 黃志超作 平裝 1

9789869798204 千情美女-百媚江山: 黃志超個展. 2019 黃志超作 平裝 1

9789869798211 陳建大明: 悠然-超然 陳建明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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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461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暨印鈕得獎作品集. 第二十屆廖穆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4543 這才不是叢林! 蘇珊娜.伊賽恩(Susanna Isern)作; 羅西奧.伯尼拉(Rocio Bonilla)繪; 李家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550 AR互動遊戲書: 瘋狂農場 尤拉麗亞.卡納(Eulalia Canal)作; 斐南多.羅西亞(Fernando Rossia)繪; 蘇凱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567 鯊魚直播秀: 你誤會鯊魚了! 安.黛克蔓(Ame Dyckman)作; 史考特.麥固恩(Scott Magoon)繪;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574 黑色的豬 亞藍.梅(Alan Mets)文圖; 魏遲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581 我從哪裡來? 維陶塔斯.V.蘭茨貝吉斯(Vytautas V. Lands bergis)文; 達利婭.卡帕維秋特(Dalia Karpavičiūtė)圖; 周婉湘譯精裝 1

9789862744598 七隻小老鼠去上學 山下明生文; 岩村和朗圖; 鄭明進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4604 七隻小老鼠去海邊 山下明生文; 岩村和朗圖; 鄭明進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4611 七隻小老鼠挖地瓜 山下明生文; 岩村和朗圖; 鄭明進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4628 七隻小老鼠愛釣魚 山下明生文; 岩村和朗圖; 鄭明進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4635 巫婆阿妮過新年 韋樂莉.湯瑪士(Valery Thomas)文; 柯奇.保羅(Korky Paul)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642 壞壞的大吼吼 尹格麗.賈培特文; 谷瑞迪圖;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666 襪子賽門找朋友 蘇.韓德拉(Sue Hendra), 保羅.李內(Paul Linnet)作; 尼克.伊斯特(Nick East)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680 妖怪交通安全 廣瀨克也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697 妖怪旅行團 廣瀨克也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727 她有兩個爸爸 梅爾.艾略特(Melanie Elliott)文圖; 林蔚昀翻譯 精裝 1

9789862744833 妖怪美術館 廣瀨克也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840 妖怪遊樂園 廣瀨克也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074 萃智創新工具精通: 參考解答 許棟樑作 五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790 企業併購策略 李陳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503 品菓創業指南: 城鄉創生素人創業輔導計畫內訓教材品菓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2510 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吳玉山, 楊三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510 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吳玉山, 楊三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91296 植物大戰殭屍: 博物館漫畫. 3, 中國國家博物館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02 植物大戰殭屍: 博物館漫畫. 4,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19 植物大戰殭屍: 中國名城漫畫. 3, 瀋陽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26 植物大戰殭屍: 中國名城漫畫. 4, 太原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33 植物大戰殭屍: 博物館漫畫. 5, 北京故宮博物院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40 植物大戰殭屍: 中國名城漫畫. 5, 成都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57 植物大戰殭屍: 中國名城漫畫. 6, 西安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64 植物大戰殭屍: 博物館漫畫. 6, 埃及博物館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71 植物大戰殭屍: 博物館漫畫. 7, 台北故宮博物院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亞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9789578891388 植物大戰殭屍: 博物館漫畫. 8, 法國羅浮宮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395 植物大戰殭屍: 中國名城漫畫. 7, 武漢.長沙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401 植物大戰殭屍: 中國名城漫畫. 8, 洛陽.開封 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418 植物大戰殭屍: 博物館漫畫. 9, 陝西歷史博物館笑江南編繪 平裝 1

9789578891494 植物大戰殭屍: 人體漫畫. 1, 超級大腦大對決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500 植物大戰殭屍: 機器人漫畫. 1, 機器人迷宮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517 小超人生病了 李赫著; 葉子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517 小超人生病了 李赫著; 葉子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524 童童的彩色筆 李赫著; 陳庭昀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827 1850年後義大利藝術歌曲及寫實歌劇主義研究林玲慧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983 醫療測量裝置之研發成果 曾明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82038 幸福紫微方程式 陳雨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045 學紫微斗數看一次就學會 張立忠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903 但是... 陳芳怡作.繪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5328 翰墨薈蘭彩墨書畫聯展. 二0一九年: 東亞名家書畫集. 第五輯王美美策劃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247 PBL自主學習社群成果輯. 2019 亞洲大學圖書館編 0 2

9789869722261 生活法律風險管理.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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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22254 亞美學院. II 林怡君等合著; 黃淑貞, 張少樑, 李梅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314 小菲菲和新弟弟 羅倫斯.安荷特文; 凱瑟琳.安荷特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9376 發現小錫兵 約克米勒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芳怡繪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亞藝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東和樂器



9789869522670 博物館之書 珍.馬克文; 理察.荷蘭圖; 傅伯寧譯 精裝 1

9789869646062 開往遠方的列車 伊芙.邦婷文; 羅奈德.布姆勒圖; 劉清彥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9730204 艾瑪玩捉迷藏 大衛麥基文.圖; 周逸芬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9730259 家 羅倫斯.安荷特文; 凱瑟琳.安荷特圖; 林良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9730266 不是我的錯 雷.克里斯強森文; 迪克.史丹柏格圖; 周逸芬譯三版 精裝 1

9789869730297 影子不見了 陳致元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507 這是誰的島 陳致元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514 呱呱呱 陳致元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521 魔奇魔奇樹 齋藤龍介文; 潼平二郎圖; 林真美譯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50117 現代臨床望舌 羅綸謙, 蔣依吾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350124 還我好骨架: 生病原來是骨頭惹的禍 張富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350131 董氏奇穴傳心錄 曾天德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9906 不當你的甜點情人 米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913 糖水情人 辛蕾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920 帶著走情人 夏洛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9937 回收舊情人 香奈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90135 愛神報恩 莫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90142 愛神快快來 晴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90159 凸槌愛神 花茜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90166 守護神 忻彤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90173 女耀農門 樵牧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180 女耀農門 樵牧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197 女耀農門 樵牧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203 廚神童養媳 六月梧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210 廚神童養媳 六月梧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227 悍妞降夫 曼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234 悍妞降夫 曼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241 小女金不換 君子羊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258 小女金不換 君子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265 小女金不換 君子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272 仙夫太矯情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90289 桃花小農女 韓芳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296 桃花小農女 韓芳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302 阿九 青君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319 阿九 青君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326 阿九 青君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333 旺夫神妻 高嶺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340 旺夫神妻 高嶺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357 廢柴福妻 龍卷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364 廢柴福妻 龍卷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371 醫女出頭天 陌城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388 醫女出頭天 陌城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395 醫女出頭天 陌城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401 醫女出頭天 陌城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知音



9789865090401 醫女出頭天 陌城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0418 賴上皇商妻 頡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425 賴上皇商妻 頡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432 賴上皇商妻 頡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449 賴上皇商妻 頡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0456 棄女翻身記 慕伊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463 棄女翻身記 慕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470 棄女翻身記 慕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487 犀利小廚娘 遲小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494 犀利小廚娘 遲小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500 犀利小廚娘 遲小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517 夫人拈花惹草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524 夫人拈花惹草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531 夫人拈花惹草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548 夫人拈花惹草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0555 夫人拈花惹草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90562 財神嬌娘 雨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609 財神嬌娘 雨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616 財神嬌娘 雨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579 醫娘好神 金夕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586 醫娘好神 金夕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593 醫娘好神 金夕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037 王金平的論述: 認宗愛台解分歧,漢魂台魄壯台灣王金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03 珍奧斯汀計畫 凱瑟琳.弗林作; 陳佩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953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淺釋(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譯; 宣化上人講述初版 精裝 2

9789867328953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淺釋(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譯; 宣化上人講述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82 生長輪ANNUAL RING: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畢業專刊. 第五屆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第五屆全體同學作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826 印尼模式: 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1998-2018 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作; 鄺健銘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7407 自造者精神的「自我實踐」與「教育推廣」: 技術報告及實務成果許喬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季風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是設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南科大數媒系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54

東美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811 串起來講論語大易 許仁圖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8606 水墨現場 墨聞 [亞洲藝企有限公司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9960 冒險教育與培訓 吳兆田, 徐堅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202 三十七佛子行淺釋 釋修印講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240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s Asian conference. 7th(IISEAsia. 2018)黃欽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363 越南法最新發展趨勢 林更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356 與偶同行: 東海皮影35年 許莉青策畫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332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種豬性能檢定站自動化群飼個檢設備導入報告書陳怡蓁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497 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會. 第九屆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所)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448 「那一年,我們共同的知識窩-1955-1984東海大學圖書館歷史文物展」專輯王雅萍, 謝鶯興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6385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考照題庫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時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資管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畜產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剛山般若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藝企



9789865736392 汽車駕照考照指南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598 高雄市外丹功 李瑞崇, 呂正心總編輯 0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937 照顧服務員單一技術士檢定學術科必勝秘笈優護平台(股)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2896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惠雪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6428975 租稅申報實務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19版 平裝 1

9789866428982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李娟菁, 陳妙香編著 17版 平裝 1

9789866428999 觀光產業概論 唐受衡等編著; 王耀明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9812207 食氧律動愛: 養生新主張 韓紅育等編著; 李玉萍主編 平裝 1

9789869812214 會計事務丙級學科超強解析 卓如意, 高麗萍, 陳品茹編著 1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310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2019 Sudu Tada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639 三湘鎮神泰山軍: 國民革命軍第十軍 周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21639 三湘鎮神泰山軍: 國民革命軍第十軍 周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21646 義烈孤雄: 臨危授命、殿後抗共、寧死不降的最後國軍將領盧英龍盧保湘, 盧雪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21646 義烈孤雄: 臨危授命、殿後抗共、寧死不降的最後國軍將領盧英龍盧保湘, 盧雪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84628 十大願王修行法要: 新加坡.檳城講記: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講記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659 白話<> 杜斗城譯注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666 北朝佛教造像溯源史: 法相紋飾在埃及、印度、中亞、中土的演變流傳陳清香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673 諸佛菩薩覺悟八要: <>講記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1

9789867484697 幸福,就這樣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03 心界導航: 從探心: 二00七臺北講記之一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10 是心,非心,還是心!: 從談心: 二00七臺北講記之二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34 普賢十大願王行法精要: 2006臺北講記: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講記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41 看見幸福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58 普賢行願品: <>總結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65 幸福,冏小孩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72 認真,最幸福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89 菩提行者的生命途徑: 華嚴經明法品講記. 上冊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796 菩提道的生命藍圖: 華嚴經明法品講記. 下冊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802 靈性生命的叩動: 海雲和上華嚴經導讀西安講記. I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819 燦爛的生命模式: 海雲和上華嚴經導讀西安講記. II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826 圓滿普賢生命: 海雲和上華嚴經導讀西安講記. III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833 Universal enlightment: an introdution to the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of huayen BuddismTony Prince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剛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空庭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河畔



9789867484840 非常華嚴經: 《華嚴經經首》 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7484864 禪修初探問 海雲繼夢著 第1版 平裝 2

9789867484932 非常占察經<>講記. 二 海雲繼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39972 勘玄記 離世間品導讀: <>思想脈絡的核心 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2

9789869639989 生命故鄉的呼喚. 1, 讓心活起來 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413 街角遇見浪浪 坤益開發顧問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403 AAA城市藝術生活誌. Vol.03 李彥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746410 AAA城市藝術生活誌. Vol.04, 空間編輯者 翁浩原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71480 繪天神凰. 第一部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871596 大帝姬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871589 大帝姬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871794 鹿門歌 凝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1893 將軍在上,我在下 橘花散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71909 將軍在上,我在下 橘花散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71947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871954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871961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7871923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871930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871985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871992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7872005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7872012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7872029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7872043 職業粉絲 鍾曉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2050 職業粉絲 鍾曉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2067 職業粉絲 鍾曉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2074 職業粉絲 鍾曉生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2098 替嫁以後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2104 替嫁以後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2135 繪天神凰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第11卷 1

9789577872142 繪天神凰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第12卷 1

9789577872197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7872203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7872210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7872227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7872234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二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7872364 三線輪迴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2371 三線輪迴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45

坤益開發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忠泰集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7289 快樂捕烏魚 王宣尹等編輯; 李筱倩總編輯; 方政揚等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7296 義守大學校園喬木圖鑑 高禎嬰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502 成為一位義大利冰淇淋工藝大師: 義式手工冰淇淋課程. 初階課程Carpigiani冰淇淋大學作; 陳乃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509 寶塚流: 神、巫女、陰陽師 張秉瑩, 王善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516 庫特的毛線時光: 迷霧國度故事集 沈斑圖; 沈斑, 廖之韻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5523 原來你這麼愛我: 動物心中的小世界 黃孟寅, 彭渤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530 寶塚流: 戲劇、音樂、服裝 王善卿, 吳思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547 邊境角落關鍵字: 413天異地觀察實錄 葉兆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554 違憲紀念日 唐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561 致親愛的孤獨者 盛浩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592 沖繩不一樣: 那些旅行沒教你的沖繩事 朱宥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106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1 楊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113 性平小讀本 朱家安等作; 廖之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120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教學指南 吳昌政等作; 朱宥勳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59151 打開民國小姐的衣櫃: 旗袍、女人、優雅學 馬于文, 陳昱伶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175 大部分解,開始! 周偉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182 反送中紀錄攝影集: 我願榮光歸香港 藝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199 方舟三部曲 林孟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816 拇指琴聲: 卡林巴的響樂之旅 張元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3626 PowerPoint 2013: 簡報學習真easy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603 威力導演. 17: 動手玩影音剪輯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610 Google網路生活應用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627 Google數位生活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634 Office 2019快速學習技 楊宗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641 PowerPoint 2016簡報製作輕鬆學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658 Word 2016文書處理輕鬆學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681 圖解認知心理學 謝嘉恩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0698 圖解世界史 小松田直作; 黃秋鳳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0704 圖解東亞史 宮崎正勝作; 葉婉奇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崗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敏企業台北分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異果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31

阜盛文教



9789864800773 電吉他&貝斯調修改製 李歐那多.洛斯朋納托(Leonardo Lospennato)著; 劉方緯譯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4800896 木構造全書: 世界頂尖日本木構造權威40年理論與實務集大成山邊豐彥著; 張正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902 西式榫接全書: 設計精巧╳結構穩固╳應用廣泛 34種翻倍木工藝時尚美感的木榫接合法約翰.布勒(John Bullar)著; 郭政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919 圖解聚焦東協 瑞穗(MIZUHO)綜合研究所著; 楊毓瑩譯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4800926 圖解重配和聲 樂風編曲法: 八大音樂風格和弦技巧一次學起來,樂曲氛圍任你自由變化杉山泰作; 徐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933 肖像雕塑技法 Peter Rubino作; 謝汝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940 明治初期日本住屋文化 Edward S. Morse著; 朱炳樹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992 兩岸「一帶一路」暨跨境電商與新零售研討會. 2019張迺英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825 再訪虛擬之窗: 林桂華 李宜洲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841 宴席上的中國史: 從席地而坐到圓桌團聚,古人「餐桌禮儀」比你想得還麻煩!李登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858 腦血管微創醫師的告白: 撐開血栓,探見手術間錯綜複雜的人生陳啟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865 街屋視野: 看見迪化街的時光軌跡,走進百年建築演進史李東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6896 日日好粥療: 滋補養生、調養體質,療癒全家人的味蕾及身心帕斯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236 台味歐包: 用鳳梨、香橙、百香果等在地食材,烘焙出49款絕佳風味麵包!陳豐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243 營養師的百變調理機食譜: 從蔬果汁、冰品、湯粥、醬料到寶寶副食品,一機快速搞定,輕鬆打造健康飲食!劉怡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250 職人手感吐司: 專業烘焙技法,解開吐司的秘密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274 沖繩相遇: 海色島嶼的美好人事 呂美玉, 賴信志著; 林清華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281 降血壓精確飲食: 6大類建議食材✕11種必須營養素,7日穩定血壓值,吃出不失控的人生!李姿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304 每日,味噌: 日本靈魂 ╳ 台灣元素的常備菜萬能手帖王祥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311 懶人媽媽點心食譜 徐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335 失業100天: 失業一時爽,一直失業很不爽 郭岱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342 今晚吃什麼?: 日本主婦和台灣太太的家庭常備菜交換誌小野慶子, 謝苹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359 私房西餐MENU: 從前菜、沙拉、湯品、主菜到甜點,零基礎的美味煮義!黃慶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380 牛肉料理地圖: 70道異國牛肉料理 黃慶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628403 陳為民鬼故事 陳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434 迎神台灣: 圖解信仰儀式與曲藝陣頭 李秀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441 麵包控必訪!東京職人店朝聖計畫: 大口享受108款絕品麵包,見識不平凡的職人精神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28458 山村迴游: 客家庄的舊時記憶 潘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73 實驗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世界華德福教育百年論壇暨台灣發展20年回顧Torin Finser等著; 林勤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639 彌勒救苦真經(中英文對照)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明道大學課程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雲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亞博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1309 水彩解密. 5, 名家創作的赤裸告白 林玉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316 臺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秋色篇 黃玉梅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323 助妳好孕: 婦產科名醫解碼人工生殖 張明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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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88081 正信的佛教(簡體字版)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8289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296 神會禪師的悟境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8302 福慧自在: <>講記與<>生活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8319 居士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326 從心溝通(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333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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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1632 馬匹應急完全手冊 Karen Coumbe, Karen Bush原著; 茅繼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649 伴侶動物急診加護手冊 蘇璧伶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1656 犬貓骨折修復與處置手冊 Toby J. Gemmill, Dylan N. Clements編著; 田昕旻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663 獸醫技術人員與助理之營養與疾病照護 Ann Wortinger, Kara M. Burns原編著; 羅億禎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670 五分鐘獸醫會診 您的臨床診療夥伴: 小動物內分泌疾病與繁殖障礙Deborah S. Greco, Autumn P. Davidson原編著; 田昕旻, 羅億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687 犬貓理學檢查 Ryane E. Englar原著; 田昕旻, 羅億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694 小動物麻醉與疼痛管理: 彩色手冊 柯志恆(Jeff C. Ko)原著; 王咸棋, 羅億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1308 犬貓頭部、頸部與胸腔外科手術 Daniel J. Brockman, David E. Holt, Gert ter Haar原著; 田昕旻, 羅億禎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759 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八屆 明新科技大學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編著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70 管理與服務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吳庭瑜, 沈聰益, 蔣欣雅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61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科技學系畢業專刊. 第17屆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449 堂本麵包店: 馬卡龍、史多倫、肉桂捲、德式布丁、酒釀葡萄、伯爵奶茶、菠蘿、黑糖、紅豆乳酪、法國棍子麵包.....超級好吃的關鍵和成功秘技,阿洸師傅一次全公開陳撫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334 烘焙新手必備的第一本書甜點: 120道超簡單零失敗の幸福甜點胡涓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83341 烘焙新手必備的第二本書甜點: 140道不失敗超人氣麵包全圖解胡涓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83358 Carol烘焙新手必備全書 胡涓涓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8683372 京阪奈親子遊 Mimi韓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媒體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狗腳印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明新科大服務事業學院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9789578683389 紅樓饗宴 聞佳, 艾格吃飽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433 野生酵母研究室: 野生酵母麵點製作食譜 蜜塔木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457 訂製甜點的完美配方 VK cooking hous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532 存股輕鬆學: 4年存300張金融股,每年賺自己的13%孫悟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655 改變20萬人的腰痛復健法 鈴木勇作;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693 10秒筋膜放鬆操: 速效改善惱人腰痛、解除疲勞,活化全身讓你白天有活力、夜晚好入眠瀧澤幸一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716 豆漿、豆花、豆腐食療大全: 跟著中醫師養生美容、防病治病王作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723 我要瘦下來: 養好腎,一定瘦!完全解決水腫肥、高體脂、代謝差的中醫對症瘦身良方木村容子著;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730 自然擬真!威化紙花藝術: 英式糖花、蛋糕裝飾都適用的手作花型技巧CIAO SUGAR ART(邱盈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747 排子宮的寒 楊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754 MASA的樂樂便當: 廚房新手快樂輕鬆學123道美味便當菜山下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83778 一天一排毒,身體才會好: 中醫師的全身天然排毒法,清淨五臟,防生病張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785 閱讀職人帶路的日本特色書店: 從北海道到沖繩的全日本在地書店182選,獨立書店、二手書店、複合式書店、書店住宿等等荒井宏明等作;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808 百變塔派研究室 莊雅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815 鐵塔重光: 中華唐密重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智廣阿闍梨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924 光明語錄. 民國109年版 谷口雅宣監修; 宗教法人「生長の家」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576 國際易學大會成立35週年慶暨2019年國際易學大會第30屆台北年會大會論文集邵康華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582576 國際易學大會成立35週年慶暨2019年國際易學大會第30屆台北年會大會論文集邵康華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448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19: 迎向素養導向的特殊教育于曉平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005 大漢清韻: 河洛漢語詩詞吟誦專輯(第五、六、七輯合訂本)九然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593 當天堂介入(10週年紀念版)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著; 徐秀宜, 湯欣瑜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46205 當天堂介入(10週年紀念版)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著; 徐秀宜, 湯欣瑜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46212 親愛聖靈,My Best Friend 腓力.曼都法(Philip Mantofa)著; 王建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229 不憑眼見 凱什.盧納(Cash Luna)著; 羅睿亞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46236 不憑眼見 凱什.盧納(Cash Luna)著; 羅睿亞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46243 不同凡想的天國學校 鮑伯.漢普(Bob Hamp)著; 羅睿亞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特殊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梅川傳統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2570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9年度報告 林大利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703 無與倫比的耶穌基督: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710 智慧的人生: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727 進入屬天的健康: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734 幸福家庭重建: 30天禱告手冊(禮物版)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741 進入十字架的生命: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758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國際禱告學院授權; 愛文協會翻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765 使徒信經: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7772 七個釋放禱告: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1002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 國際禱告學院授權; 愛文協會翻譯修訂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9811019 求主教導我們的家禱告 國際禱告學院授權; 愛文協會翻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026 求主教導我們的教會禱告 國際禱告學院授權; 愛文協會翻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033 新生命陪讀本(信息版) 楊寧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040 為國家禱告: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057 熊熊烈焰大復興: 點燃禱告的火,得著家庭職場、城市國家何得力(Fred A. Hartley, III)作; 吳琇瑩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002 糖尿病人運動指導手冊: 提供臨床衛教人員指導糖尿病友運動的一般準則馬文雅, 陳思羽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54019 臺灣糖尿病年鑑. 2019, 第2型糖尿病 胡啟民, 許志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8509 ISTAM 2010: 201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Kun-Shan Chen et.al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681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114 食品最新快篩手冊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236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10版 平裝 97

9789869720243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財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糖尿病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安全科技與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文福音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野鳥學會



9789869720250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869720267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869720274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9846 敏捷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務: 邁向敏捷成功之路許秀影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4898 採購與供應專業術語彙編 許振邦編著 增修訂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3597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 林寶貴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718 亮亮家族生命教育: 純真時光 張麗卿故事撰寫; 楊家佳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708 逍遙藝會會員展覽專集. 第廿四屆 陳麗真, 李志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7904 老滋味新煮意 王貴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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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72163 At Full: 劇場燈光純技術 高一華, 邱李歐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528 傾聽他的心引導員手冊 蔡仁松, 李富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技術劇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左鄰右舍關懷與照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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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中市逍遙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採購管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1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9789869345927 Serayan大自然 Tokong Sera(汪秋一)總編審; Dakoc Lamlo(朱珍靜)主編; Lakaw Hekaw(林秀姬)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5934 Taneng智慧 Tokong Sera(汪秋一)總編審; Dakoc Lamlo(朱珍靜)主編; Iping Lapic(伊斌喇碧梓)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5941 Serangawan文化 Tokong Sera(汪秋一)總編審; Dakoc Lamlo(朱珍靜)主編; Iping Lapic(伊斌喇碧梓)繪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6411 海峽兩岸粉彩畫家邀請展作品專輯. 2019第四屆呂瓊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6428 台灣粉彩藝術獎公開賽入圍作品專輯. 2019第四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763 Dr.萊爾的神奇百科 高天恒文; 莊政芳圖; 簡碧惠改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787 希望之歌 劉清彥文; 蔡政諭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794 和平王子 陳怡慧, 蘇慶元劇本; 簡惠碧改寫; 陳瓊鳳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9783101 狗狗天堂 蘇慶元劇本; 簡惠碧改寫; 駱思竹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83118 追星 陳怡慧劇本; 簡惠碧改寫; 張博華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783149 超級聯盟 蘇慶元劇本; 簡惠碧改寫; 張博華, 林煜雯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783156 讓每個孩子都被優質陪伴 陳進隆, 謝慧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170 他很特別,他是我們班的寶貝: 特殊兒故事大集合莊瓊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187 有人在家嗎? 黃迺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6409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改變與期待 陳宏恩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335 智慧服務產業白皮書. 2019: 服務型機器人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智慧服務推動委員會編著平裝 1

9789868868342 智慧製造產業白皮書. 2019: 智慧技術趨勢與導入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編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631 台灣當代一年展. 2019 洪苡錚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81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 automobil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9社團法人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684 與愛偕老: 熟年帕斯堤自我照顧手冊 徐森杰等編輯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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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丁聯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露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台灣產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



9789869799409 Scratch3~這樣學就對了<> 陳記住, 黃士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914 移人 怡家 宜居 蔡順柔, 蘇玉英主編 平裝 1

9789868795914 移人 怡家 宜居 蔡順柔, 蘇玉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8842 淨土法門總持咒: 上品往生之要 念翼居士著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7326 華岡美學執行者: 吳素蓮 林文清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723 美濃黃蝶祭活動特刊. 2019第二十二屆 美濃愛鄉協進會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626 友善耕作與可食地景紀實 王心慧等作; 鄭瑞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633 眷村流水年華 余金龍編著 平裝 2

9789869583640 龍岡印象: 用繪畫找回記憶 簡文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640 龍岡印象: 用繪畫找回記憶 簡文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657 老街溪前世今生 余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664 中壢百年風華 余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688 日本商業書信 余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819 阿督仔病院 簡家瑩, 簡志成文; 簡家瑩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6826 再見土豆島 ANT作.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76833 幸蝴飛過的山頭 鄭淑玉, 何原文; 鄭淑玉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76840 茶山阿公 劉雯瑜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76857 黑肉阿嬤花生幸福了 吳詩婷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76864 故事ㄟ厝 劉啟暉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76871 流浪狗小黃 陳素蓮文; 陳素蓮, 廖翊帆圖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244 旱溪人文行脚: 從公老坪到大里杙 黃豐隆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濃愛鄉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念佛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科學美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92896 台中國際攝影聯賽. 2019 黃啟文總編輯 平裝 2

9789579892896 台中國際攝影聯賽. 2019 黃啟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675 八卦山郵刊. 第64期: 八卦山郵學會成立二十四週年紀念郵展特刊[社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3224 妓念: 市定古蹟歸綏街文萌樓廢娼貳拾年導覽手冊郭姵妤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8590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2018: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陳仕泓總編輯; 冉挹芬, 劉毅芸, 賴彥如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909 宇宙之子: 蒙特梭利小學的宇宙教育 Michael Duffy, D'Neil Duffy作; 范瑜容譯 平裝 1

9789869765916 宇宙之子: 蒙特梭利小學的宇宙教育(大字版)Michael Duffy, D'Neil Duffy作; 范瑜容譯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938 新摩登: 邁向建築抒情年代: 台南建築三年展專輯. 2019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0329 同前同行: 一名前同性戀者的心靈筆記 思仁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487 解脫道上: 一顆寬廣而叡智的心 班迪達尊者(Sayādaw U Pandita)著; 緬通(Mya Thaung)英譯; 溫宗堃中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524 氣、生命、調息法: 探索傳承自Yogi Bhajan的昆達里尼瑜伽®呼吸技術Ek Ong Kar Kaur 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517 神聖關係: 兩個身體,一個靈魂 Nam Kaur Khalsa, Siri Atma Singh Khalsa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昆達里尼瑜珈教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走出埃及輔導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哈佛蒙式教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310 水土保持技師考題資料(84年至107年) 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214 片雲沛雨. 2, Small Cloud, Heavy Rain: 讀經心得與信仰省思活泉甘霖教育文化協會, 美國谷中百合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618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七屆 侯美雲主編 精裝 1

9789869564618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七屆 侯美雲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5674 臺灣美術展. 2019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5674 臺灣美術展. 2019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405 中華民國如何不亡!?: 以理性對抗民粹,反轉大崩壞楊志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541 凱莉絲夢遊奇幻森林 鄭舜文等文字; 葉恩慈插畫設計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1541 凱莉絲夢遊奇幻森林 鄭舜文等文字; 葉恩慈插畫設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807 毫無隱藏: 夫妻之愛學員手冊 貝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作; 林少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814 毫無隱藏: 單身營會學員手冊 貝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作; 林少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821 毫無隱藏: 工具手冊(禱告服事與內在醫治) 貝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作; 林少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838 毫無隱藏: 夫妻之愛帶領者手冊 貝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合著; 高倢, 林少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845 毫無隱藏: 單身營會帶領者手冊 貝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l Byrne)合著; 高倢, 林少軒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4788 兩岸濕地聯合研討會: 摘要論文集. 2019 陳佳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4788 兩岸濕地聯合研討會: 摘要論文集. 2019 陳佳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698 拼出最有愛的家: 帶著Cookie,拼湊出溫暖的家舍子美學設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5900 行旅構思 創意健康宅 楊書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濕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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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南美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活泉甘霖教育文化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189 té de tucán author rachid lamarti 平裝 1

9789869495196 Estudios de didáctica del Español en Taiwán authors Antonio Riutort Cánovas et al. 平裝 1

9789869780506 我的西班牙語寶典. A2.2 林玉葉[作] 平裝 1

9789869780513 Análisis comparativo de la cultura de Taiwán y España a través de las obras cinematográficas Los santos inocentes y La ciudad de la tristezaauthor Yi-ru Jiang, Fernando Darío González Grueso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326 TSIA美甲師專業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7678 巨型公司的網路架構: 分散式系統內部解密 柳偉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746 入手大數據DB的輕鬆選擇: HBase快上手 楊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753 不需要Hadoop: 用Excel+VB更高竿玩轉大數據朱正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760 物聯網原來這麼近: 立即手動實作一個 黃峰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777 Spring Cloud極致精巧的微服務架構開發技術翟永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784 SpringCloud & Docker雙劍制霸: 微服務架構實戰應用技術周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791 Webpack卓效Web前端開發建置工具強能技術吳浩麟著 平裝 1

9789863797807 貫串Elasticsearch & Lucene輕鬆開發高強全文檢索搜尋引擎姚攀著 平裝 1

9789863797814 大數據時代的資料庫處理: Spark SQL親自動手做紀涵, 靖曉文, 趙政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821 優雅串接React & Redux Web應用程式前端高效開發技術劉一奇著 平裝 1

9789863797838 全球第一個成熟商用區塊鏈框架: HyperLedger Fabric實戰楊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845 React Native 頂尖跨平台行動裝置應用開發框架張益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852 超限未來 無人駕駛先端技術核心領航 劉少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869 Kafka超限精析 重磅級大數據流處理技術平台鄭奇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876 物聯網Python整合實戰 劉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883 Apache Kylin大數據入門 蔣守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890 不只是金融商品: 區塊鏈技術用程式碼實作 黃連金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906 區塊鏈比你想得還簡單: 重新定義「錢」的概念董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7913 Impala大數據查詢引擎: Hadoop高手養成攻略賈傳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8443 這些「看不見」的能力,比成績更重要!: 堅強.自信.不怕困難.受歡迎......田嶋英子著; 黃瓊仙譯 貳版 平裝 1

9789579528474 亞曼的樸門講堂: 懶人農法.永續生活設計.賺對地球友善的錢亞曼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8481 破解癌症: 癌症是「症」不是「病」: 黃鼎殷醫師的身心靈整合療法黃鼎殷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9528498 百年女史在臺灣: 臺灣女性文化地標 鄭美里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8511 情緒生病,身體當然好不了: 黃鼎殷醫師的心靈對話處方黃鼎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8528 營養醫學減重奇蹟: 劉博仁醫師的減重案例分享劉博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8559 守護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 親友失智了,在法律上怎麼保護他們、也保護自己?林致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28580 生命有大美: 人的苦惱,是演化的陷阱 施益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28597 為人祝福,你會更健康 高橋德著;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8603 國際關係怎麼看? 張家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28610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教你逆轉腎: 喝對水.慎防毒.控三高江守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8634 筋骨關節疼痛防治全百科: 骨科專家游敬倫整合中西醫學最新對症療法游敬倫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8641 我的快速．省錢．.美味．營養三餐: 松村和夏的簡便餐桌松村和夏著; 林雅惠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2

佳臺書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7439 International Honorary Doctoral Degree Awarding Ceremony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Jung Yul ChoiYuangshan Chuang 精裝 1

9789869837453 International Honorary Doctoral Degree Awarding Ceremony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2018-2019) Guðrún Björt Yngvadóttir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Yuangshan Chua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8407 時空思維的形跡 張富鈞總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812 人體彩繪初級認證 盧芃秝, 李文娟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829 ncca凝膠指甲初級認證 卓守鈞, 李帝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836 寶特瓶花卉園地 徐又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279 沒有誰是壞人 你也不是!: 療癒罪咎 恰克.史匹桑諾(Chuck Spezzano)著; 非語, 孫翼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867 老師的話 平裝 第27輯 2

9789869319874 白水老人慈語: 今天我們求道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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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0806 來自森林的禮物 許增巧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800 花蓮縣長青書畫會兩岸翰墨交流展暨108花蓮縣議長盃書法比賽得獎作品專輯鐘義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438 花蓮縣洄瀾詩社一O八年慶祝創社64週年暨兩岸名家.社員詩書畫作品聯展專輯. 第十二集連似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蓮縣詩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長青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洄瀾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易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誼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與藍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909 彩韻筆歌: 花蓮縣詩書畫協會會員書畫專輯. 一0八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6909 彩韻筆歌: 花蓮縣詩書畫協會會員書畫專輯. 一0八年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9900 小鳳, 上學去!(細鳳,去讀書!) 王俞棻, 李美玲文; 王茹霖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759 松蔭裏: 松蔭藝術展覽作品特輯.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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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1241 慈悲施食功德迴向手冊 黃四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1258 地藏王菩薩占察經: 占察善惡業報經 地藏法門占察木輪相法(隋)天竺國三藏菩提燈譯; 黃四明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326 原創的真相: 藝術裡的剽竊、抄襲與挪用 勞勃.蕭爾(Robert Shore)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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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8305 茶人花札 林麗玲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616 Wow!reach your goal 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89630 Wow!reach your goal writer/editors Edward Hsieh et al. 平裝 第1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771 時空裡我必將永恆: 記國畫大師董欣賓的生死追求王曉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67875 非花似刃 梶山ミ力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650 春x清 尾崎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8865 文明開化與古董: 霧島堂古美術店 淺田京麻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902 做我的奴隸吧! 櫻乃美佳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926 色男: 十人十色 田村由美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015 假掰也沒用的理由。 石川由紀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022 BuddyXBody籃球搭檔!!! 西園文子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060 腹黑男友。 關夏實作; 蘇涵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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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采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橋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學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學佛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9789575169213 猜疑即是愛! 永住香乃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251 羽鳥家的秘密夜晚 桃井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282 速食❤胖胖的你: 野獸的H餐點 野々宮ちよ子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299 我在深夜中 糸井のぞ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336 日南子天天嗡嗡嗡 水澤惠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350 戀愛的言語 田村琴夕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367 戀愛彆扭選手權 橫山真由美作; 凱薩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398 煩惱拼圖 川上千尋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428 寶貝別哭! 瀨能旬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435 恐男秘書和鬼畜上司: 貼身祕書的初戀 雨宮叶佳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459 S男友X禁斷: 櫻愛戲 陽香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466 偽X戀Boy Friend 山本アタル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473 與你手相繫 崎谷はるひ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480 陽傘男孩 テクノサマタ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497 秘密的炮友哥. 戀人升級篇 ヤマヲ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503 優雅刑事 流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510 普通女高中生的(偶像體驗)。 小杉光太郎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527 今後我要享受青春 北沢きょう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534 秘密的炮友哥. 幸福夫妻篇 ヤマヲ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541 花-淫華調教師 陽香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558 刃牙道 板垣惠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572 他和她♡剛要開始。 桃井菫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589 和社長那個啊♡: 第6滴眼淚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626 緊繫的項圈: 來自主人的羞辱 雨宮叶佳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633 心愛的暴君 神田貓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640 SHIMI凍結 小野塚KAHORI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657 愛奴 小野塚KAHORI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725 仙萌奇緣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756 鳴高飼育社039! 藤乃繪美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763 花盜人 和泉桂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789 妳、宣誓愛我吧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833 純情[]腹黑男友 惠蘋果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427 這個月的汪星人 遠藤淑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847 喵星人來囉! 九条友淀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84 傳說中的內幕 秋葉東子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301 雙重角色: TWIN ROLE 晴海羊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486 燄鳳精選十年 吳柔萱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9959 守護靈奇談: 那個男孩與他的神樹守護者 百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810 迴天志業: 紀念五四運動壹百周年 宋緒康編纂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010 消逝的中之線: 探尋布農巒郡舊社 鄭安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薈軒文創美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點開始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松濤社



9789869758802 No magic in RISO 盧奕樺, 劉昱賢, 王祥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220 淨土三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阿彌陀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合訂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3403 法藍瓷經典100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177 假如二二得五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王詩萌, 若水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8184 奇蹟課程釋義：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三冊(71-90課)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794 新一階奇蹟課程研習會理論基礎班 若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5402 新一階奇蹟課程研習會理論基礎班(簡體字版)若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57370 現代建築之父: 柯比意的故事 法蘭辛那.布榭, 米雪兒.柯恩, 米歇.拉比文圖;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057455 哲學方法性基礎之意象邏輯: 史作檉的八十歲後哲學筆記史作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462 邁向繆思: 漢寶德談博物館 漢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479 插畫家的初心: 永不放棄夢想!插畫家kowei15年接案實例全紀錄!kowei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486 夏天的禮物 李光福文; 郭飛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57493 大的小的: 媽媽與小孩的日常生活大戰 薛慧瑩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509 當藝術遇上法律: 藝術投資收藏的攻防對策 葉茂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516 保存生活: 漢寶德談鄉土與藝術 漢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523 現代性的魅惑: 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殷寶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488 做自己就好 馬維欣文; 伊恩.德.埃伊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9495 琪莉和琪莉莉: 去草原玩 土井香彌圖文;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002 奶奶去哪兒了? Miryam文; 黃祈嘉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340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八屆徐惠隆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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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美術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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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藍瓷



9789869529136 宜蘭縣美術學會40週年暨藝術大學教授聯展: 2019作品專輯鄒森均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29136 宜蘭縣美術學會40週年暨藝術大學教授聯展: 2019作品專輯鄒森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6361 專題閱讀與研究: 高中國文加深加廣系列讀本. II楊朝淵, 紀千惠編著 平裝 1

9789574436378 一封邀請函 李憶婷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6385 各類文學選讀: 高中國文加深加廣系列讀本. III程小路編著 平裝 1

9789574436392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 高中國文加深加廣系列讀本. I陳世明, 許素綿編著 其他 1

9789574436408 巴布的探險 微笑先生文; 陳怡今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4909 阿茲海默症與薑黃素 張鴻議, 蘇益仁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8016 14天壽命多活45年的治癌奇蹟:逾30年輔導癌友臨床經驗,從葛森療法、排毒靜坐到靈療的癌症自救必讀經典!伊恩.蓋樂(Ian Gawler)著; 陳昭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68030 人生成敗的靈性7法: 讓一生圓融無遺憾的關鍵法則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著; 李明芝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8054 靈修訓體與瑜伽的精采對話: 靈動、脈輪、炁感與亢達里尼背後隱藏的共同祕密宇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68061 味噌之書: 你吃到的每一口都蘊藏著千年發酵的極致之秘(45週年暢銷新裝版)威廉.夏利夫(William Shurtleff), 青柳昭子作; 呂奕欣翻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768078 神啊!教我如何把二個聖筊問出三個聖筊: 突破擲筊問不下去的窘境,小心得到三個聖筊卻出錯的陷阱!王崇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551 丁作韶與維雅特: 二十世紀變局中的知識分子友誼克洛德.奧賽爾(Claude Hauser)著; 吳殊, 高秋芬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735568 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 邵銘煌著 增訂一版 平裝 2

9789869735575 為士之道: 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 王德權著 增訂一版 平裝 2

9789869735582 機器業與江南農村: 近代中國的農工業轉換(1920-1950)侯嘉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5582 機器業與江南農村: 近代中國的農工業轉換(1920-1950)侯嘉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5599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 鄭學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830409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 鄭學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830416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 鄭學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117 入迂上人書畫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精裝 2

9789869649117 入迂上人書畫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402 過去 笳彧劇.作畫 1版 平裝 1

9789869785419 龍子RYUKO. 1 エルド吉水作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4

新北市南山中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亟大應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美力齡生醫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596 聖女大德蘭自傳 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6494 殺手收藏家 保羅.克里夫(Paul Cleave)作; 嚴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876 啼死鳥 莫.海德(Mo Hayder)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75 該隱與亞伯 傑佛瑞.亞契(Jeffery Archer)著; 宋瑛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07913 警官之血 佐佐木讓著;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411716 懂得梳理情緒的人,就擁有順利的人生 枡野俊明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785 死後人生: 我那死去的哥哥現示死後世界真的存在,以及在那裡的生活點滴安妮.卡根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815 夜不語詭秘檔案. 904: 叫魂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822 黃泉委託人: 極惡企業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839 陰界黑幫 Div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11853 我的櫻花戀人 宇山佳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860 歡迎哭泣 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877 你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Midd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884 大森林小密室 小林泰三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891 愛在九月來臨時 松尾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914 妖異戀愛古書店 蒼井紬希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921 殺手,流燄繽紛的奇蹟 九把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938 完美未婚夫 琳達.格林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945 月亮的孩子 伊恩.勞倫斯作; 余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952 外科醫生 泰絲.格里森作; 尤傳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1976 門徒 泰絲.格里森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1983 夢幻花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1990 東宮 匪我思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003 空中殺人現場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010 海角天涯的孩子 中脇初枝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034 夜不語詭秘檔案. 905: 凶靈醫院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041 世仇的女兒 傑佛瑞.亞契作;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065 福爾圖娜之瞳 百田尚樹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072 月下戰塵: 驅魔少女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089 世仇的女兒 傑佛瑞.亞契作; 宋瑛堂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412096 地中海的眼淚 梅麗莎.傅萊敏作; 李靜宜譯 平裝 1

9789577412102 異遊鬼簿: 乾嬰屍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119 夜不語詭秘檔案. 906: 荒村禁地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126 我們只有1 馬克.柴德里斯(Mark Childress)著; 陳宗琛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133 我的A級秘密 蘇菲.金索拉作; 牛世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140 地下鐵道 科爾森.懷特黑德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157 願你從此 有我以後 Kok Evely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164 青銅騎士 寶琳娜.西蒙斯作;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188 祭念品 泰絲.格里森作; 宋瑛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195 藥丸奧斯卡. 第二部, 體內的偷渡客 艾力.安德森作;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201 驅魔少女: 紅衣凶魔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218 異遊鬼簿: 爛鬼樓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225 奧林匹克的贖金 奧田英朗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232 藥丸奧斯卡. 第三部, 兩國 艾力.安德森作;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249 藥丸奧斯卡. 第四部, 綠色石板 艾力.安德森作;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256 莫拉的雙生 泰絲.格里森著; 陳宗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263 漂離的伊甸 泰絲.格里森作; 莊瑩珍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天出版國際



978957741228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0: 鬼抓痕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300 回家之路 雅阿.吉亞西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317 藥丸奧斯卡. 第五部, 男女之間 艾力.安德森作;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324 藥丸奧斯卡. 第六部, 大長老的陰謀 艾力.安德森作;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331 禁忌錄: 嫁娶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348 布魯克林孤兒 強納森.列瑟作; 嚴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355 小小夜曲 伊坂幸太郎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362 精神病院 多那托.卡瑞西(Donato Carrisi)著; 吳宗璘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379 黃泉委託人: 地獄逃犯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968 層冰堂五種; 層冰文略續編 古直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7975 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 劉兆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02 中國歷代政制考 姜文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19 甲骨文與甲骨學 張秉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40 篆刻述要 王北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064 呂氏春秋思想理論 李九瑞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101 文心雕龍斠詮 李曰剛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88118 八大山人論集 王方宇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88217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0輯 1

9789576388224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1輯 1

9789576388231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2輯 1

9789576388248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3輯 1

9789576388255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4輯 1

9789576388262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5輯 1

9789576388279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6輯 1

9789576388286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7輯 1

9789576388293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8輯 1

9789576388309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9輯 1

9789576388125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輯 1

9789576388316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0輯 1

9789576388323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1輯 1

9789576388330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2輯 1

9789576388347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3輯 1

9789576388354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4輯 1

9789576388361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5輯 1

9789576388378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6輯 1

9789576388385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7輯 1

9789576388392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8輯 1

9789576388408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9輯 1

9789576388132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輯 1

9789576388415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30輯 1

9789576388149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3輯 1

9789576388156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4輯 1

9789576388163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5輯 1

9789576388170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6輯 1

9789576388187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7輯 1

9789576388194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8輯 1

9789576388200 宋史研究集 宋史座談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9輯 1

9789576388484 老子達解; 馬王堆帛書老子試探 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南天



9789576388491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誤」補正; 讀論語札記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507 易學新論; 易簡原理與辯證法; 馬王堆帛書易經初步研究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514 輯訂喬諷道德經義節解; 輯程大昌易老通言; 輯老子崇寧五注; 輯老子宋注叢殘嚴靈峯輯校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521 校定王弼老子微旨例略; 陸德明老子音義引書考略; 陸德明莊子音義引書考略; 老子章句新編纂解 中英對照老子章句新編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538 老列莊三子研究文集 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545 學術論著及雜文序跋 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8644 中國古代外交史料彙編 傅啟學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89221 老子章句新編; 楊子章句新編; 列子章句新編; 莊子章句新編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238 論語章句新編; 墨子簡編 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245 輯嚴遵老子注; 輯補嚴遵道德指歸論; 輯葛玄老子節解; 輯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 輯李榮老子注嚴靈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276 伊斯蘭建築之世界史 深見奈緒子著; 黃蘭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306 近代建築史 石田潤一郎, 中川理編; 黃蘭翔, 吳瑞真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792 怪胎之愛 凱薩琳.鄧恩(Katherine Dunn)著; 陳靜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204 怪胎之愛 凱薩琳.鄧恩(Katherine Dunn)著; 陳靜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2228 女兒房 鄧九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235 日光綿羊 蔡翔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259 女兒房 鄧九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740 愛上烏克麗麗. 幼教篇 呂苑菁編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164757 愛上烏克麗麗. 幼教篇 呂苑菁編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164764 愛上烏克麗麗. 1, 基礎入門篇. 下 呂苑菁編 其他 1

9789869164771 愛上烏克麗麗. 進階篇 呂苑菁編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164788 愛上烏克麗麗. 進階篇 呂苑菁編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113 高雄紅毛港-李氏家譜 李明賢文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526 14隻老鼠 岩村和朗文.圖; 漢聲雜誌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9738 鐵路先驅 馮蘊珂著 平裝 1

9789869789752 台青遊玩陸: 閒走華東誌 張婉柔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577 正向轉變: 365日快樂實踐手冊 凱瑟琳.珊德森(Catherine A. Sanderson)著; 周宜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4584 最強習慣養成: 3個月×71個新觀點,打造更好的自己吉井雅之著; 張智淵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苑文國際音樂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紅毛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51

南方家園文化



9789869744591 時間都到哪裡去了? 史蒂芬.葛林芬斯(Steven Griffith)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474 人際相位聖經: 占星合盤的個人緣、社會緣與宿命緣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39701 丹妮婊姐麻口不辣心說話術 丹妮婊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718 冬日花園 克莉絲汀.漢娜(Kristin Hannah)著; 林小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886 地震鳥 蘇珊娜.瓊斯(Susanna Jones)著; 清揚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92186 溯迴之魔女 有馬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193 清藏住持時代推理: 林投冤.桃花劫 唐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09 幾許溫柔 黎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16 路過你的時光漫漫: 傷秋 絢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23 路過你的時光漫漫: 留春 絢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30 死愿塔 青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47 將有你的習慣,加密 思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54 我與你的緣分,未完待續 倪小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61 山怪魔鴞 牧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78 遇上質數的茉麗葉 蒲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85 多麼希望,你是我的最初和最後 倪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292 比起昨天更喜歡 盼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315 耀眼如你 蔚夏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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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78868 酌鹿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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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50030 酌鹿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047 酌鹿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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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50085 筆直 七世有幸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瓜國際



9789865050108 奸臣 WingYi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115 歲月間 靜水邊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050146 亡靈書 月下桑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0153 不熟 柳滿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160 刺青 不問三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177 紅五屆 舍木氓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184 命不久矣 墨西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0207 燃心 金剛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214 當年萬里覓封侯 漫漫何其多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221 當年萬里覓封侯 漫漫何其多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276 兩小無嫌猜 北南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283 兩小無嫌猜 北南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290 兩小無嫌猜 北南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0313 楚天月色(直排) 蒟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320 玩家 池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337 玩家 池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344 長生. 第一部, 七玄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368 長生. 第一部, 七玄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351 長生. 第一部, 七玄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50375 沙漠王子. 續篇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382 沙漠王子. 續篇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399 金玉王朝. 第九部, 層流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412 金玉王朝. 第九部, 層流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405 金玉王朝. 第九部, 層流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50474 楚天月色(簡體字版) 蒟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0706 中國軍服圖解1945-1980 吳尚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830713 中國軍服圖解1945-1980 吳尚融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7255 雜木林的一年 向田智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262 農地的一年 向田智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347 潛能開發找一找. 5, 世界傳統節慶 橡木出版策劃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354 潛能開發找一找. 6, 探索各行各業 橡木出版策劃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651 這也太奇怪了吧! 瑪爾.帕馮(Mar Pavón)作; 蘿蕾.杜.費(Laure du Faÿ)繪; 劉相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668 我的新朋友 陳櫻慧, 台灣三麗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675 明天要去遠足 武田美穗作; 鄭雅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682 怕怕鬼 武田美穗作; 鄭雅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712 博物館的一天 いわた慎二郎作; 林宜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729 火箭發射場的一天 岩田慎二郎作; 鄭雅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736 我的小被被 韓恩英作;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78090 浦澤直樹 畫啊畫啊無止境 浦澤直樹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182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2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43

軍式風格多媒體工作室



9789571078694 蜜汁燉魷魚 墨寶非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656 毛絨絨下午茶-Tea Time Lynol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370 享瘦法式輕芭蕾: 360°零死角雕瘦訓練X打造不復胖誘人曲線!韓至英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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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84329 九州縹緲錄 江南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4442 九州縹緲錄 江南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5265 說12星座的壞話 澤誼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852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5869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6163 帝王業 寐語者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6187 帝王業 寐語者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6170 帝王業 寐語者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86309 素人不良少年♂危機一發!! 八百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323 No Color Baby 奥田枠作; USAG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422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86330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6347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6354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6361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6378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6385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6392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6408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6415 相聚一刻(典藏版) 高橋留美子著; 尖端編輯部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6484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官方公式書: 高木同學攻略作戰!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514 100張改變世界的經典相片: 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時刻瑪格麗塔.賈科薩, 羅伯托.莫塔德利, 吉安尼.莫雷利作; 曾慧敏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086576 四人的死灰色調 akabeko作; 木易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6583 落果 akabeko作; 木易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606 率真的你&做作的我 にやま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644 東京攝點筆記: 日本自助旅拍全攻略 里卡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6705 日雜人氣造型師の時尚褲裝穿搭課: 5款經典褲型╳5種低溫色彩╳4項穿搭法則╳10個玩轉技巧!川田亞貴子著; 林慧雯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712 星空夜色縮時攝影術: 把物換星移的絕景濃縮在那一瞬之間竹本宗一郎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6729 成功者的逆商必修課: 決定你成功的不是情商,是逆商哈叔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750 永安調 墨寶非寶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6767 永安調 墨寶非寶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6798 書與鑰匙的季節 米澤穗信作; H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6804 尼爾: 自動人形 短話 映島巡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6811 完美謊言的最後一句話 河野裕作; H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6828 惡母 春口裕子作;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6835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86842 緋色誘惑 山根綾乃作; K.T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6859 網購美食宅幸福 榎田尤利小說; 中村明日美子漫畫; 熊次郎譯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6866 男友依存症 アッサ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880 響: 成為小說家的方法 柳本光晴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6897 憐愛 くれの又秋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903 相連之星 高野ひと深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934 龍族叛亂與新王: 馴龍高手. 九 克瑞希達.科威爾著; 朱崇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6941 我的Minecraft DIY大事典: 1.14村莊與掠奪完全攻略王育貞, 盧品霖作 平裝 1

9789571086958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86996 九州縹緲錄 江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7009 九州縹緲錄 江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7016 九州縹緲錄 江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7023 九州縹緲錄 江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7054 還不起的心願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7061 閃耀金色光芒的你 鈴丸みんた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078 落雷擊中邱比特 鈴丸みんた作; 貝貝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085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著; K.T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7092 福星小子 絕讚★精選集 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7108 福星小子 絕讚★精選集 高橋留美子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7115 魔獸世界: 部落的崛起 克莉絲蒂.高登作; 子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7146 純愛情色期 彩景でりこ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153 相愛情色期 彩景でりこ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160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87177 流汗吧!健身少女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泪紫音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7184 偶像大師灰姑娘女孩: 灰姑娘女孩劇場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原作;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7191 肉體還債完美計畫 にやま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207 龍族寶石爭奪戰: 馴龍高手. 十 克瑞希達.科威爾作; 朱崇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214 小小的地方 東山彰良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7221 神秘的圓胖貓吐司工廠 崔鳳修作;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87245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1087252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1087269 哥布林殺手外傳: Year One 蝸牛くも作; 邱鍾仁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7283 左撇子的你 額賀澪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290 隱性肌覺醒: 穿衣顯瘦,脫衣顯壯的啞鈴訓練術林冠宇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306 在我眼中閃耀的他 槙陽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7320 響: 成為小說家的方法 柳本光晴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7351 星際大戰: 反抗軍崛起 貝絲.瑞維斯(Beth Revis)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382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87429 超級攻略都在這!Minecraft最強技巧玩法888個Project KK作; 王育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7436 兔發奇想: 小桃女友日記 井口病院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467 靈異街11號 劉存菡原著; D51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474 3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灰野都漫畫; 小杏桃編劇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7498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108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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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7542 龍之印記與英雄: 馴龍高手. 十一 克瑞希達.科威爾作; 朱崇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580 GIVEN被贈與的未來 キヅナツキ作; H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84708 磨牙、玩耍、追逐、打滾、做個好夢: 呼嚕嚕～療癒貓咪和你的手作道具集金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2642 投資最重要的事 霍華.馬克斯(Howard Marks)著; 蘇鵬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74 窮查理的普通常識 查理.蒙格(Charles T. Munger)著; 李彔, 李繼宏編譯增修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581 看穿假象、理智發聲,從問對問題開始: (全球長銷40年)美國大學邏輯思辨聖經尼爾.布朗(M. Neil Browne), 史都華.基里(Stuart M. Keeley)著; 羅耀宗, 蔡宏明, 黃賓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611 風險之書: 看人類如何探索、衡量,進而戰勝風險彼得.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著; 張定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710 闖出一條生路: 台灣試管嬰兒之父曾啟瑞醫師零與一百的生命哲學曾啟瑞口述; 尤子彥撰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741 全圖解步驟教學 你的第一本 Python 入門課 毛雪濤, 丁毓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765 早稻田MBA創新管理筆記 早稻田大學商學院等作;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789 絕對續訂!: 訂閱經濟最關鍵的獲客、養客、留客術尼克.梅塔(Nick Mehta), 丹恩.史坦曼(Dan Steinman), 林肯.墨菲(Lincoln Murphy)著; 徐立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796 數位轉型全攻略: 虛實整合的WHAT、WHY與HOW黃俊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88

麥浩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7778802 為什麼你的退休金只有別人的一半? 闕又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819 大腦什麼都記得住!: 用更少的力氣記住更多的東西,四屆記憶冠軍親授的「超效率無極限記憶術」史考特.海格伍德(Scott Hagwood)著; 張定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7778826 創業、自媒體必備的49項策略 麥可.波特(Michael Port)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833 在沒有你的星球,學會呼吸: 死亡、哀痛、癒合、前,一個家庭的重生旅程傑森.格林(Jayson Greene)著; 黃佳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840 提案必看的簡報小抄 下地寛也著; 劉亭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857 親愛的醫師媽媽: 許瓊心醫師與她的巴掌仙子許瓊心口述; 孫秀惠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6417 ピア.レスポンスを中心とした実践研究: 台湾の大学における日本語作文指導を例に羅曉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162 臺灣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本文學.語學.社會文化間之協同研究. 2012年度落合由治, 劉于涵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7869418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人声優ブームの受容と現在楊雅婷著; 沈美雪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470 給設計系學生的初級日語. I 王敏東, 王文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487 新e世代日本語 楊永良, 林秀禧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69500 日文商用書信實務: 入門到應用一冊貫通 蔡政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517 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實錄.第二十屆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辦; 日本拓殖大學, 拓殖大學後援會協辦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524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9548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69531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7869555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869579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869562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7869586 「掌の小説」における川端文学の探究 張月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593 WAKUWAKU日本語 屏東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教材編輯小組策劃; 致良日語工作室製作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577869609 現學現用!職場實戰日本語 佐藤和美著; 龔映虹翻譯.監修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616 Kabalan日本語 洪若英策劃; 致良日語工作室製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869623 A journal of Yamagata: encountering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rough Yu’s experiences in Yamagata, Japan, and the world尤銘煌[作] 平裝 1

9789577869630 花城可裕著作集 花城可裕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79788 情之生 愛之深 曹心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795 高效能領袖之道 盧偉雄, Jack Zwissig作; 張薰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801 披頭四傳奇: 首部曲 莎拉K.H.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18 披頭四傳奇: 二部曲 莎拉K.H.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25 披頭四傳奇: 三部曲 莎拉K.H.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32 披頭四傳奇: 四部曲 莎拉K.H.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49 狐獴 思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63 理粹道 戈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87 生命的新詮釋: 我就是光,看不見的存在 宋培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94 救護路上: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 廖宏昌編著 平裝 1

9789578679900 莊子寓言選錄 蘇志誠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924 手繪藝術尋寶記 張超倫等作; 林美宏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931 點點的祕密花園 余素君圖文 精裝 1

9789578679948 金剛經是有為入無為 羅果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955 螢火蟲效應 主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962 有錢人不能說的祕密: 快速致富的八大步驟 陳大仁著 平裝 1

9789578679979 曾經的畏懼: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編著 平裝 1

9789578679986 Serendipity 望海甘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993 國黌漢聲: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漢詩文選 簡宏逸編註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9

城邦印書館



9789865514013 天國宴席 林唯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319 獻給你左手的無名指 丁凌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326 不准不愛我 大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443 扇雀. 3: 羈絆 釉子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450 英明的惡龍閣下. 1, 與勉強堪用的契約者 林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467 告別依戀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5474 主廚的菜單 程雪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07104 穿樂吧!1934女孩 花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111 愛情,你不存在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128 英明的惡龍閣下. 2, 與稍微堪用的契約者 林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725 小國度: 公寓大廈之法律與實務 黃詩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485 小兒子 黃致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492 明晚,空中見 黃致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5015 男言之隱 黃致凱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812 櫥櫃設計聖經 風和文創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7843 鋁窗設計施工全輯 左大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7850 厭世上班族救星74招 岩崎一郎, 松村和夏, 渡部卓著; 王凱洵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7867 空間設計 進階美學: 20道超美感設計經典法則馬靜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7874 台灣陶瓷年鑑. 2019 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工會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11868 三國志英雄傳. 1, 劉備 加來耕三監修; 杉田透原作; 中島健志漫畫; 張琇媛文字翻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1875 三國志英雄傳. 2, 諸葛亮 加來耕三監修; 杉田透原作; 高橋守漫畫; 張琇媛文字翻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1882 三國志英雄傳. 3, 曹操 加來耕三監修; 水谷俊樹原作; 早川大介漫畫; 張琇媛文字翻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1899 三國志英雄傳. 4, 孫權與周瑜 加來耕三監修; 水谷俊樹原作; 大杉幸廣漫畫; 張琇媛文字翻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1905 三國志英雄傳. 5, 呂布 加來耕三監修; 杉田透原作; 中島健志漫畫; 張琇媛文字翻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353 三國志漫畫版. 1, 桃園誓約 渡邊義浩監修; 能田達規漫畫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360 三國志漫畫版. 2, 赤壁之戰 渡邊義浩監修; 能田達規漫畫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377 三國志漫畫版. 3, 三國鼎立 渡邊義浩監修; 能田達規漫畫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384 三國志漫畫版. 4, 三國之爭 渡邊義浩監修; 能田達規漫畫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門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思法人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故事工場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9789864912391 三國志漫畫版. 5, 五丈原殞落 渡邊義浩監修; 能田達規漫畫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605 發明與科技迷宮 派糖童書編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2612 帝國前夕: 東周列國志. 上 馮夢龍, 蔡元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29 帝國曙光: 東周列國志. 下 馮夢龍, 蔡元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36 統一帝國: 秦漢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43 征服帝國: 秦漢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50 中興帝國: 後漢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67 失落帝國: 後漢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74 虛擬帝國: 三國演義. 上 羅貫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81 三分帝國: 三國演義. 下 羅貫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698 重現帝國: 兩晉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04 瓦解帝國: 兩晉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11 憂鬱帝國: 南北史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28 決戰帝國: 南北史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35 文明帝國: 唐史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42 失控帝國: 唐史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59 幻滅帝國: 五代史演義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66 人文帝國: 宋史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73 微型帝國: 宋史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80 世界帝國: 元史演義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797 長城帝國: 明史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03 泣血帝國: 明史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10 停滯帝國: 清史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27 末代帝國: 清史演義. 下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34 帝國落幕: 民國演義. 上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41 帝國反噬: 民國演義. 中 蔡東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58 帝國餘孽: 民國演義. 下 蔡東藩, 許廑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65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雙面大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72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無影怪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89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深夜的槍聲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896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紳士與乞丐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02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恐怖谷的冒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19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垂死的福爾摩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26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冷面吸血鬼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33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消失的叛徒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40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別墅奇案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57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名探與犯罪天王大對決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64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魔鬼之足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71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腳踏車上的神秘客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88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失蹤的新郎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2995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恐怖的紅圈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3008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奇怪的遺囑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3015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關鍵的指紋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3022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將軍的女兒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13039 世界偵探文學名著-福爾摩斯. 雙面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221 村長手記: 我的美和村長故事 曾喜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2238 <>歌曲及演唱CD 曾喜城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屏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6289 東南亞商管資訊暨文創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19美和科技大學經營管理學院主辦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401 諸羅憶茶: 嘉義市地方學暨在地知識推廣輔導計畫. 106年度: 活泉.尋鷗社-林森里、西榮里茶與詩文史出版計畫林淨因等口述.照片提供; 方婷婷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4682 輝夜姬計畫 文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705 GOTH斷掌事件 乙一著; 陳可冉, 秦剛,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712 只有你聽到 乙一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729 寂寞的頻率 乙一著; 楊爽, 秦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743 鳥居的密室 島田莊司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750 下町火箭 池井戶潤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767 神居書店: 回憶之秋 三萩千夜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774 野球俱樂部事件 唐嘉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781 強弱 柏菲思著 平裝 1

9789573334798 無無明 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04 禁忌圖書館. IV, 讀者殞落 謙柯.韋斯樂(Django Wexler)著;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11 優質國度 馬克-烏威.克靈(Marc-Uwe Kling)著; 姬健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28 愛過你 張小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35 離別郵務課的送信人 半田畔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42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稱圖書委員. 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59 紅皇后. IV, 熾風暴 維多利亞.愛芙雅(Victoria Aveyard)著;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66 三訪!愛開不開的深夜咖啡店 古內一繪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73 雲空行. 肆 張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80 命懸一線 李查德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897 下町火箭: 高第計畫 池井戶潤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903 鎌倉八百萬骨董堂: 初次見面!付喪神偵探 三萩千夜著; 涂紋凰譯 平裝 1

9789573334910 出版禁止: 死囚之歌 長江俊和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927 致命之白 羅勃.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著; 林靜華, 趙丕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941 日日朵朵 朵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334958 生活在他方 米蘭.昆德拉作; 尉遲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4965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稱圖書委員. 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4972 侯文詠短篇小說集(30週年紀念完全珍藏版) 侯文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3334989 穿越撒哈拉: 流浪,走向風沙未竟之地 謝哲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992 兒少學圍棋. 入門篇 李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001 五七炮進三兵對屏風馬 聶鐵文, 劉海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018 五八五六炮進三兵對屏風馬 聶鐵文, 劉海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025 兒少學圍棋. 初級篇 李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032 中炮巡河炮對屏風馬短局殺 黃杰雄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51049 中炮巡河炮對屏風馬短局殺 黃杰雄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51056 圍棋基本技法 王業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活泉人文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冊數共計：2

美和科大



9789869751063 兒少學圍棋. 中級篇 李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070 兒少學圍棋. 提高篇 李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087 承門中醫推拿寶典 王占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51094 久久養生.壯陽.氣功 林東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245 積木小精靈: 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石孟瑾編撰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26252 積木小精靈: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石孟瑾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252 積木小精靈: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石孟瑾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269 Bakan與Sisin的部落尋角之旅: 教師手冊 曾玉茹編撰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26276 Bakan與Sisin的部落尋角之旅: 學生手冊 曾玉茹編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3386 企業租稅法律風險管理實例分析 張進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33331 新租稅法與實例解說: 法律邏輯分析與體系解釋張進德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586 大師的刻意練習: 20世紀傳奇鋼琴家訪談錄,教你比天賦更關鍵的學習心法詹姆斯.法蘭西斯.庫克(James Francis Cooke)著; 謝汝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593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尤迦南達(Paramhansa Yogananda)著; 劉粹倫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262 餐旅概論總複習 劉清華, 劉碧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34279 餐旅概論總複習 劉清華, 劉碧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34293 觀光餐旅業導論 張丰鐘, 劉清華, 劉碧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34309 觀光餐旅業導論 張丰鐘, 劉清華, 劉碧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804 雲居晨悟: 心保和尚過堂講話 心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96828 隔離線外的風景: 跋山涉水見證慈悲的腳印 佛光山印度沙彌學園, 林少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6842 行單: 珍珠瑪瑙下廚房 慧專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471 基督徒宣教使命以及門徒的測試: 普林斯頓神學院演說1970潘乃昭編; 王美書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488 道在人間: 慶賀宋泉盛牧師九十壽誕文集 陳榮爝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90495 生死之間: 安樂死和安寧療護的倫理挑戰 楊順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99353 曼生遺韻 無我文化藝術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盈記唐人工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冠恆國際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9789570499360 太湖石當代藝術作品收藏專輯 黃健亮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109 鼠年運程. 2020 洪正忠編著 1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314 客家文學與客語教學論輯 左春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2005 卓蘭農村生活點滴 黃永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541 泥鰍講古. 二 劉福秋作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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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1360 臭烘烘的游泳池 廖之瑋作; 劉禹廷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1377 你可以陪我嗎? 王麗瑜文; dizzi chu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1384 你是我的媽媽 陳櫻慧文; 劉彤渲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898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19 15th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891 牧會默觀: 誰有153條魚? 翁正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3616 傳道書中的弔詭: 虛與實共舞的人生 呂日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83623 神的同在 林桂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926 理財有道: 小組員手冊 美國冠冕財務事工(Crown Financial Miniatries)編著; 林淑真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352 AngularJS設計與應用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冠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茉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栗縣卓蘭鎮觀光休閒產業文化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萬善祠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家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9789869633369 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 劉錦龍等撰稿; 郭加圖主編 平裝 2

9789869633376 實作LINE Bot使用Python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383 Arduino控制板實習手冊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285 亞太與拉美關係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292 國際商貿與應用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貿外語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292 國際商貿與應用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貿外語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292 國際商貿與應用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貿外語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203 小川未明的大人童話: 收錄、等,陪你越過悲傷的山頭小川未明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7609 基礎圖學實習 林合懿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07616 基礎電學實習 蔡佩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623 電工實習(技術型高級中學電機與電子群) 張鈺楨, 王清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202 創新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瑛琪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584 零睡時間: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第13屆畢業畫冊高采琦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6109614 一起說大林的故事 葉月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560 風起青春飛揚: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創作與實務精選輯陳章錫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09621 文藝足跡: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創作與實務精選輯陳章錫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638 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 2019 葉月嬌總編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109638 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 2019 葉月嬌總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6503 牛津英語大師用THINKING MAP教你多益單字路易思(Luiz)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6510 孩子的英文單字日用百科 Jennifer Lee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前進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文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華大學科技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致理科大創新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動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致理科大



9789869736527 用簡單文法玩日本 陳殿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6534 奇蹟英語講師帶你從0解構多益TOEIC單字文法以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6541 日常英文書信寫作指南: 在職場無往不利、在朋友圈有求必應的36堂寫作課娜娜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6558 孩子的英文會話日用百科 Jennifer Le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36565 365英語單字曆: 陪你過四季,練就英語力 Jennifer Le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36572 前進TOEIC多益單字滿分筆記 Stephen Black, 維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6589 前進IELTS雅思單字滿分筆記 Ruan Esterhuyse, 維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121 大學社會責任研討會. 2019: 在地的溫度與深度 論文集許聰鑫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6902 中華兒女策馬中原. 2018文史體驗營紀實 郁慕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7268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7251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7336 背影(朱自清經典新版) 朱自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7343 父與子 屠格涅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7350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7367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7374 蹤跡(朱自清經典新版) 朱自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7381 養生,其實可以很簡單 鄧瓊芳著 平裝 1

9789863527398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7404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7411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7428 夜天子. 第二輯 月關著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7459 春秋筆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7466 春秋筆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7473 春秋筆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480 春秋筆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497 武俠品賞. 1, 論劍之譜（上）武俠五大家品賞陳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7503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7510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7527 武俠品賞. 2, 論劍之譜（下）武俠五大家品賞陳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7534 武俠品賞. 3, 大俠: 俠的精神文化史論 龔鵬程著 平裝 1

9789863527541 武俠品賞. 4, 武藝: 俠的武術功法叢談 龔鵬程著 平裝 1

9789863527558 武俠品賞. 5, 修訂金庸（上）金庸小說新版評析陳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7565 武俠品賞. 6, 評析金庸小說 陳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7572 武俠品賞六部曲 陳墨, 龔鵬程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7589 哈佛大學社交課大公開 黃檳傑著 平裝 1

9789863527596 非常人傳奇之魚人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7602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7619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7626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633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664 末代皇帝自傳(經典新版) 愛新覺羅.溥儀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7671 末代皇帝自傳(經典新版) 愛新覺羅.溥儀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7688 卡內基超人氣說話術 卡內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7695 外省人故事 武之璋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開科大



9789863527718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725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732 你的善良和你的鋒芒 馬一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7749 非常人傳奇之三千年死人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7756 清朝的皇帝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7763 清朝的皇帝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7770 清朝的皇帝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787 清朝的皇帝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794 清朝的皇帝 高陽著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7800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7817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7824 劍氣桃花 臥龍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7831 劍氣桃花 臥龍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7848 劍氣桃花 臥龍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855 劍氣桃花 臥龍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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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3714 超級生活密碼 太陽盛德作 增訂1版 平裝 1

9789869763721 超級富足密碼: 一本天地之鑰解開你我富足迷惑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115 The future 100 Emily Safian-Demers, the Innovation Group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550 Enhance your diving skills: advanced open water editor DIWA Editorial Team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920 陽宅實用圖解: 看仙仔按捺講 張育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937 風水地理の堂奧. 陽宅篇 高銘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6724 靠技術分析,多空都能穩賺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731 學存股,穩穩賺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748 贏家默默觀察的10大技術指標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755 晉升高手一定要懂的量價分析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76762 高手不說,默默放空多賺15%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76779 一生一定要懂的房地產投資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5609 新粉彩主義. 2: 洪秀敏粉彩分享書 洪秀敏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迪傑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發堂造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羿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迪華控股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51

天圓文化



9789869795616 新粉彩主義. 2: 洪秀敏粉彩分享書 洪秀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862 東南亞的新貌: 轉型的動力與未來圖像 吳鯤魯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3893 社會工作督導的知識與經驗 戴世玫, 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主編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4008 新編應用文 孫永忠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94015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新論 周怡君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94022 濟佛慈悲救渡 吳先琪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24149 荳蘭過去七腳川 林豐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224 瞳 葉宣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7102 幼兒思考力學習(簡體字版) 思達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盧文才總編輯第1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27119 低年級思考力學習(簡體字版) 思達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第1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27126 中年級思考力學習(簡體字版) 思達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第1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27133 幼兒思考力學習 思達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盧文才總編輯第1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27140 中年級思考力學習 思達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盧文才總編輯第1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27157 低年級思考力學習 思達創旭教材研發中心課程研發; 盧文才總編輯第1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418 詩控城市 亮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8941 科技與人生 張世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560 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19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591 教會與歷史: 生活中的先知之口述故事 周聰智等口述; 蔡蕙如暨南臺科技大學<>通識課程全體同學採錄; 蔡蕙如主編初版 平裝 3

9789865627607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四屆 南臺文學獎工作團隊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922 創新數位設計國際研討會數位前瞻與設計趨勢論文集. 2019葉儷棻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化材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亮語文創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思達創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葉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33659 建築技術規則暨解釋函令: 附危老、建築法、水保法及都更相關解釋函令精要陳志隆, 孟繁宏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6733666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附補充圖例) 1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112 玫瑰職人學. I: 唯美隨興筆法 黃彥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562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2012 ISNST editorial board, Department of Electro-Optical Engineeri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其他 1

9789865627508 南臺科技大學簡介 南臺科技大學學校簡介編輯委員會編著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614 漫畫奇遇繁星再現作品合輯 孫志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27621 漫畫奇遇繁星再現作品合輯L 孫志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7645 漫畫奇遇繁星再現得獎作品特輯. 2019 孫志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8236 金色證書之路: TOEIC滿分教師團隊的閱讀全真模擬試題+解析金丙奇著;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243 金色證書之路: TOEIC最強滿分教師團隊的聽力全真模擬試題+解析白熒植著; 戴瑜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250 你累了嗎?根除疲勞的究極健康法 仲野廣倫著;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267 借鏡: 向30位君王學管理 造事務所編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274 西藏,不止旅行: 修心,和最好的那個自己相遇周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281 新制多益練武功 擬真試題15回+詳解 Michael A. Putlack等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8648 南進王座的帝冠: 一代風華高雄驛 凌宗魁, 氫酸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686 宜蘭頭城二二八: 遺孀郭林汾的三國人生 郭勝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693 偉大而美好的種籽: 重繪二二八看見人民迸發的力量Tseng Fe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853 我的雜種人生 林保華回憶錄 林保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891 霧城 沙卡布拉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822 美麗島後的禁書 廖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846 多音交響.多面顯影: 李敏勇精選讀本 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07 布袋爺爺和他的台灣好朋友:NAGEE島國畫 Nagee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410 奇妙的天堂之旅 鄭慧清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玻璃海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臺科大多樂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柏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彥蓁彩繪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茂榮書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528 我的玩具 西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535 看小說 西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542 新舊十二文 王文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6018 運動與兒童全人發展 雷庚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056 給孩子的動畫實驗室: 21個好玩的停格動畫實驗蘿拉.貝爾蒙(Laura Bellmont), 艾蜜莉.布林克(Emily Brink)著; 楊婉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100 蕨類王國 郭城孟作.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032 麻躐之洋: 瑪塔巴 蔚宇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901 DMO製造技藝. 1 方俊傑, 何震寰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5512 觀光餐旅業導論 田琳, 沈婉婷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05529 觀光餐旅業導論 田琳, 沈婉婷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05536 面面觀數學B講義. 2 張進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6605543 輕鬆學數學. B, 講義. 第二冊 張進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5550 面面觀數學. A講義 謝一帆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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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1900 <>鋼琴獨奏曲集 孫瑩潔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233 Night market by Katrina A. Brown...et al.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400 做田,呷飯!: 親近食農教育第一課 保證責任宜蘭縣青出宜蘭農業運銷合作社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7013 怪談病院PANIC!. 番外篇 小丑魚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亮點國際影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出宜蘭合作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柔聲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耶魯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迪墨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2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誼基金



9789863617280 高學歷的背債世代 麥爾坎.哈里斯(Malcolm Harris)著; 朱珊慧,增建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310 大局觀: 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學思維 何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327 暗戀.橘生淮南 八月長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7334 暗戀.橘生淮南 八月長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7365 極速更進階!魔術方塊技巧大全: 世界高手帶你邁向速解10秒領域陸嘉宏, 朱哲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372 少女王者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7433 少女王者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7389 瘋狂亞洲富豪. 2: 有錢真好 關凱文(Kevin Kwan)著; 黃哲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396 裝睡的人叫不醒,再不清醒窮死你 老楊的貓頭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402 顏分析: 穿搭左右你的顏值!照鏡子就變美的最強時尚法則岡田實子著; 高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419 狐狸娘 哈皮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7440 賀爾蒙調理聖經: 哈佛醫師的全方位賀爾蒙療癒法,西方醫學╳漢方草藥,告別老化、肥胖、憂鬱,有效平衡身心莎拉.加特弗萊德著; 蔣慶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464 我準是在地獄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7471 I世代的成績陷阱: 高分=美好未來?幫孩子找到責任感、同理心、好奇心、品格力,才是比分數更重要的事丹妮絲.波普(Denise Clark Pope)著; 蘇祥慧, 蔣慶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488 妳曾與多少渣男互道晚安 風煢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495 親愛的女生. 2: 關係是一場現形記,不論好與不好,都將讓你看見自己楊雅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01 腦科學權威的最高休息法: 11年腦科學實證,8種簡易實踐法,改變生活小習慣,終結疲勞、提升腦力,成為高效工作者李時炯著; 金學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18 身為國際新聞記者: 鏡頭下的故事與文化,那些城市教我的事翁琬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25 你最大的敵人,一直都是自己 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56 墮落王子. Ⅲ, 誓約之冠 C.S.帕卡特(C. S. Pacat)作; 朱崇旻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63 公主病 朱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63 公主病 朱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63 公主病 朱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70 專業營養師教你吃對了,健康瘦,擺脫慢性病,遠離代謝症候群顧中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594 聰明但散漫的青少年怎麼教 理查.奎爾(Richard Guare), 佩格.道森(Peg Dawson), 科林.奎爾(Colin Guare)作; 何佳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600 5秒解痛!按揉鎖骨,消除肩、頸、背痠、止住頭痛吉田一也作; 高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631 那些生命中的美好與失去,我們邊吃邊聊吧 邁克.赫布(Michael Hebb)著; 林宜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655 說唐詩裡的情 蒙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7662 女孩,別再道歉了! 瑞秋.霍利斯作; 何佳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331 當我再次是個孩子: 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選集 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著; 林蔚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0348 VR萬物論: 一窺圍繞虛擬實境之父的誘惑、謊言與真相傑容.藍尼爾(Jaron Lanier)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0355 想像力的文法: 分解想像力,把無從掌握的創意轉化為練習羅大里(Gianni Rodari)著;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75 欲將金針度與人-教學一得 鄭立中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276 書空墨痕: 鄭新民書法集. 第四集 鄭新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200 刑法各論 陳子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子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鄭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新民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0

網路與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542 田文筆 轉角的風景 田文筆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249 一掌經擂台 陳添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167 現代金融市場 黃昱程作 十版 平裝 1

9789574369270 國際金融: 市場、理論與實務 黃昱程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4551 憲法新論 法治斌, 董保城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027 肖像攝影。論 王志偉作 平裝 1

9789574372805 緊縛少女. III Maya Mai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39880 墨海淨筏: 游美蘭書法集 游美蘭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215 舒法字在 楊勝在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488 八十自述 張燦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629 E世代婚戀問題論壇. III: 中西婚戀文化(教案)孫毓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660 筆精墨妙: 懷古齋師生聯展專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盛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燦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毓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游美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勝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董保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志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添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昱程

送存冊數共計：1

田文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177 海外資金.股利節稅 林隆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5567 國際私法 柯澤東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054 財務報表分析概論 謝劍平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5192 EPPM2010: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project,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Chien-Ho Ko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563 積體電路設計的品質管理實務 陳世和作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51 美麗北海道攝影集 郭王寶梅, 郭英雄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634 菜瓜棚跤的數念: 閩南語小說創作 余益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671 全球執法合作: 機制與實踐 何招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115 易經: 注釋與論證 廖慶六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153 圖解航業經營概論 鍾政棋作 第四版 平裝 2

9789574370160 圖解載貨證券專論 鍾政棋作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政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招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慶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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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千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世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澤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劍平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隆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67 思想被宰制的福爾摩沙 陳慶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491 違約金酌減之裁判分析 吳從周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788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林鈺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68204 刑事訴訟法 林鈺雄著 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4368211 刑事訴訟法 林鈺雄著 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9747 親屬法講義 林秀雄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163 林衡茂散文選集: 石龜溪、崙仔寮、斗南街-童年歲月的鐵三角林衡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300 軍民通用刺槍術教材 張博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92 浯島情懷. 四 吳家箴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136 思情化藝: 黃伯思書藝創作輯 黃伯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504 莊美玲老師升等著作技術報告彙編 莊美玲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122 耄園逸筆: 劉忠男八十書法回顧展 劉忠男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忠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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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伯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美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家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林秀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衡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從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鈺雄

陳慶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117 林占梅文史資料新編 林事樵編著; 程玉鳳, 程玉凰校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56 非彩非墨: 老樹的故事 趙占鰲攝影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252 超越影像「此曾在」的二次死亡 游本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740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李明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653 稀世珍釀: 世界百大葡萄酒 陳新民著 修訂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993 建立學習信心與認同感為基礎提升多益教學成效徐郁茹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423 意念藝術 紀向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471 本然の心 陳錦德文字.攝影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331 國際海事組織油污染手冊(中譯)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著; 黃裕凱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81 住宅租賃法律彙編 柯貴勝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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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貴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淵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錦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裕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郁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明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新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占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本寬

林事樵



9789574364749 意氣煥發瓊漿裡 飲酒的樂趣 曾淵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443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20 陳宥潞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542 遇見海人: 海人國故事. I 王慶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870 心.山水: 廖芳乙作品集 廖芳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749 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一屆 莊永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108 聖天命10大社區 吃住免費的生活 以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058 行政制裁之理論與實務 蔡震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166 讀、寫、想、玩 不失智 石義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61089 信託法 謝哲勝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836 世界國家簡介 蔡振元編著 修訂八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900 陳陽熙的心象藝術世界 陳陽熙[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振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陽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義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哲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德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震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芳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永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宥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慶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131 新公司法 陳連順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2930 契約法總論 姚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7912 侵權行為法 姚志明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227 概念構圖運用於情境教學 湯麗君編著 平裝 1

9789574364985 影視情境中學照護專業 湯麗君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839 素履之往: 吳瓊娟繪畫創作集 吳瓊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9983 警察法規 林培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9990 刑法 林培仁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03373 憲法 林培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9979 刑事訴訟法 林培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334 教牧神學: 從教會論到教會治理 周信德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6272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案例解析 邱錦添, 胡勝益, 林克憲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889 我的直覺式繪畫日記,和Gabriele Münter的藝術之旅李嘉倩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043 魚樂陶陶: 陳維銓創作展 陳維銓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維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瑞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錦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嘉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培仁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周信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湯麗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瓊娟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連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志明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861 宮廟堂壇從業人員初階課程 羅瑞生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355 資料採礦寶典-使用R語言 潘文超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288 幸福滿園: 鄭炳煌百件臺中公園水彩寫生作品集鄭炳煌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69263 鄭炳煌: 憶網情深菊島作品集 鄭炳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495 長頸鴨: 客家語兒童有聲故事 陳志寧作; 陳亮均插畫 平裝 2

9789574371501 長頸鴨: 客家語兒童有聲故事 陳志寧作; 陳亮均插畫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6302 實用英文商務合約範例 呂康毅等作; 黃帥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917 易經的生活智慧vs個人星圖的思索. 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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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0498 筆陣墨痕: 陳豐澤周甲書法創作展 陳豐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843 觀光行政與法規(含概要): 102-108年高普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9850 旅運經營學(含概要): 102-108年高普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9867 觀光資源規劃: 101-108年高考及地方特考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9874 觀光學(含概要): 102-108年高普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9881 觀光行銷學(含概要): 102-108年高普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9935 觀光日語: 101-108年高考及地方特考三等歷屆試題及模擬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69942 觀光英語: 101-108年高考及地方特考三等歷屆試題及模擬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986 老醫隨想集 吳昭新(Chiau-Shin Ngo)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常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珍妮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豐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志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黃帥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文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炳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737 行政法 莊國榮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4369706 行政法 莊國榮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228 一線十年: 纏花創作聯展作品集 黃珮萱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198 改變你對國文的教與學: 用心智圖讀文言文 王清平作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048 宣誓效忠台灣 曾勁元作; 岩下篤日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10 書寫金門 王先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68068 聽見金門 王先正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863 上善若水: 張志鴻書法創作專輯 張志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06 創作報告: 原住民、客家、跨界、芭蕾舞劇與電影陳樹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713 富與窮/有錢摎無錢 賴文英圖.文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488 NEW HOPE提琴教材: 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小提琴. 第三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9789574368495 NEW HOPE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中提琴. 第三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9789574368501 NEW HOPE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大提琴. 第三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9789574370634 NEW HOPE長笛教材: 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長笛. 第一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9789574370634 NEW HOPE長笛教材: 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長笛. 第一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9789574370931 NEW HOPE爵士鼓教材: 團體班專用教材 爵士鼓. 第一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永展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樹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文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先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志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清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勁元

莊國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珮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474 淨宗永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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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0030 悅讀日本移民體驗記(內含:吉野村回顧錄) 廖高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0030 悅讀日本移民體驗記(內含:吉野村回顧錄) 廖高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989 孤單小白熊 蔡曉琼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669 面山面海教育與救難機制論壇. 2019 Luca Di Fore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853 誤落塵網: 謝榮恩書法篆刻展 謝榮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54 逐步東行. 2019第6期 劉覲瑢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308 參加2017年薩姆松第23屆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田徑女子標槍項目銀牌競賽實務技術報告羅仁駿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505 經濟刑法: 全球化的犯罪抗制 馬躍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959 殺神與殤 決明2.0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決明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仁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躍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榮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曉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崴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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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高仁

周徐慶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049 India diary: missing. 2 蘇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348 忘形: 聖塔菲駐村碎筆 吳俞萱作; 杜南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587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plum flower springs manualtranslated and abridged by Jim Png Hau Cheng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273 詩篇抄寫本. 卷一 陳曉能編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436 翻轉抽象表現新思維: 之間 張國信. 2019 張國信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788 西荷時期淡水: 史料匯編 張建隆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457 花夢之間: 萬花筒藝術攝影 陳婉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037 臺灣農村時代臺語民俗雜詩: 阿土伯講古新十二生相陳水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997 玉露永醇.珍蕊長馨: 記邵玉珍老師的人生七十才開始周世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297 3D圖解室內裝修木作施工實務 鐘友待, 鐘仁澤作 再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812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歷屆試題解析(含三等、二技、警佐班考試)陳淑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鐘友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淑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水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世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建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婉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曉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俞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771 繁星燦燦 島(來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48 仿古.墨新: 周錫珽水墨作品集 周錫珽 精裝 1

9789574345748 仿古.墨新: 周錫珽水墨作品集 周錫珽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37 易經和道德經裡的生活信念: 老子易道社會主義民族信仰體系解析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0344 易經和道德經裡的生活信念: 老子易道社會主義民族信仰體系解析(簡體字版)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2799 聲嘶力竭為百姓: 找回屬於百姓的聖人之道 耿大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2935 聲嘶力竭為百姓: 找回屬於百姓的聖人之道(簡體字版)耿大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3352 聖諭行不言之教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3369 聖諭行不言之教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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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68532 東方當代墨彩畫會與名家師友聯展. 108 曾盈齊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035 汽車駕駛筆試題庫(中/英文版) 陳永親主編 平裝 1

9789574362400 職業駕駛考照手冊 陳永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966 較早台大研究所入學英文用書 李盛光編著 平裝 1

9789574371815 政大轉學考英文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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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68396 山川壯麗: 潘慶微山水. 第三集 潘慶微畫 平裝 1

9789574371150 舊愛新歡: 丁占鰲潘慶微藝文回顧集 丁占鰲, 潘慶微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245 閾境: 吳宇棠繪畫創作論述暨作品輯 吳宇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0955 閾境: 吳宇棠繪畫創作個展 吳宇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丁占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宇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永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耿大祥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4

曾盈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來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錫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0956 科學教育與環境教育論文彙編: 莫耳教學與LPG瓦斯車薛光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471 實用壓電力學 周卓明作 平裝 2

9789574371891 創意的發想與實踐 周卓明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709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智慧觀光旅運服務數位教材與課程建構之探討張蓓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15 詩.畫原非二: 甲子風華 王登清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720 「關格」一詞名義源流考 黃俊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85 一點紅小說精選 王國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089 周易的天機 吳孟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910 我在大陸的日子. 住房篇 蕭文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690 飛羽攝影. 1 謝正英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00 我所認識的易經. 一, 周易乾坤屯蒙漫談 毛炳生作 修正一版 平裝 1

9789574371594 我所認識的易經. 二, 需訟至大有十卦漫談 毛炳生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正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毛炳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孟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文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俊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張蓓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鳳美

薛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卓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638 懷璞琹譜. 卷二 劉育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979 黑貓中隊機工長與老兵故事 劉先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948 二十四孝詩集 陳履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825 2019年6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2904 2019年7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2911 2019年8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2928 2019年9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3109 2019年10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465 嘉錠台中港區個展專輯 莊嘉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712 太上感應篇 洪三笏註解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731 以愛為器,成就喜樂 葉佳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856 勝兵先勝: 軍事情報作業概念入門 黃竣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318 尤錫輝八十詩書畫文存集 尤錫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325 北鎮社區古厝巡禮百年老屋探索: 張厝的故事王淑慧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尤錫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淑慧(彰化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佳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竣民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莊嘉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三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蓉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寶慧

劉育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先昌



9789574362332 北鎮社區古厝巡禮百年老屋探索: 詹厝的故事王淑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255 老子道德經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4054 孝經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4061 大學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4078 中庸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5198 論語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4355204 論語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4356386 孟子 公孫丑章句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6393 孟子 告子章句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6409 孟子 梁惠王章句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6874 孟子 萬章章句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6881 孟子 盡心章句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6898 孟子 滕文公章句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4357659 孟子 離婁章句 廖舜濔篆書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479 FDCuvée Party Time: Festive Mocktails & Cocktails to Make at Homeauthor Ryan Young 1st ed. 其他 1

9789574362615 FDCuvée Party Time: Festive Mocktails & Cocktails to Make at Homeauthor Ryan Young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523 七三合集 范永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561 實用商務英文 李長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5920 彈力帶基礎健身合集 李長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7528 新制多益文法指南 李長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691 最美的台灣: 100 HDR全景影像與旅讀 薛爾門作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025 璀璨歲月: 張宏洲傳記 張宏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844 Acupuncture practice in Taiwan: transformations and continuities. mastering needling skillsPascale Schmied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Pascale Schmied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程世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宏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范永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長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廖舜濔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Yu Chieh Hsiao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056 大千微塵: 林國信 林國信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094 Grundlagen und aufgaben der gerichtlichen rechtspflege-richterliche unabhängigkeit, sicherung der rechtseinheit, fortbildung des rechtsKlaus Tolksdorf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100 一過一山水: 單騎走進台灣的縐摺處瞧瞧 趙德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315 翻轉人生: 一個警察、牧師、照服員的生命探索劉茂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339 時時刻刻 何蕙珊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346 自由之鑰 Elizabeth Yueh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407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實戰: 統計機器學習之資料導向程式設計鄒慶士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924 周易講義. 第二冊 王肇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636 簡愛碑情天尚遠: 黃義和書法專輯 黃義和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612 不放手,直到夢想到手! 陳默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默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ui-Lin Le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肇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義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贖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慶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茂約(嘉義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鶴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海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德樞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國信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643 Your all time favorite stories in bingata by HLI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865 陪我散步吧 簡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015 詩學視域: 若水化境 孫翼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4364022 浮花浪蕊 孫翼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988 生活道語. 第一輯 府城凡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372 單線圖繪製: Excel VBA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王鴻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2287 電纜路徑連接Link: Excel VBA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王鴻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2294 電纜路徑自動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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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64367 循環呼吸: 解鎖呼吸密碼 鄭宇泰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450 詩選及習作: 華語教學與詩歌鑑賞/五言絕句 許玉青著; 王宣曆校釋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2522 說給你聽: 修辭學13講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466 誰的 施心華圖文創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446 鵝湖紅樓隨筆 呂榮海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671 kinhulan na hmali舌之根: qwas lmuhuw「口述傳統」Atayal泰雅族達少.瓦旦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少.瓦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施心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理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鄭宇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玉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府城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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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翼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688 高門異趣 劉慧琴, 高真, 傅旼編輯 平裝 1

9789574364688 高門異趣 劉慧琴, 高真, 傅旼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3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體育室教師升等<> 莊政典[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763 失物招領 妞醬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848 百福方 詹前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886 功能性化學品的開發物語: 有趣又艱辛的歷程林志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4992 鹿港木雕藝師: 李煥美 陳淑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005 熊の溫泉旅行 張汝秀, 郭靖于, 徳永礼子作; 曾宜秋插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4365012 幸せな美容室 林士瑜作; 張汝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65029 ¿Quién será el campeón?: Las aventuras del zorrito en la escuela Bosque龔書凡作; 劉彧彣, 蔡瑜萱, 蔡華珍插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4368105 熊の溫泉旅行 張汝秀, 郭靖于, 德永礼子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067 紅花 Wendy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135 土木工程防災系列磨課師課程製作 彭生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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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弘葳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Wendy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生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淑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汝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前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志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政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妞醬

送存冊數共計：1

傅旼



9789574365142 我們是與孩子合作的人 鄭弘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289 The beast and the beauty by Aya Li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296 小星體 麥桿星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418 小霸王 夏紫庭作; 蘇維霖繪圖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425 上海大少爺: 漫畫創作筆記. 2008-2018 黃熙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401 後羅曼史: 陳艾七詩集 陳艾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395 Mild days photography Chia Chem Wu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388 張晉嘉從無到有 無彩影像藝術 張晉嘉作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463 初心 幻夢 任軒瑩創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494 The speaking seed: secrets to successful foreign language public speakingby Diana Watso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517 築夢踏實: 林美蘭書法創作集 林美蘭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啟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任軒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華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佳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晉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熙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艾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桿星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紫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ya Ling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553 你真的讀懂老子道德經: 憨山大師之<> (明)憨山德清著解;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4365210 亂世好修莊子禪: 憨山大師之<> (明)憨山德清著解;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562 怪物的教室 Heyyou Lee文. 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6590 怪物的教室 Heyyou Lee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58 <>之「八風」名實考 林麗如, 林昭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685 云中月圓 薩克斯風演奏樂譜集 王云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678 如此一生 王傳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722 新編實用血液淨化手冊 蔡佳璋, 徐永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760 改變未來 楊各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777 兩性關係心靈圖卡 童玉娟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07 賴玉貞-油畫創作畫集: 讓夢想隨時飛翔 賴玉貞編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38 策略思考: 年度計畫筆記書 李文鴻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玉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玉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佳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各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文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傳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宣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麗如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中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69 真的醜的小鴨 詹詠幀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890 多情漫遊: 插畫精選集 徐佩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026 「台灣社會議題反思」之海報設計創作論述黃郁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200 林街刀客.錦源篆刻: 崔子玉座右銘印集 賴錦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194 街頭生命力-古巴 劉祐銘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354 我家與澎湖篤行十村的故事 孫修睦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330 2040天下無人: 洞灼未來科技趨勢,彈指未來數據世紀周明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184 斜線穿越: 關於海貍咖啡館 海貍咖啡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385 金剛經白話譯註 許瑀嫺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392 聖誕樹本紀 張仁瀚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仁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菳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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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瑀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修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周明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錦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祐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佩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郁升

送存冊數共計：2

詹詠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491 魔術好好玩 好好玩魔術 張菳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514 城仲模八十歲月箚記 城仲模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538 監察憲政與法制研析 蘇瑞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613 當藝術課程遇上生涯輔導 台師大美術系、文大心輔系106-107學年度參與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之師資培育生作平裝 1

9789574368969 藝術治療圖卡的可能 105-107學年度文大心輔系藝術治療概論選課學生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576 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其他 1

9789574366576 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606 佛陀如何導引南華大學 陳淼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996 滴天髓精注(簡體字版) 劉丙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620 煙燻妝 綠瓶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6798 快加我好友! 綠瓶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644 餘暉反照更斕斑: 清代書法觀念論要 鄭國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859 手心裡的美,作: 蕾蕾老師的中國風拼布 劉佩蕾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佩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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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瓶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國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淼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炫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學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耀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仲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瑞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903 用Scratch玩數學. 入門篇 廖捨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6965 19六零 阿嬤也有小時候 陳菽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153 簡単なマッサージ: 痛みを緩和 薬を控える 蕭裕正, 蕭淞云編著 第1版 平裝 4

9789574371051 Easy acupressure massage by Hsiao Yu-Cheng 1st ed.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283 愛與夢想: 蓓貝的中東行旅 林瑄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320 孔子成聖的祕密: 剛儒術 林文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344 我的標籤呢 林逸儒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429 再現水湳洞: 一個表演藝術的家 張淇淨, 陳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931 打開佛法餐廳的大門: 聖嚴法師<>與實用型人間佛教(簡體字版)王宣曆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450 生物化學概論 陳明毅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504 搶救中勝222 畢莫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畢鎬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美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宣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逸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林瑄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菽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裕正

廖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511 愛瘋京都: 豆子の旅遊寫真 喬依斯豆作.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69195 日本美景百賞: 豆子の旅遊寫真 喬依斯豆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580 流星說故事: 生命無價詩篇 林華泰詩作; 林亞屏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764 道教全真科儀概覽 李宇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795 餓島、死島、囚島: 一個台籍日本軍伕的故事藍春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849 浪尖上的回首: 宋楚瑜的政治路 大官文化工坊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856 男型就行 駱思安, 陳勇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887 人 蔡睿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917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 陳榮安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4368808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簡體字版) 陳榮安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962 菸語憶像 陳柏政, 張凱清, 蔡依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129 活化的空白: 動畫裝置設計創作論述 戴嘉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振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凱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駱思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信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春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慶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榮泰(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宇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082 漂泊的島鄉 蔡振念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075 福爾摩沙的守護者 鍾煊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143 Reflection: 365日攝影練習 一場返還自我的探索李宛霖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310 蘇軾茶文學數位化研究 陳金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365 後備役的教育召集 A士執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440 從塭仔圳到安地斯山: 南美生活記事 李是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624 濯醪風味: 舊體詩詞賦. 第一輯 (簡體字版) 葉高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631 國中小基礎1200英語單字分色拼讀學習手冊吳凌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648 Story Painters: 周雋老師學生作品集 周奕豪等作; 周雋編審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600 土庫媽祖的石頭(中、英、越南、閩南語合訂本)潘玫足作; 曾義清等繪圖; 朱若葶英語翻譯; 胡清嫻越南語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587 看故事學客話 鄭國南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潘玫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國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凌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是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高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金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文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鍾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宛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594 心之旅 柯瓊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655 洗衣袋之防皺助洗結構開發及應用 朱奐玫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16 惚恍 蔡孟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09 貓步鄉間 Fuk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1259 百合漫步 Fuka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47 我經過最美的風景是你 陳佩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61 異色之瞳 許原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54 小精靈的鍵盤遊戲: 啟蒙期預備階段鋼琴教材鄭方靖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30 墬形下的建築 薛舜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822 原住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可行性之研究 葉美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938 李春學九秩書畫回顧展: 與李國皓作品選輯 李春學, 李國皓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美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春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方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舜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佩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原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孟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智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瓊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奐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952 Literatura, gastronomía y filosofía(西班牙文版) Lucía Chen, Alberto Saladino García, Anastasia Kachaeva作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907 2019曾興平75水彩創作展 曾興平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98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Sports Management, Health and Food Nutrition(TSHF). 2019editor Jung-Fa Tsai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010 因為,愛: 暨林福全作品選輯. 2001-2019 林福全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065 貝河浩蕩莎林華: 來自大地深處的兩部東西方藝術交流史詩劇姜原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133 游於藝~彩筆天涯: 張璐瑜水彩畫-作品專輯暨創作自述張璐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201 漢字和圖形文字淺解 張部之作 平裝 1

9789574369201 漢字和圖形文字淺解 張部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218 畫談金門 杜世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225 中國五代吳越的研究 趙雅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9232 金婚溯心路: 我的回憶 趙雅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546 Soliloque: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on binary hardwareby James C. Lin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雅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家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東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杜世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育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璐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榮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福全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小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興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006 杜岳在澳大利亞的國高中生活 杜岳作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371303 海外旅行到歐洲2016年 杜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71341 杜繪本 杜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71839 杜岳的文薈獎故事集 杜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72850 去基隆港釣魚 杜岳作 平裝 1

9789574373345 桃園環保自然園區 杜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324 輕鬆學工程力學 曾火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69539 輕鬆學工程力學600題 曾火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447 不得已的風流: 陪您走魏晉 巫穗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515 憶網情深: 鄭月珠油畫 鄭月珠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492 海君是隻美男魚 徐苑榕作; 閒魚漫畫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614 全方位認識耶穌: 立體式研經法 陳美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645 數位製造與實構築實作創作 倪順成作 平裝 1

9789574369645 數位製造與實構築實作創作 倪順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683 衍 陳煖慧[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775 洪添助油畫集 洪添助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添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倪順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煖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苑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美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巫穗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月珠

送存冊數共計：1

杜岳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曾火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782 警察專業英文精選字彙 羅尚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768 廖述麟畫輯 廖述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799 小螃蟹與彈塗魚 Andre文; 裴靈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71020 小螃蟹與彈塗魚 Andre文; 裴靈圖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805 青稞一夢: 甦醒於徒步之後 蕭健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836 AISS公共藝術風格設計特徵指標與決策應用技術報告郭文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928 廢廢子の充氣大冒險! huihui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16 穿梭枷鎖的歲月 牧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737 大地詩篇 澎湖之美 李明宗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09 綠蔭蝶舞賞新光 寧定威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47 聖靈的果子: 司琴者的實戰手冊 陳韵芬, 陳毓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韵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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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寧定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家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瑞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蕭健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文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述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ndre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尚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61 二叔公自駕環遊北海道 二叔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85 風景的意志: 羅盈嘉作品 羅盈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146 我是蠶寶寶: 談G6PD缺乏症 徐睿伶圖.文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184 希臘羅馬神話: 神祇與英雄的永恆傳說 艾迪斯.漢彌頓(Edith Hamilton)原著; 劉長安譯述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207 克里森小姐和她的朋友們 Public Chil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0429 兔子先生的銀河冒險 Public Chi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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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0290 十二個夢: 驚嚇、驚喜 別忘了要優雅有禮哦!(簡體字版)瘋狂的巧克力圖.文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269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新意 吳靜宜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276 劉浣青攝影集 劉浣青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13 弗迪的長笛旅程 蔡涵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68 吳啟通幼兒律動理論與實務 吳啟通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啟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青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劉浣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涵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以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靜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長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學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盈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睿伶

二叔公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20 奉鄉鳳林林田村 劉青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412 Unemployed killers support group 里約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99 隱然.之間: 吳孟璋作品集 吳孟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481 女人!女人!: 陳玉美膠彩畫集 陳玉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474 臺灣音畫 鮑元愷作曲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467 法國旅簡: 給犀牛小灰 張燕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511 The images left behind 許聖泓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535 自創鉛筆山水畫繪圖功夫簡笈 沈冠雄編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559 幸福的扁擔 鄭佩芬作; 林玟諭繪 初版 精裝 2

9789574370559 幸福的扁擔 鄭佩芬作; 林玟諭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70832 秀子阿嬤和她的小精靈 鄭佩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617 用愛 邱正雄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曾雪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田宜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冠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佩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燕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聖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玉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全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孟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641 妖怪真奇廟 田宜庭, 董明妮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658 警政管理計量分析暨作業研究 馮佩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71211 Budgeting researc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criteria for the governmental accounting-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by Pei-Chun Fe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801 時光漫漫: 傅鈺創作個展 傅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05 計算機概論. 實務篇 詹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887 星月滿願密碼卡 賴俞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2171 滿願密碼 賴俞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2188 星月密鑰魔法書 賴俞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894 新.媽祖六十甲子靈籤解說 施勝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71389 Matsu's modern exegesis of the sixty poems 施勝台作; 江孟樺, 江科萱英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068 黃登山畫冊 黃登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044 拉達克攝影集: 哈囉,拉達克 吳錦雯攝影; 劉凱倫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075 綠色廚房滅火器供應商的評估及管理機制之研究吳許得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099 別忘了生火: 徐心潔第一本作品集 徐心潔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徐心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洧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許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施勝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登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明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俞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佩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傅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12 帶著聖經去旅行: 向應許之地前進(以色列) 白碧香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29 石滬家族的故事 李仁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74 末代叛亂犯: 「獨台會案」始末口述訪談 廖建華, 黃佳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242 池上有夢詩集 何如珊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235 吶!打開吧! 林紳馥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266 十日: 佛羅倫斯夏記疊影 桑妲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280 呂東興雕塑 呂東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365 情繫北大武山: 聖山幽情 楊天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358 天福園傳說: 光榮世代之圓桌勝士 岳淑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1600 光榮世代: 圓桌勝士外傳 岳淑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440 蟠龍郵票1897-1914 林子牧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子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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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天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岳淑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妮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金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境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紳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仁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建華

送存冊數共計：1

白碧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433 無言花: 廖火煌書法首展 廖火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532 彭雅美: 陶.塑 彭雅美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525 純粹 日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556 建築之述: 自知下的建築反思 江政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549 大熊家餐桌的暖心食刻 陳于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662 鹿港傳藝: 謝雅秀繡線花 鄭惠美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71662 鹿港傳藝: 謝雅秀繡線花 鄭惠美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723 琴緣: 傳統琴琴史、琴器、琴樂 蘇輝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747 你還不知道的韓國瑜 黃光芹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778 路遙書古隸春聯 蕭世瓊作 平裝 1

9789574373390 路遙書行書春聯 蕭世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846 禪宗秘笈瞬間開悟開眼. 2020年 黃浩洋作 平裝 1

9789574371846 禪宗秘笈瞬間開悟開眼. 2020年 黃浩洋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浩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光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瑪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雅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輝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政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于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雅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融

廖火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808 漫步 江季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679 怡香茶園園誌 李欽德作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884 個人的神話.集體的夢: <>、<>導演創作報告黃郁晴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877 南管琵琶製作過程概述 洪進益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990 畜牲法官以及陳師孟的嘴臉 蕭廣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102 阿戎妹 胡少華作; 李瓔真編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195 扣扣扣 Mirror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256 際遇: 林仁傑水彩畫. 2019 林仁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317 自然幻境: 詹前裕膠彩畫集 詹前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331 刻鑿生命之華: 董炎山: 臺南市傳統工藝石雕保存者董炎山口述; 吳佩穎, 陳佳楓, 張智威撰稿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炎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業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仁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前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少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Mirror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進益(高雄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廣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欽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郁晴

送存冊數共計：2

江季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508 古道西風 許業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973 最簡單入門教育工學研究的方法. I 梁榮進等撰文; 許天維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277 如何走進老子哲學的堂奧 林俊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8910 天良 陳金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1679 左眼的夏娃 季至柔作 平裝 1

9789863071723 閃亮亮唇蜜色的語言: 21篇具有故事情節的語言教材彭心怡著 平裝 1

9789863071761 雲頂童年套書 張捷明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71778 不做迷「性」教奴!: 批判反同基督徒的荒謬與愚昧歐陽文風著 平裝 1

9789863071785 臺灣驚情四百年 亢霖作 平裝 1

9789863071792 臺灣多元社會學想像力 蔡宏進著 平裝 1

9789863071815 鴨四妹个 字簿仔: 客話詩集 劉明猷著 平裝 1

9789863071822 阿姆~阿姆~天又落下來囉! 張捷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840 快樂教養: 帶孩子找到自己的天空 徐柏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857 幸福大學 楊錫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16864 為神作個好會友 湯姆.雷納(Thom S. Rai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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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2208 向日者: 戒毒逆轉勝的故事 許有勝, 吳曜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312 舞躍臺灣情: 蔡麗華的悅舞人生 蔡富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329 農學.休閒.生活: 臺灣農業產業文化之體驗與創新張宏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68336 終身學習的傳承與創新: 楊國賜教授八秩華誕專輯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大音樂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骨力冊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天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俊弼



9789869721189 1 2 3 4跟上大家的節奏: 手腦並用強化「體內節拍器」,打鼓、唱歌、跳舞、演奏更有感染力長野祐亮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1196 忘掉，人生才能前進: 遺忘過往的痛苦回憶和成功經驗,以真實的自己面對未來平井正修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3522 一次學會100道世界美味涼拌常備菜 黃經典, 葉光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546 70歲運動也不遲!: 50+的肌力訓練計畫 李淳國著; 黃淑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553 101道低脂美味全蔬食 素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560 請教鄒醫師,女性必知的24個婦女泌尿問題 鄒頡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591 癌症化療生活照護全書: 安然接受治療,克服化療副作用,以期達到最佳預後中川靖章著; 羅婕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203 我是心情魔法師. 上冊, 小學生最佳社交情緒基礎課程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305 童詩十九首: 阿公給孫子的禮物 李飛鵬作 精裝 2

9789869611367 童詩又十九首: 阿公給孫子的禮物 李飛鵬作; 蔡明娥等繪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036 普通化學百分百2.0試題詳解 李鉌著 平裝 1

9789869711043 生物學歷屆試題真詳解2.0. 105-108年 黃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223 閩南語. 1上: 國民中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1冊(臺羅版)李勤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75230 閩南語. 2上: 國民中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3冊(臺羅版)李勤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75414 國小閩南語課本 王金選等編審; 林杏娥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75421 國民小學客家語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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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59428 在風暴來臨之前: 羅馬共和國的崛起和殞落 麥克.鄧肯(Mike Duncan)著; 何修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701 故事派 李啟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759718 金雀花王朝: 開創英格蘭的武士國王與王后們丹.瓊斯(Dan Jones)著; 陸大鵬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759725 金雀花王朝: 開創英格蘭的武士國王與王后們丹.瓊斯(Dan Jones)著; 陸大鵬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759749 喝茶好科學: 研究茶50年的「茶博士」,全面解析茶的歷史、製程、色澤祕密、香氣機制與甜澀苦鮮味成分,傳授把尋常煎茶沖成甘美玉露的祕訣!大森正司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756 京都思路 壽岳章子文; 澤田重隆繪; 張秋明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8759763 完美女友 凱倫.漢彌爾頓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770 直擊緬甸內戰現場: 一部穿越印度、緬北到中國的2275公里採訪實錄柏提爾.林納(Bertil Lintner)著; 林玉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787 深南地方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著; 石武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794 父親養成指南: 從只出一張嘴的豬隊友,進化成參與育兒教養的新時代神隊友安娜.麥菁(Anna Machin)著;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800 泰國: 美國與崛起中國間的角力戰場在夾縫中求存的東南亞王國班傑明.札瓦基(Benjamin Zawacki)著; 楊芩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817 做自己就好: 我屬於我自己!找到真正歸屬感,從「擁抱脆弱」到「克服自卑」,獲得參與世界的勇氣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著;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元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耕心文教



9789578759824 書店不屈宣言 田口久美子著; 顏昀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831 蝗蟲效應: 暴力的暗影: 為何終結貧窮需要消滅暴力?蓋瑞.豪根(Gary A. Haugen), 維克多.布特羅斯(Victor Boutros)著; 楊芩雯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862 金翅雀 唐娜.塔特(Donna Tartt)作; 劉曉樺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759879 空王冠: 玫瑰戰爭與都鐸王朝的崛起 丹.瓊斯(Dan Jones)著; 陸大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886 章魚的內心世界: 三顆心臟、八隻腕足、九個腦袋、三億個神經元,章魚的獨特演化如何感受這個世界?賽.蒙哥馬利(Sy Montgomery)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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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82056 物聯網應用與實作: 使用NodeMCU 鄭光欽, 周靜娟, 李紀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063 PYTHON程式語言: 樹苺派在工程上的應用 邱機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070 工程數學 許世壁, 邱創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2087 計算機概論: 電腦必學基礎 李官陵, 彭勝龍, 羅壽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2032 公民與社會 吳芳德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782094 淺談積分: 微積分單元 陳志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349 工程數學(精華版) Erwin Kreyszig原著; 黃世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356 線性代數(精華版) Howard Anton, Chris Rorres原著; 陳福坤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00 材料科學與工程(精華版) William D. Callister, Jr., David G. Rethwisch原著; 張柳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17 流體力學(精編本) Donald F. Young等原著; 周德明, 龔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24 熱力學(精華版) Claus Borgnakke, Richard E. Sonntag原著; 章哲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31 微電子學 Behzad Razavi原著; 陳育鑽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82155 數位影像處理 Rafael C. Gonzalez, Richard E. Woods原著; 繆紹綱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86 環境化學 Stanley E. Manahan原著; 林秀雄, 劉瑞美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93 普通化學實驗 中原大學化學系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2209 廈門跨境電商高質量發展的機遇與對策 廈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廈門市社會科學院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16 電路學 James A. Svoboda, Richard C. Dorf原著; 黃世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23 基礎電路學(精華版) James A. Svoboda, Richard C. Dorf原著; 黃世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30 山坡地開發實務 張忠俊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2247 分析化學 Daniel C. Harris原著; 林維炤, 李淵博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54 生物統計學 Marcello Pagano, Kimberlee Gauvreau原著; 林為森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61 管理數學 Larry J. Goldstein, David I. Schneider, Martha J. Siegel原著; 張哲明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78 機械製造 Serope Kalpakjian, Steven R. Schmid原著; 蘇春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85 機械製造概論 Serope Kalpakjian, Steven R. Schmid原著; 蘇春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292 機械設計概論 M. F. Spotts, T. E. Shoup, L. E. Hornberger原著; 于劍平, 謝秋帆, 瞿嘉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308 自動控制(精華版) Katsuhiko Ogata原著; 蕭俊祥, 林志哲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315 普通物理學 Richard Wolfson原著; 蔡仲尼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82322 普通物理學 Richard Wolfson原著; 蔡仲尼等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82346 吃魚,不要只會說它很有魚味: 中文閱讀與表達林建發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353 中文悅讀與舒寫文選 呂春明等編著; 朱介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377 普通物理 倪麥童, 林建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391 機械工程實務序列教材 李宗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3609 幻夜的夢旅人. 卷一: 沉眠之夜 貓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3616 幻夜的夢旅人. 卷二: 夢醒之時 貓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458 華才心靈劍譜: 意識生命進化指引 華才作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祐安大斅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振成牀飾行



9789869618465 華才治家格言: 二十一世紀傳家寶典 華才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8472 核心價值再造Q&A: 事業轉型進化實務 華才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8489 組織本體: 事業轉型關鍵秘密 華才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8496 墨影餘韻: 藝術創作思維與實踐 華才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865 牧師手冊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全球總會傳道協會作; 胡宗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889 經歷基督的真實 尚恩.布斯特拉(Shawn Boonstra)作; 鍾友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896 希望的未來 馬可.芬尼(Mark Finley)作; 趙淑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2124 瘋桌遊 葉子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131 數學. A 李秀芳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92148 數學. B 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92155 數學. C 馬雅筠, 陳吳煜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92162 數學. A. 一: 課堂講義 李秀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179 物理 蔡志申等編著; 傅祖怡主編 平裝 1

9789865692186 全民國防教育 歐陽德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92193 全民國防教育 歐陽德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2209 地球科學 游鎮烽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16 媒體數讀 王聖淵, 周靜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23 生物 林元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30 藝術生活. 視覺應用篇 鄭茜文等編著; 傅斌暉, 曾筱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47 生命教育 蕭景方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54 走吧!往心理去 蕭玉玲, 林懿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61 高中物理A+課堂講義 邱世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78 普通高中音樂 李睿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92285 化學(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張永佶等編著; 張一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292 生物A+課堂講義(普通高級中學) 張智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08 藝術生活: 音樂應用 梁啟慧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15 數學.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唐書志等編著; 謝豐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22 歷史. 一 王雅麗等編著; 林滿紅主編 平裝 1

9789865692339 FOCUS焦點講義(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黃敏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155 安可先生的幸福故事 南宮貞熙作.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9047 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經 (北天竺國)三藏沙門無能勝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704 中國民間「保釣」運動史研究(1970-2014) 劉玉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佛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神角智識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剛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時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4058 喜歡和你在一起 田中伸文.圖; 曹以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889 兩個給我,一個給你 約格.穆勒文.圖; 張莉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896 一片大海兩個家 文沃格爾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19 迪倫當老師 蓋伊帕克里(Guy Parker Rees)文.圖; 張政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26 迪倫當老闆 蓋伊帕克里(Guy Parker Rees)文.圖; 張政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33 形狀shapes: 第一本觸感學習書 札維也德諾(Xavier Deneux)文.圖; 黃鈞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40 對比opposites: 第一本觸感學習書 札維也德諾(Xavier Deneux)文.圖; 黃鈞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57 再勇敢一點 妮可金尼爾(Nicola Kinnear)文.圖; 黃鈞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64 迪倫扮大廚 蓋伊帕克里(Guy Parker Rees)文.圖; 張政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71 圖書騎兵隊 海瑟漢森(Heather Henson)文; 大衛司摩(David Small)圖; 陳郁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995 大自然一天 熱內.梅特賴爾文.圖; 魏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008 大自然一年 熱內.梅特賴爾文.圖; 魏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015 大自然一條河 熱內.梅特賴爾文.圖; 魏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039 用圖學英文WORDS 尼曼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046 小石佛 郝廣才文; 朱里安諾圖 四版 精裝 1

9789861899053 誰大誰小 安娜康(Anna Kang)文; 韋恩特(Christopher Weyant)圖; 陳郁潔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9060 小王子 聖修伯里文; 吳淡如譯; 王科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077 最棒的客人 寶拉麥卡夫(Paula Metcalf)文.圖; 張政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084 優良蛋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皮特奧瓦德(Pete Oswald)圖; 陳郁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183 傳說河裡有個獨眼怪 艾可非(Michaël Escoffier)文; 馬修莫德(Matthieu Maudet)圖; 賴羽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206 數獨隨身玩. 騎士篇 Niko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213 數獨隨身玩. 主教篇 Niko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220 數獨隨身玩. 國王篇 Niko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237 掌中戲 陳錫煌文; 林蔚婷, 楊虹穎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5973 高中英語聽力頂標策略 王振玲, 楊玉琦, Tim Bullins編著 其他 1

9789574456529 演劇入門 平田織佐著; 戴開成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543 相對論100 曾美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550 Air Travel & Tourism Kim Young-Mi, Son Ki-Pyo[作] 平裝 1

9789574456567 當代英文寫作手冊 Cathy Dibello, Judy Shi編著 平裝 1

9789574456574 生態翻譯學: 西方學者之聲 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編輯 平裝 1

9789574456581 Key readings in ecocriticism Robin Chen-hsing Tsai[主編] 平裝 1

9789574456598 英漢口譯基礎教程 王麗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604 Graded grammar exercises Andrew Cribb, Lynn Sauve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456659 觀光客的凝視3.0 約翰.厄里(John Urry), 約拿斯.拉森(Jonas Larsen)作; 黃宛瑜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703 僑教研究: 臺師大僑生先修教育探討 蔡雅薰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710 新益智尋寶圖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卷1 1

9789574456727 新益智尋寶圖 Highlights[編] 1st ed. 平裝 卷2 1

9789574456772 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 江凌青得獎文集 江凌青著 平裝 1

9789574456819 初二七班 朱夏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090 翻譯與評介 單德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199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2, IELTS speaking Andrew Guilfoyle[作]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57205 臺灣電影變幻時: 尋找臺灣魂 鄭秉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731 兩岸三地公司法主要詞彙 陳可欣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33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4, IELTS writing task two(academic module)Andrew Guilfoyle[作] 3rd ed.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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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書林



9789574458240 A new subgenre as an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functional theories: Yu Hsien's Life-Death poetry in translationby Rusy-shan Sandy Chen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71 翻雲: 文學與跨文化翻譯 張上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88 字彙多益典. 商務社交篇 王振玲, 楊玉琦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295 跨界思維與在地實踐: 亞美文學研究的多重視角單德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301 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體系新探與實踐 姚海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318 新制多益全真測驗: NEW TOEIC Test PreparationAndrew Crosthwaite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325 高中英聽測驗完全攻略 郭慧敏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8332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2, IELTS speaking Andrew Guilfoyle[作] 3rd ed. 平裝 1

9789574458349 Reading comprehension: developing 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 level Aedited by 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 Inc. 其他 1

9789574458356 Reading comprehension: developing 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 level Bedited by 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 Inc. 其他 1

9789574458363 Reading comprehension: developing 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 level Cedited by 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 Inc. 其他 1

9789574458370 Reading comprehension: developing 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 level Dedited by 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 Inc. 其他 1

9789574458387 Reflections: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edited by Heh-hsiang Yuan, John J. Deeney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417 完全莫非定律 Arthur Bloch著; 林為正譯 4版 平裝 1

978957445842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sabled, the vagrant, and women on the early modern London stageby Elyssa Y. Cheng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431 法漢進階翻譯 吳錫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448 另一種遙望 張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455 科學家在南極 瑞秋.萊斯著 平裝 1

9789574458462 非語言溝通: 妳沒說話時表達了什麼? 喬安娜.柯爾巴著 平裝 1

9789574458479 睡谷傳奇 華盛頓.爾文原著; 金恩.葛莉絲威爾改編 平裝 1

9789574458486 這是一場革命!改變世界的科技 李.賈斯提斯著 平裝 1

9789574458493 聽不見聲音的舞者 西蒙芮妮.摩爾, 瑞奇.席德曼著 平裝 1

9789574458509 現代動物園 路易絲.卡蘿著 平裝 1

9789574458516 歷史名城波士頓 馬克.瓦格司著 平裝 1

9789574458523 羅賓漢營救威爾.史杜萊: 以三種文學形式詮釋同一部傳奇霍華德.派爾, 大衛.伯爾克著/繪 平裝 1

9789574458530 威利.史密瑟和細菌小隊 阿曼達.珍金絲著 平裝 1

9789574458547 送人類上太空: 划得來嗎? 瑞秋.萊斯著 平裝 1

9789574458554 悅讀連結B 瑞秋.萊斯等著; 林士棻等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458578 給媽媽的英文繪本閱讀 楊禎禎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585 移動的門檻 王桂林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592 Rediscovering Twelfth Night: on teach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hakespeare's Twelfth Nightby Alan Y. Lin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615 好萊塢經典台詞裡的美國文化 高振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646 昨是今是 顏慶章作 一版 精裝 1

9789574458653 戀戀愛爾蘭 莊坤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677 短暫的永恆: 丹尼爾.梅古奇的導演絮語 丹尼爾.梅古奇(Daniel Mesguich)著; 洪儀庭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684 Bound feet: stories of Taiwan in transition Catherine Dai[作] 平裝 1

9789574458691 文本與現代手稿研究 易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745 Smart idioms and how to use them by Marlene Pagila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825 (專攻學測)仿學測數學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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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4645 佛說八大人覺經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4652 輕輕鬆鬆煮蔬食 晁明出版社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4669 永嘉禪師證道歌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8

高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晁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457 伊人難為三部曲. 3, 都是神蠶惹的禍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471 伊人難為三部曲. 4, 弱弱的照樣讓你倒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103 佛多與波特的奇幻冒險. 首部曲: 飛天獅子的秘密王志宏, 吳育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7103 佛多與波特的奇幻冒險. 首部曲: 飛天獅子的秘密王志宏, 吳育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942 智力革命: 人類能讓AI變聰明,也將使自己的心智升級?大衛.亞當(David Adam)著; 潘美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413 泡泡嚕嚕 陳彩雲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1662 國貿女王就是姐 鍾莫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679 戰勝過動症: 幫助孩童自律、專注與成功的60個趣味活動Kelli Miller著; 廖敏華, 李錦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686 跆拳道: 競技品勢 陳雙俠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1693 勞動基準法隨身查 周志盛, 周瑋軒, 周瑋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709 圖解臉書內容行銷有撇步!: 突破Facebook粉絲團社群經營瓶頸蔡沛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723 關鍵60秒: 菁英式說服力 鄭家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399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2019 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8909 全球安全、民主與經濟發展之研究 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8916 以心傳心: 潘麟先生講授皇冠瑜伽 潘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8923 皇冠瑜伽: 從身心健康到生命覺醒 潘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8930 直指生命的真相: <>直解 潘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8947 到彼岸賞月: <>的智慧 潘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8954 <>直解 潘麟著 平裝 1

9789869778978 最長的一夜: 1949金門戰役22兵團25軍 沈啟國, 田立仁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616 路徑: 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著; Kolas Yotaka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170 唐綺陽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9 唐綺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訊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格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鬯流文創工作室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空研究書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806 會走路的故事樹: 用共讀打造都會村落 鄭欣怡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620 天堂與地獄: 武陵高中成長記 錢鴻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6005 長生不死行動指南 陳弘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022 郵史研究. 第三十六期 林茂興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761 烏克獨奏很可以 許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712 碰撞的奧妙 周鑑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800 Student's book. Step 1 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1st ed. 平裝 1

9789869806817 Workbook. Step 1 writer Mark Rogers 1st ed. 平裝 1

9789869806824 Super skills book. Step 1 writer Freddie Sizer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827 教會沒有不增長的理由: 怎樣教出「信」二代?: 第一本家庭門訓實戰案例,父母絕不能錯過的8堂必修課翁彩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834 大能的聲音: 號角的入門指南與個人見證手冊亞倫.佛比恩(Allen E. Faubion)著; 張宇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777841 大能的聲音: 成為上帝的號角,釋放大能者的聲音亞倫.佛比恩(Allen E. Faubion)著; 白育書, 田淑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3171 在臺灣建構中國史教育 吳昆財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恩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真哪噠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浩氣長存生命科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郵史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朗朗小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草根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945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09302 淨土指要: 果如法師開示錄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746618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46625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46632 慈悲道場梁皇寶懺-編錄 印隆法師著 精裝 1

9789869746649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653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718660 再見信天翁 LONLO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83 真理大學財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797 金塔第一號奏鳴曲 金塔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84214 薛志璋小提琴演奏會: 「帕格尼尼24首隨想曲」演奏詮釋報告薛志璋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51629 大乘佛教的挑戰. 四, 探求新的生死觀 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編; 胡海燕, 唐帥譯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64582 大乘佛教的挑戰. 五, 探求新的生死觀. 下 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4667 海之子 陳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86 逃亡作法 東山彰良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7513 編輯這種病: 記那些折磨過我的大牌作家們(出版十週年紀念版)見城徹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889 深圳小姐李小蓮 孟繁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589 傻傻的花 周思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787 不上班賺更多: 複合式職涯創造自主人生,生活不將就、工時變自由艾瑪.甘儂(Emma Gannon)著;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794 六朝玉雕綜論 方勝利, 劉嶔琦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8855 禮悟: 在脆弱的盡頭,看見生命的出口 蔣承縉, 李小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893 說話零失誤,跟誰都好聊。: 不白目、不踩雷的溝通課。基姆.佐勒(Kim Zoller), 凱芮.普雷斯頓(Kerry Preston)著; 胡琦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947 共好,從當責開始 張宏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8978 大漢光武. 卷五, 帝王業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081 紅色皇帝的孩子們 胡曉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159 人間失格 太宰治著; 田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9173 大崩壞: 人類社會的明天?(15週年暢銷紀念版)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廖月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9197 極簡實用記憶: 從大腦簡單練習開始,讓你記更多,忘更少!羅布列(I. C. Robledo)作; 鹿憶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203 超馬跑者的崛起: 人類耐力與意志的極限挑戰亞德哈羅南德.芬恩(Adharanand Finn)著; 游淑峰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9210 去你的人生低谷: 最速總的世界六大馬重生路王冠翔撰寫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9258 一次讀懂成功學經典 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著; 游淑峰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9272 變革的力量: 法國史上最年輕總統 馬克宏唯一親筆自傳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289 實搭8色X經典9款: 打造俐落感、提升品味度的半熟女子時尚術日比理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296 你最該討好的人是你自己 米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302 陳柏煜詩集mini me 陳柏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



9789571379319 細軟 馬翊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333 月球之書 大衛.翁弗拉許(David Warmflash)著; 林柏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340 心領神會: 儒釋道之子的信仰體驗 莊錦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364 關鍵時刻: 創造人生1%的完美瞬間,取代99%的平淡時刻奇普.希思(Chip Heath), 丹.希思(Dan Heath)著; 王敏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371 強國爭霸南海夢 賀斯禮(Humphrey Hawksley)著; 蕭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388 台灣必須面對的真相 李鴻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395 我們一起,填滿愛的空白格 裴城太著; YTi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401 大亨小傳 史考特.費茲傑羅著; 董繼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9418 海邊的卡夫卡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9425 海邊的卡夫卡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79432 海邊的卡夫卡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79449 慣性思考大改造: 教大腦走不一樣的路,再也不跟別人撞點子。畢.羅托(Beau Lotto)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456 I.REAL.曾莞婷 曾莞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463 熱賣行銷學: 促銷實戰SOP一次上手 堀田博和著; 賴庭筠, 黃子玲, 張婷婷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9470 聽風的歌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五版 平裝 1

9789571379487 旅行的意義: 帶回一個和出發時不一樣的自己克雷格.史托迪(Craig Storti)作; 王瑞徽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494 沼澤王的女兒 凱倫.狄昂尼(Karen Dionne)著; 王欣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00 謝謝,讓我遇見你: 吳建恆的人生慢旅 吳建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17 2020鼠年開財運賺大錢: 易經論股鎖定最佳獲利點,風水造吉招財迎福好運到陶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24 精神疾病製造商: 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著; 宋治德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9531 永久檔案 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著; 蕭美惠、鄭勝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48 京都癮: 神話傳說、史蹟巡禮、祭典盛事,盡覽古都教人流連的祕密。若村亮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55 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 成為自己的七堂課 丁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62 外商、大企業求職秘笈 Madelei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79 自然風毛線坐墊: 37款圖樣,正面反面都可愛!主婦與生活社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86 千年女優之道 今敏著; 焦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593 靜心.淨心: 52周的修煉,一年後與完美的自己相遇洛桑加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623 25個春天之後再說你愛我: 有一種愛情叫做徐展元與谷懷萱谷懷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654 臺灣數據百閱: 100個重要議題,從圖表開啟對話、培養公民思辨力Re-lab團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9661 美女保健室: 胡心瀕的全方位中醫調理 胡心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678 為什麼你說的話都沒人聽?: 讓人「聽得懂」也「懂得聽」的說話之道小川直樹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685 豬豬過聖誕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9692 蟋蟀之歌 孫石熙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08 小王子 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著; 樹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9715 精油日常: 跟隨季節變化的芳香療法使用課題蕭秀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22 鍛鍊思考力的社會學讀本 岩本茂樹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39 從民族解讀世界史: 「民族」如何推動數千年來的歷史,政治又如何利用民族來製造對立宇山卓榮著; 鳳妙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46 待用民宿 賴芳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53 一次讀懂商業經典 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著; 王曼璇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9760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2020: 獨創東方星座開運書,神預言再現,解析個人流年,找到自己的紫微密碼,時來運轉,富貴好運迎金鼠!詹惟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77 判罪: 八張傳票背後的人性糾結 鄧湘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84 產科醫師的好孕教室: 讓媽媽安心,寶寶健康的懷孕計畫書陳勝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791 禪妙: 生命靈性的幸福起手式 四三先生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9807 夜鶯與玫瑰: 王爾德童話與短篇小說全集 奧斯卡.王爾德著; 朱純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9814 生命的臉(22周年紀念版) 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著; 冬耳, 劉維人, 黎湛平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9821 醫魂: 醫療現場的21則啟發(十週年紀念版) 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著; 崔宏立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9845 讓我們來到南朝: 尋,江南煙雨花落盡 葉言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852 讓我們來到北朝: 看,北國天下起風雲 葉言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869 生為自己,我很開心 凱特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876 你相信,所以你成功: 全球頂尖的成功學大師教你克服懷疑,揮別過去,釋放潛能博恩.崔西(Brian Tracy), 克莉絲蒂娜.史坦(Christina Stein)著; 汪春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883 翻轉台灣: 危機時代的一次保命型大選 陳國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890 超能家族 達力歐.桂格利(Daryl Gregory)著; 李建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06 視線變遠見 楊朝仲等著; 林菁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13 樹懶的逆襲: 當競爭成為事實,耍廢就是義務!湯.麥(Ton Mak)文.圖; 鄭煥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9944 花開小路四丁目的聖人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20 柔韌: 善良非軟弱,堅強非霸道,成為職場中溫柔且堅定的存在法蘭.豪瑟作; 吳孟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37 謝沅瑾鼠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史上最萬用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算二〇二〇農民曆、流年流月,一書在案,平安加持財旺運開!謝沅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68 你,是自己的鑰匙: 靈媒媽媽的心靈解答書 Ruowen 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75 公民自習簿 陳儀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82 印心.超生: 禪宗第八十五代宗師悟覺妙天禪師的慈悲行誼與智慧開示趙詠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9999 掌中集: 微小品.一葉書 林文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001 清秀佳人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著; 曾曉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0018 嫁禍、驅逐、大屠殺: 求生存的猶太歷史 丘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032 商業服務業年鑑. 2019-2020 經濟部商業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049 動盪: 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莊安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056 動盪: 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莊安祺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0063 一次讀懂政治學經典 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著; 林麗雪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80070 選舉不該犯的26條錯誤 小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087 恐懼如何被操弄: 不確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為何形成21世紀的恐懼文化福瑞迪(Frank Furedi)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094 喜歡你: 歡迎進入凹凹的小宇宙 康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62 中西文化的衝突 陳傳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00 我們都有小憂鬱: 運用療鬱象限圖的33種情緒解方,化解莫名的疲憊和心情鬱悶Hossy著; 郭菀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17 成功修練: 一輩子要學會的8堂必修課 陳偉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24 出發,成為我們期待的大人!: 給年輕人的三十個關鍵字陳怡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31 生活沒有變得更好,只是我們變得從容 達達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55 大宋饕客: 從早市小攤吃到深夜食堂 劉海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79 美中貿易戰其實才剛開打 高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86 一筆穿雲 劉屏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1380186 一筆穿雲 劉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193 洛卡: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路上 Loc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223 幻術 蘇敬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230 倘若時間樂意善待我 韓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247 魯賓遜漂流記 丹尼爾.笛福著; 周偉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0278 克羅埃西亞槍聲 蔣霞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285 我的世代我作主: 選舉教會我們的事 敖國珠, 陳惠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308 中西文明的夾縫: 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黃光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315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 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境黃光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322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 倪安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377 不想去上學 Foufou文; 陳虹伃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8335 妖怪客棧. 1, 姑獲鳥的紛爭 楊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1102 20個包租公要教你的66件事 Cosmo等作 再版2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5525 高雄市中華書道學會會員聯展暨第十七屆至聖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輯宋耀偉總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中華書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9

送存冊數共計：114

悅智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富方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5057 高雄市采風美術協會作品專輯, 2019: 海峽兩岸藝術交流展吳勝法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5007 墨韵高情: 延墨書會書法聯展. 第十五回 李讚桐主編 平裝 1

9789869845007 墨韵高情: 延墨書會書法聯展. 第十五回 李讚桐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227 文化創意產業新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高雄市高師大文創學會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638227 文化創意產業新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高雄市高師大文創學會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356 高雄市壽山攝影學會會員攝影展作品集. 一0八年度何永川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421 海四廠技工舍: 生命故事與聚落變遷 生命歷程與社會鑲嵌: 技工舍專題小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6929 書論舒論: 高雄市蘭亭書學會己亥聯展作品集蔡尚運, 李銘煌, 張學隆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0929 當代五大音樂教學法 鄭方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779 公共服務需求與民意之調查分析入門 汪志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793 般若心經.釋義明光 倉忠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1421 高醫兒虐研判實務手冊 尹莘玲, 趙垂勳, 陳美先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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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解剖學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翔數位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醫大中和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蘭亭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壽山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市延墨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高師大文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采風美術協會



9789866105401 春泥: 高雄醫學大學壹零柒學年度大體老師感恩手冊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牙醫系壹零陸級同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710 認識錦鋰 Aqua Net編著; 中華錦鯉協會, 周旭明攝影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1504 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桃園市石門國民小學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608 桃園市書法教育學會會員聯展集 陳瑞相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743 台灣童謠/唸謠書藝展專輯 呂理組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0039 素心我行: 穆然畫會己亥聯展 孫愛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646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一冊, 實務一&觀光資源概要陳安琪總編輯 九版 平裝 1

9789869676472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二冊, 實務二 陳安琪總編輯 九版 平裝 1

9789869676489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三冊, 領隊別冊 陳安琪總編輯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6531 成為新創造: 與神同行的真我旅程 方莉恩(Lynne Fox)作; 陳逸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548 牧者的翱翔: 畢德生的40個牧養筆記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吳震環譯初版4刷 平裝 1

9789861986555 恩典多奇異 楊腓力著; 徐成德譯 初版16刷 平裝 1

9789861986579 忙中取靜學禱告 海波斯(Bill Hybcls)著; 吳碧霜譯 增修初版16刷 平裝 1

9789861986616 天天為青春期孩子禱告 羅德.蓋奇(Rodney Gage)著; 余安嬿, 林淑芬譯初版11刷 平裝 1

9789861986623 誰在水邊養斑點羊 張文亮著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6630 擁抱每一天 唐慕華(Marva J. Dawn)著; 顧美芬譯 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6661 C型觀點: 基督徒改變社會的行動力 斯托得(John Stott)著; 劉良淑譯 二版7刷 平裝 1

9789861986678 擁抱神學 沃弗(Miroslav Volf)作; 王湘琪譯 初版7刷 平裝 1

9789861986708 天天渴慕神: 一年學會18種操練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主編; 蘿樂(Julia L. Roller)編選; 柯美玲譯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6715 詩情禱語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作; 張玫珊譯初版9刷 平裝 1

9789861986739 靈性操練真諦 魏樂德(Dallas Willard)著; 文子梁, 應仁祥譯初版9刷 平裝 1

9789861986760 工作是一份禮物 海特利(Bill Heatley)著; 陳曉微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6913 跟隨祂的腳蹤行(21世紀新譯本): 如果是耶穌,祂會怎麼做?雪爾頓(Charles M. Sheldon)著; 梁瓊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920 信主了,然後呢?: 天國的倫理學建構 賴特(N. T. Wright)著; 蔡昇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跡庫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臺語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穆然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市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市書法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9789861986937 微光: 楊腓力365恩典故事集 楊腓力作; 徐成德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986944 21世紀新約導覽 大衛.帕默(David L. Palmer)著; 譚達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975 你在我眼中閃亮 呂冠緯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999 四種愛: 魯益師論親愛、友愛、愛情、仁愛 魯益師(C. S. Lewis)著; 汪詠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002 約翰福音1-10章 約珥.埃洛斯基(Joel C. Elowsky)主編; 蔡子望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7019 約翰福音11-21章 約珥.埃洛斯基(Joel C. Elowsky)主編; 蔡子望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7040 我如何成為基督徒: 魯益師的信仰驚喜之旅 魯益師(C. S. Lewis)著; 鄧軍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5359 轉法輪(越南語版) 李洪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359 轉法輪(越南語版) 李洪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2271 洪吟. 五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2288 洪吟. 五(袖珍版) 李洪志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8632288 洪吟. 五(袖珍版) 李洪志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8632295 專論八字婚姻學 陳柏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2301 洪吟. 五(簡體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8632301 洪吟. 五(簡體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2318 洪吟. 五(簡體字袖珍版) 李洪志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8632325 轉法輪 Hongzhi Li[作] 4th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71127 中山篆千字文 黃嘗銘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8327 100張圖學會外匯操作: 「聖杯戰法」每年交易三次,新手也可以年賺20% 從開戶到投資策略,全部搞定廖承中, 宋君臨, RICHIE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026 不確定性產權流轉會計論 陳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84057 中國電子商務交易業態發展研究 李紅霞, 粟麗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84064 生態批評與道家哲學視閾下的弗羅斯特詩歌研究肖錦鳳, 李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84071 成本管理會計 胡國強, 陳春艷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684095 孫子兵法與團隊管理 華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29 財務管理 袁蘊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43 逆風飛翔 李守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50 馬克思分配理論新探 楊錦英, 肖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67 高校商務英語人才培養研究 柳葉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81 終極控制權、股東性質與資本成本 王雪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98 創業基礎 鄭曉燕, 相子國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386 生活的意義 汪召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409 政治經濟學: 學習與思考輔導讀物 李萍, 陳維達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423 聰明的股市投資者: 投資大陸股市指南 李恩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430 財務管理 章道云, 羅華偉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454 中級會計電算化實務 陳英蓉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478 參照群體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機制研究 陳春梅, 孟致毅, 陳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經傳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經錢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益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6

真微書屋



9789576802485 國際商務: 案例、閱讀材料和練習集 王佳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508 基礎會計學習指導書 林雙全, 李小騰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515 會計電算化 魏戰爭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539 會計基礎 劉建黨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560 運籌學 董君成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577 財經法規與會計職業道德 胥愛榮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607 中級財務管理 陳瑋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614 中國家庭金融研究 張志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782 非線性單位根檢驗研究 劉田, 談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799 區域人口學研究: 以中國區域治理為例 王學義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29 新編保險英語 袁建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74 多維視角下新疆益貧式增長研究 張慶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28 四川導遊詞創作集錦: 山地旅遊 方海川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35 消費信貸的消息擠出效應研究 吳龍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66 應用文寫作 方琦, 肖錫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3017 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研究理論與實證 張俊良, 郭顯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062 中國財產保險綜合案例 方有恒, 羅向明, 粟榆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093 自然保護區旅遊開發的生態補償機制研究 梅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123 基於複雜網路的關聯信用風險傳染延遲效應研究李永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130 樓市與愛情: 第一季.行情 劉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147 中國社會福利概論 胡務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3154 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實現論 詹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161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人力資本適配性研究 楊爽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3390 財務管理 陳富, 楊富梅, 李小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82 在大陸生活如何做好個人理財 賴金明, 劉星辛, 廖春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71 中國家族信託的產品創新與投資管理 王玉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887 順伊三寸 玄基榮作; 張介宗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6827 大溪自己來: 職人手作DIY手冊 李世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96834 大溪職人的故事: 手作體驗經濟 李世明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389 創生態: 科技加值 服務匯流 蘇孟宗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48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題示例 鄭中平等編輯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2213 圖說台北王氏大宗祠 王世燁, 王世銓, 王永鑫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氏太原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86544 太平洋地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PECERA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二十屆周育如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956 The 34th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seminar speech collection 平裝 1

9789869084956 The 34th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seminar speech collection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6779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廿週年紀念手冊 邱創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265 愛.永不止息 臺中教區國際志工親善大使團(2019)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091 生活的基督: 世界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致青年和全體天主子民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7508 信友禱詞 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7676 土石流災害之學術研究 曹以松等作 平裝 1

9789572819005 臺灣農業水資源之學術研究 曹以松等作 平裝 1

9789572819074 臺灣良質米外銷可行性研究報告 宋勳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8406 感恩與傳承: 中技社獎學金人才培育實錄 中技社著 平裝 1

9789869828413 AI時代社科文教之變革與創新思維 鄭志凱等作;陳力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420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 3 馮英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819 讀人: 十秒鐘成為知己知彼的人際贏家 喬艾琳.狄米曲斯(Jo-Ellan Dimitrius), 馬克.馬札瑞拉(Mark Mazzarella), 溫蒂.馬札瑞拉(Wendy Patrick Mazzarella)作; 張芃, 褚耐安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0703 祖孫床邊故事-六堆客家兒童繪本. 1, 發粄開花咧邱玉香故事原著; 鍾屏蘭, 曾滿堂故事改寫; 柳亭如繪本繪圖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央畜產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毛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649 瓶史解析 (明)袁宏道原著; 黃永川譯述 初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76977 創新成長夥伴: 台灣與新南向國家 陳信宏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690 竹城版風: 十青現代版畫大展(中英對照) 林雪卿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9789869832502 捉.影: 國際當代素描展 林雪卿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06411 培力女性 引領改變: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70週年特刊柯燕美執行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930 尋找天堂島 劉玉雯文; 黃敘恩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535 醫藥產業年鑑. 2019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542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9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3623 舊建築再利用: 歷史.理論.實例 傅朝卿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906 楊智雄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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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6106 超級公民: 教師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6113 超級公民: 權威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6120 超級公民: 隱私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6137 超級公民: 責任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6144 超級公民: 正義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玲譯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0

古都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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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9905 台灣台中林氏宗廟建廟百年特刊 林慶弧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804 關於池上的幾種想像 李香誼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1649 風險管理制度與實務. 2020年版 陳錦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656 親子理財好好學: 投資與風險 林素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656 親子理財好好學: 投資與風險 林素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700 你知道的名言 不知道的金融故事 沈中華, 王儷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724 數位破發點 John Best作; 方慧媛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731 融資租賃全攻略 黃守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009 維護生命牧靈手冊(中英對照本) Brian Clowes[作];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附屬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997 鑽掘樁之工程實務及載重試驗與分析 林三賢, 廖振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783 八又二分之一 丹尼爾.蘇維勒斯.范弗(Daniel Sueiras Fanjul)等[作]; 夏蒂蒂文字創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305 財團法人存仁院慈善事業基金會志 劉玉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426 兒童戲劇教育之應用論文集 陳純芬等作; 陳筠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5735 最新稅法與實例解說: 法律邏輯分析與體系解釋張進德編著 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805742 最新稅法與實例解說: 法律邏輯分析與體系解釋張進德編著 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業大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存仁院慈善基金會董事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工技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中林氏宗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938 戊二酸尿症第一型照護手冊 平裝 1

9789869305945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照護手冊 平裝 1

9789869305945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照護手冊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753 真理的寶藏: <>註解.故事.評論 維拉哥達.薩拉達大法師(Ven. Weragoda Sarada Maha Thero)原作; 釋聖悔編輯精裝 全套 1

9789579414760 金剛經講記(志蓮精舍版) 道源長老講述 平裝 1

9789579414777 法句經 了參法師漢譯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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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579414814 道源長老開示錄 道源長老講述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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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436069 佛學教學設計與資源運用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平裝 1

9789869436076 日日安樂行. 第三輯: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2015/5/6-2016/12/31彙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083 日日安樂行. 第四輯: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2017/1/1-2018/12/31彙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9428 家庭親職性教育成長課程(家長手冊) 龍芝寧等撰文 一版 平裝 1

9789572889435 家庭親職性教育成長課程(帶領者手冊) 龍芝寧等撰文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9906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資深系友口述歷史紀錄. 第一輯, 護理奠基篇張淑卿, 盧孳艷訪談.撰修; 王桂芸總纂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258 法律扶助基金會15周年特刊: 時光刻印 法扶十五白智芳等作; 周漢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422 今生與師父有約 果元法師, 果廣法師, 常寬法師講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68439 如是我願: 聖嚴法師的故事 法鼓山文化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446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X 1st ed. 平裝 1

9789869668453 圓滿人生的最後一課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460 Thus have I vowed: the story of master Sheng Yenedited by Dharma Drum Mountain Cultural Center1st ed. 平裝 1

9789869668477 法鼓山年鑑. 2018 法鼓山年鑑編輯組編輯企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8484 好夫好妻好家庭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美玉女士護理教育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法律扶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杏陵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佛陀基金會



9789868170223 信心的色彩 徐石瑋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6807 鑼鼓節奏遊戲 邱垂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659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108年版(107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6478666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08年版(107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875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9 薛伊琇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882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9, 螺絲螺帽篇 薛伊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899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9, 手工具篇 王瓈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905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9, 模具篇 楊瑞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912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9, 水五金篇 鄭竣帆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714 世界的開始與結束: 尼貝龍指環: 戲劇音樂深度解析理查.華格納作; 詹益昌, 呂岱衛, 陳蘋蘋編譯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383 巷弄裡的陽光: 看見平凡中的不平凡 羅東社區大學「巷弄裡的陽光-宜蘭人的生命故事」社團等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1019 火災保險 林國鈺等修訂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9741033 人身保險核保理論與實務 張仲源等著; 呂廣盛修訂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920 結盟南鯤鯓: 全球鯤鯓王聯誼會宮廟彙編 黃文博著 精裝 1

9789869708951 閒遊藝林: 李國殿 書法.篆刻 輯 李國殿作 精裝 1

9789869708968 詠荷: 李國殿 荷花攝影作品 李國殿作 精裝 1

9789869708975 四季平安: 廖慶章傳統彩繪作品集 李國殿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556 Pulima藝術獎. 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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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夜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蓮縣建昇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839 夏荊山: 跨世紀佛畫藝術第一人(中英對照)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輯部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839 夏荊山: 跨世紀佛畫藝術第一人(中英對照)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輯部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822 夏荊山: 跨世紀佛畫藝術第一人(中英對照)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輯部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1822 夏荊山: 跨世紀佛畫藝術第一人(中英對照)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輯部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881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7年 平裝 1

978957949881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7年 平裝 1

978957949881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7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757 邊陲東部: 台灣最後的淨土 徐仁修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408 五甲協善心德堂關帝廟2018戊戌年第五屆全國扶鸞觀摩大會暨祭孔釋奠大典.鸞文彙集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415 地瓜路徑: 當深度成為實驗 策展製作專輯 林日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674 台灣軌道經濟與觀光 陳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674 台灣軌道經濟與觀光 陳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87304 臺灣的BOT研討會實錄 朱敬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008 成人心智功能障礙者服務綱要: 評估手冊(基礎服務篇)張文嬿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600 新北城鄉政策建言. 2018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等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8281 中國現狀與歷史問題 鄭欽仁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學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第一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運璿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荒野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五甲協善心德堂

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海基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402 台灣電影年鑑. 2018 陳斌全總編輯;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策劃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739 中央政府科技研發績效彙編. 107年度 徐玉梅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307 一件新事 許多故事: 台灣工福宣教四十週年 台灣工業福音團契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5004 兒少標竿: 靈修版 華理克(Rick Warren)作; 周奕婷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5505028 救主耶穌民族的先知約拿: 從抵制神的旨意到被挑戰去重新考慮神的旨意黃奇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5059 一眼看懂聖經 魏肯生(Bruce Wilkinson), 鮑肯尼(Kenneth Boa)合著; 魏玉琴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5066 我的第一本床邊聖經故事: 20個最受歡迎的聖經故事與禱告ZonderKidz作; Zondervan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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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209229 突破性的禁食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吳嘉仁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236 突破性的禱告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邱恩宜, 莊國祥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243 突破性的禱告(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邱恩宜, 莊國祥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250 突破性的禁食(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吳嘉仁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267 了解你的內在潛能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陳逸群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274 末世華人命定 紀思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281 從天堂法庭領受醫治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柯美玲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298 從天堂法庭解開你命定的書卷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邱恩宜, 莊國祥, 李明夏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304 從天堂法庭解開你命定的書卷(簡體字版)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邱恩宜, 莊國祥, 李明夏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9209311 從天堂法庭領受醫治(簡體字版)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柯美玲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9209328 解讀時機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著; 吳美真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5646 聖經是神的話或神話 范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653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0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275660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0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275677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0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275684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0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275707 每一天都是恩典 陸可鐸(Max Lucado)原著; 塔瑪.伏特納(Tama Fortner)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714 來自父親的禮物: 在聖經心理學中擁抱生命蛻變的關係商志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721 最小的那顆星 麥克思.馮涂文; 瑪爾塔.巴瑪斯達圖; 徐潔翻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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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基督教福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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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工業福音團契

國家電影中心



9789869670340 門徒學校 楊錫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385 和林良爺爺去散步 林良文; 李憶婷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392 故事學: 學校沒教,你也要會的表達力 歐陽立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408 細菌好朋友. 2 陳俊堯文; FOREST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415 狐狸澡堂 亞平著; 黃雅玲圖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6705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8706712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8706729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8706743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8706750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06767 但盡凡心. 十四 劉發泉編輯 平裝 1

9789868706781 但盡凡心. 十五 劉發泉編輯 平裝 1

9789868706798 但盡凡心. 十六 劉發泉編輯 平裝 1

9789868207622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207639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207646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207653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207660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207677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207684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1

9789868207691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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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17865 邁向幸福人生的六步魔法 夏惠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7872 關係動力學 夏惠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831 g0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2019年鑑 g0v揪松團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073 邁向公義與卓越: 台灣教育的問題與對策研究吳明清等作; 黃昆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080 台灣教育危機報告書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台灣教育危機報告書研撰小組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097 幼兒教育義務化主要問題及解決對策之研究盧美貴等作; 黃昆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215 黃蘭君畫集. 三(中英對照) 黃蘭君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黃朝琴獎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6

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放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66230 新.人間革命. 第9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292 教學入門: 進修考試手冊 創價學會教學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308 新.人間革命. 第10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315 獅子王御書 第三文明社, 小學生文化新聞編輯部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陳妍希繪圖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339 新.人間革命. 第4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353 新.人間革命. 第18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360 新.人間革命. 第21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384 華陽之誓: 池田SGI會長指導集 日本創價學會女子部編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990 地藏菩薩本願經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574 學童的健康成長與生活教養 吳清鏞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5038 老年憂鬱不是老化: 別讓藍色風暴遮蔽年邁旅程<>雜誌採訪整理;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904 濟安宮志 林振源, 張超然主編 臺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926 台灣早期漁業人物誌 王月霜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507 基督徒的默觀之路 多默.基廷(Thomas Keating)著; 左婉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036552 提著大包小包怎麼進窄門?: 學會割捨才有真自由瑪莉.施沛黎(Mary Elizabeth Sperry)著; 左婉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569 在不完美的世界,你需要希望! 梅蘭妮.斯沃博達(Melannie Svoboda)著; 黃佳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576 小朋友學祈禱著色遊戲 多莉.歐瑞修(Dolly Ofrasio)等繪圖; 上智文化事業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749 資策會40週年大事紀要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企劃與推廣處編務執行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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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樹林濟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農村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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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725 科技法制創新DNA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756 資訊軟體暨服務產業年鑑. 2019 朱師右等作; 周維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594 新世代農業生物保護劑計畫成果專刊. 2019 洪嘉鎂, 郭琇貞採訪; 張哲誌, 許昊仁主編 平裝 2

9789869828109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家畜人道運送指南 廖震元, 陳書儀作 平裝 1

9789869828116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家禽人道運送指南 廖震元, 陳書儀作 平裝 1

9789869828123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野生動物人道運送指南廖震元, 陳書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2120 台北縣VS新北市回顧與展望 尤清主編 精裝 1

9789579522137 美麗島大審: 臺灣法政角力四十年 尤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417 毓繡.心中的美術館 林保寶文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308 頑皮小子. I, 泳池篇 林衍, 傅健治漫畫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09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弘一大師敬書 平裝 1

9789869761000 佛說無量壽經義疏 慧遠大師撰疏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418 圓頓心要 玄妙法師集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425 金剛經探微述要 普行法師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432 參禪法要 見島法師著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091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52091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52091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慈光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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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仁仁游泳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新臺灣發展文教基金會

資策會科法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9789869752091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3530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983530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35312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6265 台灣蔓藤植物介紹 陳坤燦作.攝影 平裝 第1冊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711 藏佛之美 洪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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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8588 媽祖的信仰、文化、傳統與創新 王怡辰, 蔡相煇, 徐榮崇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201 個別化支持計畫工作指引: 生活品質領域生活活動綱要陳怡君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006 廖素娥紀念畫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6013 思覺失調症之心腦操練 胡海國著 平裝 1

9789869826020 思覺失調症之問與答 胡海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881 介質.場.多維空間: 蒲浩明跨域雕塑特展 游冉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898 有小兔和小蛙的思古鷗樂園 葉霜文; 施茂智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898 有小兔和小蛙的思古鷗樂園 葉霜文; 施茂智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2366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年報. 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906 大悲出相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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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祿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文遠雄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福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關渡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9789868302549 南島回家: 大洋子民藝術文化特展導覽手冊 李莎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7545 生命教育: 專注力教學設計 釋自晟, 程建華等撰; 紫竹林精舍香光志願服務隊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959 樹上的朋友 范欽慧文; 李瑋恩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150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8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 平裝 1

9789869334167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8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630 花舞館 黃麗娟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705 布農族文化與福音轉化 乎乎姆.哪海抒嵐(Huhum Nahaisulan)作; 高順壽(Takiludun Bahuath)母語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750 「謠言」是真的: 啟示錄另解 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767 故事神學詮釋學與台灣本土神學 莊雅棠著 平裝 1

9789865637774 上主的話語 Páraic Réamonn編; 何燕靜譯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864 台灣國家的進化與正常化 陳隆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4132 豐收人生: 福音見證. 第十九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279 申命記概論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286 聖經筆記: 申命記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141 台灣世衛之路: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25年工作回顧與展望林世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7260 跨領域的競爭力: 國際高階人才培訓創新到創業二十年有成劉江彬, 沈泰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磐安智慧財產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花卉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香光書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248 從大甲支部看臺灣民眾黨: 杜香國史料藏品彙編蔣朝根編著 精裝 1

9789868584907 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 蔣朝根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823 癌症照顧領域社會工作 鄭凱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056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作品集. 2019 李妮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048 定風波: 蘇軾詩文選讀 王郭皇等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188 醫學社會科學期刊論文撰寫實務手冊 王拔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195 智慧醫療科技應用. 2019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彙編 平裝 1

9789869827409 Application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2019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2263 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8 陳志峰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4390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簡體字版)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4666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簡體字版)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2467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體字版)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53916 慈悲三昧水懺法(國語注音) 五版 其他 1

9789869653992 皈依 釋心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809 擺渡: 讓心與水陸相應 釋了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823 唯信: 心道大和尚水陸開示集 心道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830 山海天人: 心遊法界 釋心道作 參版 平裝 1

9789869788847 皈依入門 釋心道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9788854 問禪 釋心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01891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太宰治經典小說選 太宰治著; 劉霄翔, 雷佩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高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癌症希望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9789867101921 不負好食光: 暢銷200年的食譜,袁枚教你懂吃學做菜(清)袁枚著; 許汝紘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938 經典100貝多芬 許汝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7101945 我沒有良心,我只有神經: 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奇談選芥川龍之介著; 千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952 世界忘了給你一顆糖: 小川未明的恐怖童話選集小川未明著; 袁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969 三生煙火,換一紙迷離: 泉鏡花的幻想小說選集泉鏡花著; 王俊, 周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976 青銅之法: 重啟人性之愛的大門,擁抱光芒萬丈的人生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846 吻: 以愛之名以吻為信別再解釋請讀我的唇 Alain Montandon著; 蔡文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821 Grammar gym Herbert Puchta, Rachel Finni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53838 Word family: stories and activities 楊耀琦, 楊峰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753845 Word family: stories and activities 楊耀琦, 楊峰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753852 Word family: stories and activities 楊耀琦, 楊峰作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753869 Word family: stories and activities 楊耀琦, 楊峰作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2441 包浩斯關鍵故事100 法蘭西絲.安伯樂(Frances Ambler)著;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458 日本小鎮時光: 從尾道出發,繞行日本最愛的山城、海濱、小鎮張維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465 超強度!建築空間的色彩機能學 SendPoint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472 建築語言&法則 安德莉雅.希米奇(Andrea Simitch), 瓦爾.渥克(Val Warke)著;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496 幾何新平面,點線面就是最吸睛的視覺&LOGOSendPoint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502 餐桌上的木食器 余宛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526 跟著潮流預測權威WGSN,抓緊流行商機,把生意做起來Gwyneth Holland, Rae Jones著; 蘇威任, 王淑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540 版型研究室:學會平面設計中難懂的數學題&美學邏輯,最基礎的版型理論Gavin Ambrose, Paul Harris著; 莊雅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557 代替說再見: 一道青春必解的習題 張維中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942 鬼才的靈光乍現術 素川著 平裝 1

9789869348959 讓你心想事成的50個幸福方法 石磊著 平裝 1

9789869348966 最簡單的心靈整理術 素川著 平裝 1

9789869348973 抗老、防老: 拒絕/延緩老化症狀上身 張雅寧著 平裝 1

9789869348980 希拉蕊送給女性的9堂自我提升課 胡悅著 平裝 1

9789869348997 不吃藥,活百歲的健康養生之道 曹丹妮著 平裝 1

9789869427500 人生加減除: 學會生活的取捨,走向新的幸福 菲非想著 平裝 1

9789869427517 吃出健康好體質 李婉怡著 平裝 1

9789869427524 放下手機,改變生活 劉俊義著 平裝 1

9789869427531 練習放手的勇氣 鄭婉兒著 平裝 1

9789869427548 拒絕的力量無限大: SAY 「NO」,是人生的一大難題章心妍著 平裝 1

9789869427555 話題王: 再冷的場子我都能炒熱 彭可可著 平裝 1

9789869427562 潛能力: 啟動被你遺忘的超能力 葉子清著 平裝 1

9789869427579 履歷表鑲金術: 讓履歷表不再石沉大海 HERO著 平裝 1

9789869427586 擁抱失敗的力量 章心妍著 平裝 1

9789869427593 喬事王: 任何問題都沒關係,因為我有的是關係彭可可著 平裝 1

9789869495301 修練脾氣: 治療你的壞脾氣,別動不動就不爽 張為之著 平裝 1

9789869495318 別讓你的心太快老 李婉怡著 平裝 1

9789869495325 我們都漸漸的走向死亡 素川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悅讀名品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師德文教



9789869495332 借學: 凡事不是靠自己 袁秀雅著 平裝 1

9789869495349 深蹲: 蹲一蹲,健康、長壽、除病痛 陳文山著 平裝 1

9789869495356 追逐夢想向前行 黃曉琪著 平裝 1

9789869495363 打破遺傳基因的兒童增高術 張慧珊著 平裝 1

9789869495370 消費心理學: 最有力的銷售武器是懂客戶心理鮑耶著 平裝 1

9789869495387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 從履歷到面試,都讓用人單位不想失去你HERO著 平裝 1

9789869495394 讀心術. III, 讀懂女人的心: 55招洞悉女人心底的偽裝術林慧茹著 平裝 1

9789869568203 再見,忙碌的人遠離忙碌生活的42項秘訣 石磊著 平裝 1

9789869568210 血管排毒: 有效預防心腦血管疾病 李婉怡著 平裝 1

9789869568227 用思考擊敗你所有的問題 周景山著 平裝 1

9789869568234 女人,必須小心的12種疾病 李婉怡著 平裝 1

9789869568241 最簡單的拉伸養生操 龔晨希著 平裝 1

9789869568258 人生勝利組的5種學習 章心妍著 平裝 1

9789869568265 心理情緒自救術 石磊著 平裝 1

9789869568272 讓人對你上癮的傾聽術 周景山著 平裝 1

9789869568289 不管有多糟,正向的面對自己 章心妍著 平裝 1

9789869568296 巴菲特貫徹一生的選股策略 劉棟著 平裝 1

9789869636100 創新學堂: 是什麼讓你與眾不同 Carol著 平裝 1

9789869636124 生活可以過得更精緻點 章心研著 平裝 1

9789869636131 從0.1秒的微表情,洞察心思: 看透臉部無法克制的微表情心理學林慧茹著 平裝 1

9789869636148 黑心理: 是誰在偷偷的影響你? 趙鵬程著 平裝 1

9789869636155 專注力: 扭轉人生、發揮潛能的神力訓練 周景山著 平裝 1

9789869636162 學幽默: 哈佛大學最熱門的一堂課: 幽默培訓課李大衛著 平裝 1

9789869636179 瞬間判斷力 趙鵬程著 平裝 1

9789869636186 策劃幸運: 改變人生運氣的方法 章心妍著 平裝 1

9789869636193 昨天的想法,成就今天的你 鮑耶著 平裝 1

9789869701600 別再折磨自己 石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1617 心靈成長與覺醒: 靈修大師的心靈語錄 秦月婷著 平裝 1

9789869701624 這些道理我們都懂,為什麼就是做不到? 劉文熙著 平裝 1

9789869701631 詹姆士的廚房 詹姆士著 平裝 1

9789869701648 高血壓飲食宜忌速查 李寧著 平裝 1

9789869701655 糖尿病飲食宜忌速查 張曄, 于建敏著 平裝 1

9789869701679 高血脂飲食宜忌速查 于建敏, 王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944 差點咬一口! Marugo的抒壓甜點黏土課 MARUGO丸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224 STAUB鑄鐵鍋無水料理書 大橋由香著;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293 原來手帳這樣玩!: 跟著小熊塗鴉、拼貼、隨手寫,記錄生活享樂每一刻鄧家瑛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43511 群: 海洋生態史詩小說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朱劉華, 顏徽玲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3843511 群: 海洋生態史詩小說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朱劉華, 顏徽玲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3843658 斜陽 太宰治著;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689 小熊媽的創意思考教養法: 用動機啟發學習,用體驗引爆成長,用愛與留白點燃孩子的生命力張美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726 中國金融大歷史: 從史上最富有的兩宋到錯失全球霸主的大明朝(西元960-1644年)陳雨露, 楊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733 人體探險小隊,出動了!: STEAM互動式情境學習百科. 1郭美英作; 崔慧仁繪;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757 自然探險小隊,出動了!: STEAM互動式情境學習百科. 2郭美英作; 朴連玉, 蔡尚宇繪; 尹嘉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771 心乃大藥: 走過癌症,一代「禪醫」的抗癌悟語&45種對症食療帖方,清心除煩,百病不侵釋行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788 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辣炒年糕: 身心俱疲,卻渾然不覺,一位「輕鬱症」女孩與精神科醫師的12週療癒對話,陪你擁抱不完美的自己白洗嬉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795 失去山林的孩子: 震撼全美教育界,搶救科技冷漠小孩,治癒「大自然缺失症」的最佳處方理查.洛夫(Richard Louv)著; 郝冰等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843801 愛玩.愛畫.愛上繽紛大自然: 1-9歲孩子無法抗拒的寶貝書(中英對照)黛比.鮑威爾(Debbie Powell)作; 羅凡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3818 貓邏輯 林子軒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野人文化



9789863843825 差異與重複: 法國當代哲學巨擎德勒茲畢生代表作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作; 江薦新, 廖芊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3832 萬能金鑰 查爾斯.哈尼爾(Charles F. Haanel)著; 周玉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849 全球銀力時代 楊寧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856 動物的存在與虛無,以及牠們如何溝通的科學藝術: 鳥會說方言、狗會打摩斯密碼、鯨魚愛K歌、大象會說韓文......破解「動物語言」裡的生物哲學伊娃.邁爾(Eva Meijer)作; 林敏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3863 爆笑娘的厭世育兒日誌 倔強手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870 呷四季 李昉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894 活在民國也不錯: 從庶民到政客,從文人到藝人,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戀愛、辦會館......完整重現民初風範百態史(搭配近百幅民初珍貴老照片)林懷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3900 卡夫卡<>(又名<>): 存在主義先驅小說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作; 管中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3917 人間失格又怎樣: Human Lost手帳日記 太宰治著; 石原淑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931 千千萬萬個聖誕老公公(中英雙語對照版) 母袋裕子作; 瑪麗卡.邁亞拉繪; 羅凡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3948 科學探險小隊,出動了: STEAM互動式情境學習百科. 3徐智研作; 朴秀芝繪;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955 零基礎 這樣畫速寫,超有成就 王建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962 人間失格 太宰治著; 吳季倫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43979 海底兩萬里(150週年經典紀念版)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著;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4013 小婦人(復刻版) 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作; 聞翊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4020 思辨式寫作: 新制學測國寫哪有那麼難 知性題&情意題12招全破解葉思, 鄧名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0086 畝海: 崑山科技大學第十八屆空間設計系畢業專刊周佑澤總編輯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764 映像診所 陳炫綸專刊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771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刊. 108級黃文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8223 美女與野獸 Beaumont M.原著; David Desmond O'Flaherty改編; 羅竹君翻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230 歐.亨利短篇小說 O. Henry原著; Brian J. Stuart改編; 謝雅婷翻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254 The little mermaid original autho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daptor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其他 1

9789863188285 12堂空服人員專業英文進階課 Jina Myong Eun Lee著; 邱偉淳, 關亭薇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292 The little match girl original autho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daptor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其他 1

9789863188308 隱形人(中英對照) H. G. Wells原著; Donatella Velluti改寫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377 商用日文Email範例 堀尾友紀, 藤本紀子, 田中綾子著; 江秀月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188384 Gateways to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uthor Ching-Yi Tien et al. 其他 1

9789863188421 孤星血淚 Charles Dickens原著;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改編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438 福爾摩斯 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改編; 楊堡方, 王采翎翻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452 英文文法全書活用練習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2506 管理學魔法書 程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551 剖析總體經濟學 吳杰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偉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視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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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送存冊數共計：31

崑山科大空間設計系



9789866512797 微積分經典速成 陳仕軒, 陳又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810 統計學: 重點觀念與題解 許誠哲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512827 最新版國文分類彙整暨各校試題詳解 李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12858 統計學: 重點觀念與題解 許誠哲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512865 工程動力學 劉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12872 統計學: 精選試題分章題解 許誠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889 大轉微積分勝經 葉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2896 大學轉學英文歷屆試題解析 陳仲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12902 細說微積分 王博, 潘達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512919 大學物理學精要 劉宗儒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6512926 計算機組織/結構 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512933 計算機組織/結構 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512940 轉學考英文應考方略 陳仲平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392 混元禪師法語: 風水學的奧秘. 第五冊 曾文豐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468 大道見性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0475 大道心法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0482 大道演繹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0499 大道有情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47004 大道一貫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47011 大道虛空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47028 大道無極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47035 大道昊天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938 乘著道歌的翅膀: 密勒日巴道歌精選集 洛丹津尼瑪仁波切編著; fuhua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9257 帝王學禮: 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經學教育禮制研究郭永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264 眷村保存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學分析 李廣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264 眷村保存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學分析 李廣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271 大氣輻射傳送原理 劉振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288 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 王成勉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301 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 吳振漢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208 尋謐: The record of NCHU SWAN 33rd & 34th 孫依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興大自然生態保育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唯心宗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心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2479 樂雙祈 吳芷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507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 艾希克.維雅(Éric Vuillard)著; 陳芳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774 邱吉爾與歐威爾: 對抗極權主義,永不屈服!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804 今天也要用心過生活 松浦彌太郎著; 張富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6835 智惠子抄 高村光太郎著; 倉本知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866 神話學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 江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880 雙子殺手 泰坦圖書(Titan books)著; 李斯毅,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897 新神話學 傑洛姆.嘉赫桑(Jérôme Garcin)著; 翁德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903 台北家族,違章女生 李屏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927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 7, 假新聞時代下的媒體素養曼佛雷德.泰森(Manfred Theisen)文;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934 痛苦可以分享嗎? 嚴基浩作; 黃子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941 秦始皇: 從戰國到一統天下 王立群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6958 秦始皇: 從戰國到一統天下 王立群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6972 在你的掌紋裡迷途 郭書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6996 OUT 桐野夏生著; 林敏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7009 群像 吳岱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016 世界之用 尼可拉.布維耶(Nicolas Bouvier)著; 提耶里.維爾內(Thierry Vernet)繪; 徐麗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023 時差的贈禮 黃錦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030 以善意鋪成的地獄: 菁英的僵化和霸權的衰落,重啟大棋局也注定失敗的美國外交政策史蒂芬.華特(Stephen M. Walt)著; 林詠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047 歐洲1989: 現代歐洲的關鍵時刻,從冷戰衝突到政治轉型,解讀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舊大陸與新秩序菲利浦.泰爾(Philipp Ther)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054 蒙曼說唐: 武則天(暢銷經典版) 蒙曼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7061 布赫迪厄: 從場域、慣習到文化資本,「結構主義英雄」親傳弟子對大師經典概念的再考證尚-路易.法汴尼(Jean-Louis Fabiani)著; 陳秀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092 候鳥的勇敢 遲子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115 我的老師羅蘭.巴特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著; 江灝, 賴亭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122 為什麼你這樣想,他那樣做?日常倫理學的思辨與解答: 劍橋哲學博士親擬96道日常選擇,519個延伸思考,揭開生活大大小小決定背後,不同的哲學思考運作!賽門‧隆斯塔夫(Simon Longstaff)作;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160 孔雀森林 蔡智恆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7177 不只是厭女: 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凱特.曼恩(Kate Manne)作; 巫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191 蒙曼說唐: 亂世紅顏 蒙曼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7214 音樂使人自由 坂本龍一作; 何啟宏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6540 沒有經痛的人生 沈美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595 認識至聖者: 神的屬性,以及對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意義陶恕(Aiden Wilson Tozer)著; 陳雅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2801 潛能之源: 用大腦的力量過你想要的生活 塔拉.史瓦特(Tara Swart)著; 郭騰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604 歲月.曾經: 成大化學輝耀一甲子 林慧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5604 歲月.曾經: 成大化學輝耀一甲子 林慧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14307 傳奇人生: 張俊彥傳 王敏銓, 冉曉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美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成大化學系友會

麥田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3768 紫微師堂. 命格、四化篇 傳通居士編著 平裝 1

9789869773775 跟著希夷先生學紫微 (宋)陳希夷原著; 了然山人白話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759 春風化雨: 國立清華大學傑出導師獎十年採訪文集國立清華大學學務處, 諮商中心策劃整理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766 善的研究 西田幾多郎著; 黃文宏譯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780 圖說竹塹 王郭章作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3187 Special issue in memory of Tzeng Ching-wen Editors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平裝 2

9789863503576 由片語學習C程式設計 劉邦鋒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266 磯永吉追想錄 川口愛子, 川口四郎, 磯百合子原著; 磯永吉學會編著; 林瑋瓊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1606 說不完的故事. 2 蕭德貞撰文.彙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484 盧炎音樂檔案 黃均人, 曾子嘉編撰; 徐統, 黃幸華英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538 老去的小鎮: 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類首獎作品集. 第31屆棖不戒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54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年報. 2018 柯皓仁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04187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 2019版 Jim Maival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4194 有氣才有力: 老中醫給男人的健肝強腎指南 楊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200 好文案,讓你賣斷貨: 先打動顧客的心,才能讓他們願意花錢蘇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217 常見觀賞性植物圖鑑 耿世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224 跟Adobe徹底研究Illustrator CC 2019版 Brian Woo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4231 Regular Expression橫刃萬解程式的關鍵語言 正規表示法余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248 數位行銷的八堂黃金入門課 數位新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255 Scratch 3.x創客遊戲程式設計 張家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262 初學設計全攻略: 設計入門一本搞定 莊子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279 跟Adobe徹底研究After Effects CC. 2019版 Brie Gyncild, Lisa Fridsm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4293 Cinema 4D & After Effects 廣告動畫特效精粹 白乃遠, 黃文興, 陳冠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4309 加密與解密: 軟體保護技術攻防指南 段鋼著 初版 0 1

9789865004316 React前端開發: 同構應用與狀態管理 侯策, 顏海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323 後Google時代: 沒落中的大數據和崛起的區塊鏈經濟喬治.吉爾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330 簡單上手早午餐: 假日的90道美味料理食光 席正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大磯永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藥學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大出版中心



9789865004347 飲食新煮張: 少油、少鹽、少糖,幫助身體斷捨離王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354 AfterEffects CC電影特效大師 張家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378 一竿走天下. GoPro動閃攝影 王以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4385 瘋潮3D Rhino 5數位造型設計 白仁飛, 劉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4392 敏銳邏輯 思考的樂趣 創視數學的嶄新認知 顧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4415 Realflow流體魔術師: 零基跨限躍端行家技術精粹白乃遠, 黃文興, 陳冠鵬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712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曹銳勤總編輯 其他 2

9789578736405 取墨來: 于右任誕辰一四O歲紀念書法大展 于右任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412 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予稿集: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 2019年曾秋桂編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447 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張雙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36207 女性文學視域. 第三輯 王秀雲等合著; 黃麗卿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382 船歌攝影展作品集 李箴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276 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實錄. 107學年度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429 淡江大學教學領航與傳承. 2019 鄭東文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368 幸福生活講座 朱士炘等作; 王靈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320 Did you see my camera? 陳林等作; 劉靜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36337 大手牽小手 程婷等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通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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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大教發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日文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845 漫步東京森林 福嶋司著; 張宇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852 大霧中人: 思覺失調工作錄 余欣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869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沙力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869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沙力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876 京町家: 京都町家的美感、設計與職人精神 淡交社編集局編; 蔡易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883 診療室的人生練習: 和解、告別、釋放,找回平衡的自己楊重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680 綠色能源研討會論文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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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939358 重新凝視失落: 哀傷治療技術的衡鑑與介入 羅伯特.奈米爾(Robert A. Neimeyer)編; 翁士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365 黑夜星光: 擁抱生命的力量 羅柏.威克斯(Robert J. Wicks)著; 王敏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372 起手無悔: 吳英璋與台灣的臨床心理學 吳英璋口述; 姜忠信等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9399 妙語如珠: 趣味成語接龍進化版 陳凡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704 從歷史悟人生: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李銘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711 能說會道: 成語接龍常勝軍! 蔡智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728 大千世界: 440個世界文化面面觀 于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0716 狐狸與烏鴉 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作; 江子瑄譯 平裝 1

9789869730716 狐狸與烏鴉 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作; 江子瑄譯 平裝 1

9789869730723 龜兔賽跑 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作; 江子瑄譯 平裝 1

9789869730723 龜兔賽跑 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作; 江子瑄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336 Where旅遊味: 享樂旅店 劉建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679343 Where旅遊味: 玩美食宿 劉建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518 商業級ASP.NET MVC樣式與架構實務 康廷數位主筆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607 重甲機神BARYON角色前傳. 艾瑞克篇: Tin Woodman乾坤一擊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原作; 黃瀛洲編劇; 變種水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4614 重甲機神BARYON角色前傳. 天音篇: Cowardly Lion乾坤一擊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原作; 海豹漫畫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康廷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乾坤一擊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麋鹿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捷沛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7951 像孩子看看 洪湘茹, 李依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400 毅齋. 壹 劉詩宗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405 秋地巧思創奇藝 鋼材鐵漢柔情夢: 柯秋地的不鏽鋼奇幻夢境張慶宗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2503 人體能量學的奧秘: 為什麼可以甩出健康的身心靈?賀立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883 遙遠的國土 宋兆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68 在黑暗裡摸到光: 點燈20 張光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91 斗室有光: 傳播希望看到愛的生活正能量 張光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32 漢餅 徐宗懋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5873 ATIPAYA愛緹帕亞: 全頻能量花晶療癒卡 蕾云(Larydo Shiva Tuy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897 瀕死. I: 陰影 鍾灼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903 瀕死. II: 真相 鍾灼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972 不怕牛熊,看準多空一樣賺: 不管景氣好壞、不怕漲跌起伏,逆風市場也能上看獲利20%王奕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989 韓國第一YouTube之神的人氣自媒體Know-how羅棟鉉著; 葛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009 陰瑜伽: 安頓身心,適合現代人的瑜伽練習 保羅.葛利(Paul Grilley)著; Michelle Chu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023 依然溫柔 柚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061 達文西傳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著; 嚴麗娟, 林玉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078 薩迦修心道歌: 薩迦派修心法要<>之禪修次第傑尊.札巴嘉稱原著; 吉祥賢居士譯注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115 醫學簡史: 疾病與醫學的故事,科學醫學體系的困境若依.波特(Roy Porter)著; 王道還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6146 向Google及摩根士丹利學習超高效會議術: 25分鐘搞定!從此會議不離題、有結論,不再開會開到死!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Piotr Feliks Grzywacz)著; 郭書妤, 駱香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177 從威權邁向開放民主: 臺灣民主化關鍵歷程(1988-1993)宋楚瑜著; 方鵬程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252 披薩買一送一為什麼能賺錢?: 從達美樂、任天堂到麥當勞,破解常見的行銷策略背後的決勝關鍵安部徹也著; 高菱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306 三樓書記室的暗號: 最貼近平壤權力中心,前北韓駐英公使太永浩的證詞太永浩著;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351 GAME ON!周思齊的九局下半: 棒球教會我的那些事周思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382 阿芳的新三杯麵粉: 80道傳家蒸點、烤點、變化麵點蔡季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504 野村證券傳奇業務員的致勝招術 富田和成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528 一生懸命: 稻盛和夫 北康利著; 吳亭儀, 郭書妤, 張嘉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6573 左撇子的電影博物館: 看電影長知識,讓你的電影更好看左撇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610 可以錯過時間,但我不能錯過你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672 一看就懂!從NG到OK! 天野暢子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719 駕馭金錢: 借力使力,創造財務自由,讓財富與人生價值最大化羅伯.摩爾(Robert Moore)著; 林曉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726 勇敢不完美: 拋下這世界為你強加的規則,現在開始,為自己大膽的活雷舒瑪.索雅妮(Reshma Saujani)作; 威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733 通膨的真相: 透視物價漲跌、利率升降背後,你我誤解最深的經濟現象馬克.墨比爾斯(Mark Mobius)著; 林奕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6757 想說的話,輕輕說: 送給台灣高中生的一份特別禮物陳冠儒等合編 平裝 1

9789864776801 清明上河圖密碼: 隱藏在千古名畫中的陰謀與殺局冶文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849 情緒暴力 威爾納.巴滕斯(Werner Bartens)著; 黃慧珍, 張淑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887 拒當三明治主管!服務上級、培育下屬,居中領導的雙向管理智慧納森.傑邁爾(Nathan Jamail)著; 陳圓君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貫昌不鏽鋼藝術園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船的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祭祀公業法人新北市劉毅齋



9789864776900 每個人都能透視飆股: 用5大法則掌握飆股的長相,在大漲10倍前搶先進場奧山月仁著; 吳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924 惡魔不是天生的: 心理學家帶你走進那些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人性黑暗面朱莉亞.蕭(Julia Shaw)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962 用地圖看懂東南亞經濟 何則文等著; 楊如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6979 日本神妖博物誌 多田克己著; 歐凱寧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6993 雨林植物觀賞與栽培圖鑑 夏洛特著 2版 精裝 1

9789864777020 免烤箱!平底鍋做出世界級甜點 若山曜子著; 吳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037 金融詛咒: 透過賄賂、壟斷與資源錯置,過度膨脹的金融體系正在使我們越加貧窮尼可拉斯.謝森(Nicholas Shaxson)著; 李立心,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044 推力行銷: 從超商到電影院都適用,靠行為經濟學讓人做出你要的選擇!高錫均著; 宋佩芬, 賴姵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068 精準購買: 比「斷捨離」更極簡、永續的究極之道塔拉.巴頓(Tara Button)著; 潘恩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075 生死之間: 柯文哲從醫療現場到政治戰場的修練柯文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082 想讓你看看我眼中的世界 李偉文等合著; 陳美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099 笛卡兒的祕密手記 阿米爾.D.艾克塞爾(Amir D. Aczel)著; 蕭秀姍, 黎敏中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7129 蕭邦的鋼琴與他的前奏曲 保羅.齊迪亞(Paul Kildea)著; 韓絜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136 加減乘除工作術: 複業時代,開創自我價值能力的關鍵仲山進也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143 別讓勞資爭議損害你的權益 可道律師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150 成為水晶包裝師: 金屬線與寶石的靜心纏繞藝術米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174 感恩的故事: 許水德八十八歲憶往 許水德口述; 魏柔宜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7181 醒來!時間生物學教你得到優質生活與睡眠 彼得.史波克(Peter Spork)著; 呂以榮, 李雪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198 近代日本法思想史入門 大野達司, 吉永圭, 森元拓著; 謝煜偉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04 植物的性、愛與誘惑: 從生殖繁衍到瓜熟蒂落的食用植物羅曼史諾曼.厄爾史傳德(Norman C. Ellstrand)著; 余沁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11 希平方攻其不背商務英文篇(紙上操作版): 30天速成職場溝通用語曾知立, 希平方英文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28 主管的兩難抉擇: 全能主管的必經之路 何飛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35 隱形的奧義: 拋開無止境曝光、擁抱不受注目的十一個思考阿奇科.布希(Akiko Busch)著; 麥慧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42 冒牌者症候群: 面對肯定、讚賞與幸福,為什麼總是覺得「我不配」?潔薩米.希伯德(Jessamy Hibberd)著; 陳松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59 榮格論自我與無意識 卡爾.榮格(Carl Jung)著; 莊仲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73 中堅實力. 3: 打破規則,創造新局,台灣中小企業邁向國際的致勝策略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80 靈售力: 你不會得到你想要的,你會得到你相信的謝明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297 意猶未盡的黃金時代: 追憶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的盛夏弗洛里安.伊里斯(Florian Illies)著; 姬健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03 心靈靜瑜伽: 瑜伽的文藝復興 Michelle Chu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10 共讀的力量: 帶領社群學習的引導技術 林揚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7327 (圖解)日本股神35年連戰連勝的線圖投資術 相場師朗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34 少女與夜 紀優.穆索(Guillaume Musso)著; 周桂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41 說出自信與魅力: 溝通和克服演說恐懼的50個技巧麥特.亞伯拉罕(Matthew Abrahams)著; 林佩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58 給料理新手的食材與料理全書 Better Home協會著; 林宜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7365 兩個人的巴黎餐酒館 Phoeb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65 兩個人的巴黎餐酒館 Phoeb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72 喜劇大師的13堂幽默課: 好萊塢首席脫口秀編劇的教戰手冊葛瑞格.迪恩(Greg Dean)著; 程璐, 馮立文, 梁海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389 湯姆.瓊斯(全譯本) 亨利.費爾丁(Henry Fielding)著; 陳錦慧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77396 湯姆.瓊斯(全譯本) 亨利.費爾丁(Henry Fielding)著; 陳錦慧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77419 白爛貓超有4耍廢日誌 麻糬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26 痘痘,醫生教你鬥!: 痘疤女王讓肌膚乖乖聽話的養肌攻略莊盈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33 馬斯洛人性管理經典 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 史蒂芬絲(Deborah C. Stephens), 海爾(Gary Heil)著; 李美華, 吳凱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33 馬斯洛人性管理經典 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 史蒂芬絲(Deborah C. Stephens), 海爾(Gary Heil)著; 李美華, 吳凱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40 爆品設計法則: 微軟行為科學家的產品思維與設計流程麥特.華勒特(Matt Wallaert)著; 吳慕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57 日本食育師媽媽物語: 天天忍不住要做早餐,日日擁有美好親子晨光蔡慶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64 不插電也能學編碼: 屬於小朋友的60道Coding練習題王啟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71 仙女老師的有溫度課堂 余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71 仙女老師的有溫度課堂 余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88 占星與真我 迪米特拉.喬治(Demetra George)著; 王柏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495 頂尖外商顧問的超效問題解決術: 教你搞定任性主管、刁難客戶,解決無理難題,提升3倍工作效率的43則實戰策略NAE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501 失控的心靈: 那些讓我們焦慮、恐慌、憂鬱、自戀、上癮、偏執、過勞、依賴症、強迫症、社交恐懼、歇斯底里的運作機制與應對策略莎賓娜.維瑞.封.李蒙(Sabine Wery von Limont)著; 彭意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532 單身年代: 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簡單,卻不會孤單Elyakim Kislev著; 林怡婷, 陳依萍, 羅椀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532 單身年代: 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簡單,卻不會孤單Elyakim Kislev著; 林怡婷, 陳依萍, 羅椀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549 歷代詩詞信手拈來 黃淑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7556 第二種不可能: 天然準晶的非凡探索 保羅.史坦哈特(Paul J. Steinhardt)著; 丁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563 在阿爾卑斯山與尼采相遇 約翰.蓋格(John Kaag)著; 林志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570 曲老師的情緒素養課: 生活中教出孩子的高情商和好品格曲智鑛著 平裝 1

9789864777587 意義思考的力量 韓明文著 平裝 1

9789864777600 心安理財: 保險準、投資穩,一本讓你兼顧圓夢和救急的人生理財書宋炎本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5650 會計學總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45667 數學統測必勝複習講義. C 林鴻鳴編著 平裝 1

9789866145681 經濟學複習講義 侯承育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45698 數學統測搶分祕笈. B 林鴻鳴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048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編著 其他 1

9789868319936 會資乙檢術科速攻特輯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8319943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8319974 會資丙檢術科簡易大全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8319998 會計學考前衝刺 徐美玲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9766128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66135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張逸群編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66159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張逸群編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66142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66166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9766173 數學. C. 一, 隨堂講義 王雲釉編著 平裝 1

9789869766180 丙檢會計事務學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766197 會計事務乙檢學科試題練習本 劉美君, 徐細娟編輯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804301 micro:bit初學指引 王進德編輯 平裝 1

9789869804318 數學. B. 一, 隨堂講義 范錫卿編輯 平裝 1

9789869804325 C語言學習手冊與挑戰APCS 李啟龍編輯 平裝 1

9789869804332 邁向WEBDUINO IoT高手之路 廖述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431 林園水塘部 迪迪耶.德官(Didier Decoin)作; 賴亭卉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9705462 夢遊地 彤雅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229 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 卡門.瑪麗亞.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作; 葉佳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250 堅果殼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作; 趙丕慧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825 社頭深坵祠之沿革及歷史文物考證. 續篇 蕭翌柱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201 學易自強 陳坤祥手稿; 蕭惠貞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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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5

深坵祠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坤祥老師易經讀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87

送存冊數共計：93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啟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928 國際企業的世界 林純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935 企業診斷個案 張順南, 林純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942 熱門概念股分析實務 張順南, 林純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49650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七, 損卦、益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667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八, 夬卦、姤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674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九, 萃卦、升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681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三十, 困卦、井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69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一, 革卦、鼎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704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二, 震卦、艮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797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三, 漸卦、歸妹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803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四, 豐卦、旅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896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五, 巽卦、兌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90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六, 渙卦、節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90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六, 渙卦、節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919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七, 中孚卦、小過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926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八, 既濟卦、未濟卦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579649933 詩階述唐選講 徐醒民講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098 物理. A 李建宏、賴彥良、柏治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9004 公民與社會 吳欣茹, 林明泉, 林慶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9011 物理B 李建宏, 賴彥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89028 An investigation of hospitality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behaviors and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ir internship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in Taiwan侯奕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9035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燕等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9789042 美髮造型實務 楊茂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89059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張瑞鑾, 胡育如, 蔡子瑜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89066 多媒材設計與應用 林宇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9073 美容職業安全與衛生 陳樺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9097 物理B 方文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2912 九宮格思考法: 水平+垂直+多層次運用,兼具廣度&深度的曼陀羅九宮格思考法胡雅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7429 30分鐘,輕鬆做無油煙烤箱料理 Amand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7443 胃健康 腸不老 張繼森著 其他 1

9789864437788 有港口的街市 翁鬧著; 杉森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8174 不用刀的手術: 布魯士根菜汁的神奇配方 王康裕著 其他 1

9789864438624 地表最強人氣美食地圖: 嚴選世界上最好吃的500道美味排行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作; 李天心,李姿瑩,吳湘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730 知道更好吃的起司事典 本間るみ子監修; 劉冠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853 箱龜: 北美箱龜與亞洲箱龜的完全照護指南!苔絲.庫克(Tess Cook)著; 李亞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891 科學有趣之謎: 從廚房到宇宙!?改變世界的「科學」奧祕!!大宮信光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914 蔬果汁與冰沙事典 蘇珊娜.奧利佛(Suzannah Olivier)著; 康文馨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4438921 浮游花與乾燥花DIY 誠文堂新光社編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8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晨星

康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雪明講習堂



9789864438945 了解自我心理學(漫畫圖解版) YUUKI YUU監修;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952 壞爸爸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著;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謝雅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969 超圖解10倍速影像閱讀法 胡雅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976 親手做健康鳥鮮食 後藤美穗著; 曾我玲子監修; 趙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8983 飼育箱造景 菲利浦.玻瑟(Philip Purser)著; 楊豐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003 流行病: 你需要知道的101個病原體圖鑑 詹哲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010 陳曦看動物 陳曦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9027 婦女崩漏疾病的傳統醫學診療史 林邑蓉, 楊仕哲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041 趙堡太極拳勁: 忽雷架76式的解說與練法 蕭治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058 趣味相對論: 解析宇宙、時間、空間的奧祕,一窺偉大理論之謎!大宮信光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072 狗勇士首部曲. I, 倖存者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9096 里山生活便利帳 金子美登監修; 何姵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102 不得罪人的回話術: 學會拒絕,不當濫好人又能輕鬆贏得尊重!蘇珊.紐曼(Susan Newman), 克里斯汀娜.錫瑞爾(Cristina Schreil)著; 吳湘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119 圖解台灣民間吉祥圖鑑 郭喜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126 卡夫卡變形記(中英雙語典藏版)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作; 李毓昭譯 精裝 1

9789864439133 為什麼愛說謊 布萊恩.金恩(Brian King)著; 賴震宇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4439140 行至生命盡頭: 對於死亡與瀕死之坦誠、直接與慈悲的思索莎莉.蒂思戴爾(Sallie Tisdale)著; 吳湘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157 我們是最特別的: 101隻你最想認識的世界名貓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164 狗狗高齡的照護: 認識高齡犬容易罹患的疾病與治療,掌握老化後的飲食與照護方法!臼杵新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171 吳郭魚婆婆 跳舞鯨魚作; 本大麟繪 平裝 1

9789864439188 午夜幫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著;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鐘岸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195 四趾陸龜: 從飼養環境、餵食、繁殖到健康照護的陸龜飼養手冊!E.J.皮羅格(E. J. Pirog)著; 謝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01 綠原酸: 咖啡健康的關鍵密碼 鄭世裕, 原來, 王神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25 好習慣成就好人生!: 60個讓你成功的好習慣 戴晨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32 狗勇士首部曲. 二, 暗藏敵影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9249 義大利超跑傳奇: 法拉利、藍寶堅尼、瑪莎拉蒂......經典不滅的源起與發展曾逸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56 布農族傳統文化誌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63 附生植物觀賞圖鑑 夏洛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70 最經典的101座教堂 林宜芬, 陳韾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87 山元式頭針除痛療法: 馬上有感神奇頭針療法!山元敏勝著; 高資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294 臺灣小鎮慢騎: 25條縱貫東西的慢遊路線 李立忠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317 貓咪高齡的照護: 認識高齡貓容易罹患的疾病與治療,掌握老化後的飲食與照護方法!壹岐田鶴子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324 我把耳朵借給了畫筆 林瑋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60 攝護腺癌: 男性的隱形殺手: 年過40的男人,都該知道的攝護腺問題黃一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236 九九養腎功: 動靜之間「氣」的不老學 涂金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816 白鯨莫查迪克 路易斯.賽普維達(Luis Sepúlveda)著; 徐存瑩繪; 馮丞云譯平裝 1

9789864439362 動物農莊(中英雙語典藏版)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李立瑋譯三版 精裝 1

9789864439508 <>的內容解析與思想研究 陳書平, 楊仕哲作 平裝 1

9789864439546 光與時間 黃康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553 解鎖: 我的火火社工路 吳文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257 白話封神演義 國語科編寫研究小組主編 平裝 1

9789869309264 白話世說新語精粹 學萌教育工作室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117 原態. 八之一: 人體動力設計學 游朱義, 劉再蒼著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764124 原態. 八之二: 古典醫學 游朱義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1

捷英社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捷威科技



9789869764131 原態. 八之三: 黃帝內經 游朱義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698 Me and my mom 賴世雄, Helen Exley作; Jane Massey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04 Me and my dad 賴世雄, Helen Exley作; Jane Massey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11 Me and my grandma 賴世雄, Helen Exley作; Jane Massey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28 Me and my grandad 賴世雄, Helen Exley作; Jane Massey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35 Me and my teacher 賴世雄, Helen Exley作; Jane Massey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42 Me and my friend 賴世雄, Helen Exley作; Jane Massey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59 日常樂活Day by Day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66 情境單字Day by Day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73 娛樂人生Day by Day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80 征服職場Day by Day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797 心靈療癒Day by Day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803 不客氣!最狂生活情境圖解單字在這! 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810 用英文玩世界 提升你的閱讀力 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827 新概念新聞英文: 輕鬆讀新聞 放眼看世界 李端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505 海底的故事 陳州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5405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篆刻社社員作品集. 創社十一週年專刊丘聖生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4798 微慢式教養 李祐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811 第一本英文會話x例句x情境分類的字根字首字尾學習大全許豪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842 自學沒問題!專為入門初學者寫的第一本西班牙語單字手冊Hwang, Soon-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859 自學沒問題!專為入門初學者寫的第一本越南語單字手冊TRỊH THỊPHƯƠ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965 瞬間反應!不用想,立刻講: 馬上開口說英文 張瑩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972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字根字首字尾單字書許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989 瞬間反應!不死背,立刻用: 馬上活用英文單字張瑩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996 完全圖解!自療健身: 解決21種最常見症狀,告別全身痠‧痛‧麻毛琪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008 瞬間反應!動動手,就會用: 實用英文單字急救包張瑩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015 瞬間反應!五分鐘,上戰場: 英文文法大革命 吳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039 瞬間反應!不費心,隨手PO: 輕鬆在網路秀英文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046 深度解密!7000英文單字高速即戰攻略: 文法X單字X句型一次掌握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843 EMBA.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 2020 全國考訊企劃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867 美麗的糾纏 書瑀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科院篆刻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停看聽音樂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02238 紅豆綠豆碰: 不願面對的考試 吳佐晰, 方秋雅文; 謝文瑰, 吳淑華圖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45 紅豆綠豆碰: 機器人幫幫忙 吳佐晰, 方秋雅文; 謝文瑰, 吳淑華圖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69 紅豆綠豆碰: 學校好好玩 林玉瑋文; 吳子平, 謝文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76 我的外星人老爸 李光福文; 草棉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83 紅豆綠豆碰: 天冷一隻懶惰蟲 吳佐晰文; 謝文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290 紅豆綠豆碰: 地球好好玩 林玉瑋, TOP945編輯群文; 熊育賢, 謝文瑰圖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306 紅豆綠豆碰: 學習好好玩 林玉瑋等文; 謝文瑰圖 再版 平裝 1

9789579502313 紅豆綠豆碰: 交朋友好好玩 林玉瑋等文; 謝文瑰圖 再版 平裝 1

9789579502320 紅豆綠豆碰: 沒有紅包的新年 林玉瑋等文; 謝文瑰圖 再版 平裝 1

9789579502337 中文真棒(簡體字版) 葉紹蘋等編 平裝 1

9789579502344 臺灣古道大冒險. 1, 陽明山水圳古道 方秋雅文; 蝗蟲哥哥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351 臺灣古道大冒險. 2, 平溪煤礦古道 方秋雅文; 蝗蟲哥哥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368 我做的手工餅乾太好吃 張美蘭作; 廖書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375 廉政小公民. 1, 仙水與啞水 方秋雅文; 陳志鴻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382 廉政小公民. 2, 壞皇后變美大作戰 方秋雅等文; 陳志鴻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412 解謎獵人Q: 解開人體的祕密 古本祐也著; 坂井建雄監修; 黃思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429 解謎獵人Q: 追尋恐龍滅絕的祕密 古本祐也著; 平山廉監修; 黃思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613 射藝 陳錫勳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20 中國歷代畫壇名家 方延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75 <>校證 黃強, 郭迪校證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82 清懷新稿 維港幽光 黃坤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699 道家仙逸詩選 陳香選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705 白話三國志(大字版) (晉)陳壽原著; 王靜芝等譯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3615712 <>表演研究: 從明清崑弋到當代崑劇 洪逸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729 儀式.信仰.文化: 明清宗教戲曲景觀 林智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132 稼築苑 萬寶隆空間設計開發有限公司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2914 六弦百貨店精選 潘尚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52921 專業音響實務秘笈 陳榮貴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52938 節奏吉他完全入門24課 顏鴻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945 長笛完全入門24課 洪敬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952 樂在吉他 楊昱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52969 鋼琴和弦百科 麥書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976 烏克麗麗完全入門24課 陳建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52983 電吉他完全入門24課 劉旭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52990 快樂四弦琴. 1 潘尚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58208 木箱鼓完全入門24課 吳岱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8215 鋼琴動畫館: 西洋動畫 朱怡潔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樺舍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康軒文教



9789869758222 鋼琴動畫館: 日本動漫 朱怡潔編曲.演奏 五版 平裝 1

9789869758239 古典吉他名曲大全. 二 楊昱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58246 Hit102中文流行鋼琴百大首選 邱哲豐, 朱怡潔, 聶婉迪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8253 爵士吉他完全入門24課 劉旭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58260 實戰爵士鼓 丁麟編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396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入門基礎級模擬試題. 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作 平裝 2

9789869808101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進階高階級模擬試題. 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作 平裝 2

9789869808118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流利精通級模擬試題. 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208 台魯名家藝術聯展作品集. 2019 吳真才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394 用中國的官方/權威文獻明證: 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劉漢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9394 用中國的官方/權威文獻明證: 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劉漢城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062 365日日食材&藥膳事典: 中醫教你用200種日常食材/藥材+300道料理對症食療,節氣調養,改變體質陳潮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079 米穀粉的無麩質烘焙料理教科書: 用無添加的台灣米穀粉取代麵粉,成功做出麵包、鬆餅、蛋糕、司康、塔、派、餅乾及中式點心、異國與家常料理鍾憶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086 百變低醣生酮便當: 100款美味健康便當組合+25道主菜+25種主食+18款醬料+74道配菜,週一到週五輕鬆自由配水晶(Crystal)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955 去寒排濕,很快開始瘦: 幫自己變成「可融解脂肪」體質,暢通氣血循環,快速活化免疫功能和代謝力川嶋朗著;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1962 要命頭痛可預防,不再暈眩、耳鳴,情緒不煩躁: 遠離誘發因子,根除腦敏感症候群,預防與對症緩解頭痛不適清水俊彥監修; 林妍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1979 背脊.肌筋膜照護百科解剖書: 德國名醫教你啟動脊椎自癒力,免除運動傷害、筋骨損傷及矯正體幹不良狄特里.格內麥爾著; 廖芳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1986 壞牙齒,要你命,還會失去好人緣: 牙不好,面容走樣易口臭,更帶來腦中風、失智症、癌症等重病危機森永宏喜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014 走出焦慮與無助的奇蹟課程: 擺脫情緒失控困境,傾聽「內在療癒師」聲音,練習放手讓你更愛自己柯琳妮.盧普科(Corinne Zupko)著;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96396 健康是成功的基石!七子登科的圓滿人生 傅家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440 清朝丞相: 和珅的管理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24 談笑風生話溝通 胡國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31 生命閱來閱有趣,一起來探索學習的樂趣 胡國強著 其他 1

9789574497348 就是要你老不休: 談退職規劃與心態調整 胡國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55 天龍八部: 領導人的成功心法 張錦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55 天龍八部: 領導人的成功心法 張錦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62 業務致勝的全心攻略 江緯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79 千萬業務的王者之路 林裕盛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清涼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常常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健康你好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國家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測會



9789574497386 孩子,我可以更靠近你嗎? 吳娟瑜, 第五德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93 記憶改寫,回到原本美好的自己 吳娟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7409 新洛陽伽藍記 釋永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7416 翻轉的力量: 堅持與創意 王政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23 翻轉的力量: 價值與熱誠 王政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30 翻轉的力量: 責任與改變 王政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47 當你找不到人生伴侶的時候,怎麼辦?: 談咸卦,說說李清照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54 如果時局沈淪遭遇衰敗,怎麼辦?: 談剝卦,說說柳如是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61 如果自己蹲下才能顯示他人,怎麼辦?: 談損卦,說說玄奘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78 如果面臨爛攤子需要整治,怎麼辦?: 談蠱卦,說說林則徐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85 東晉-前秦苻堅軍師: 王猛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492 宋朝-宋太祖軍師: 趙普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508 明朝-明成祖軍師: 姚廣孝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515 元朝-忽必烈軍師: 劉秉忠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553 豐盛的心靈法則 李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577 幸福動力方程式 李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607 穿越情緒的迷霧 李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713 翻案: 曹操、隋煬帝、宋高宗不為人知與千年不滅的功業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720 語言的真相語虛偽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737 命運和運命: 選擇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744 自我超越,展望未來 黃柏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799 胡果教育語錄 胡國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7805 人間三兩事 高志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7874 一隻狗、一家公司、一個愛的故事 楊博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898 一片葉子落下來: 談生命的感動 楊博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904 一片葉子落下來: 談自然的感動 楊博名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009 我的隊友是AI 言日初故事; 陳志鴻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857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20864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20871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20888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20895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776707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776714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776721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776745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著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55102 資源富集型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研究 周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577 財務會計 余海宗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5669 金融學 王恒, 鄭曉燕, 曾凡銓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093 保險營銷實訓教程 方有恒, 粟榆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得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5

動健科技



9789577356253 綜合收益會計研究 鄒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857 策略管理思想史 鄒統釬, 周三多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9094 經濟管理多視角研究 劉軍榮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100 世界貿易組織的理論與實踐: 核心議題 謝新, 謝漢峰, 王靜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131 職場求生完全手冊: 讓職場新鮮人直接成為職場達人張振華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209 美食滋味中的風景 李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216 翻閱八千年文明: 河南 許韶立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9908 蔣夢龍楷書千字文 蔣夢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9908 蔣夢龍楷書千字文 蔣夢龍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702 形色.大地: 林振龍作品集 林振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737 基隆社大2.0: 創校20週年紀念特刊 簡奕翔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049 <>直譯漢藏五家合集摘注接蒙 龍樹菩薩作; 圖登尼瑪編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2648 Python GUI設計活用tkinter之路: 火力加強版-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686 CV+深度學習：AI最完整的跨套件Python人工智慧電腦視覺繆鵬著 平裝 1

9789869807289 介面測試自動化極緻應用: Postman+Jenkins+Github一路整合Storm編著 平裝 1

9789869807296 科班出身的AI人必修課: OpenCV影像處理,使用python李立宗著 平裝 1

9789865501006 Python接班人出世: 最新科學專用語言Julia入門實戰周俊慶, 張瑞麗編著 平裝 1

9789865501013 自動化測試+網路爬蟲: 至尊王者Selenium 3 蟲師著 平裝 1

9789865501020 Python網路爬蟲: 大數據擷取、清洗、儲存與分析: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平裝 1

9789865501037 Android御用語言：用Kotlin豪華開發App 向治洪著 平裝 1

9789865501044 SLAM視覺十四講: 雙倍內容強化版 高翔等著 平裝 1

9789865501051 雲端深入你我身邊: 新一代邊緣運算技術直達祝鯤業等合著; 張駿主編 平裝 1

9789865501068 Python設計模式 羅偉富著 平裝 1

9789865501075 一次就懂ASP.NET MVC5.x網站開發: Web應用的經典實務範例解析(Visual C#)姜琇森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501082 駭客自首: 極惡網路攻擊的內幕技巧 林椏泉著 平裝 1

9789865501099 程式設計師: 從零開始邁向架構師之路 李運華著 平裝 1

9789865501105 Python最強入門: 邁向數據科學之路: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773 少年新眼光讀經: 無法隔絕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智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隆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聆雅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基隆市海東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瓷揚企業



9789866471780 一無所缺的生命: 新眼光讀經2020年1-3月 葉志達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797 少年新眼光讀經: 我願活出聖靈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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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0513 飛舞麥森. 2019: 與瓷器之美共舞 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309 English for life 張世娟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604 超越老衰死: 卓家老人們的故事 莫卓宜娟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1106 立體書創作手冊 洪新富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315 Reading 101. level 1 written by Contents Development Team 平裝 1

9789869748322 Reading 101. level 2 written by Contents Development Team 平裝 1

9789869748346 Reading 101. level 3 written by Contents Development Team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788 公文寫作指南 柯進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220 門 莫欣.哈密(Mohsin Hamid)著; 張茂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237 五杯酒 安.格里芬(Anne Griffin)著; 朱崇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8139 扶輪基金.百年行善 陳定勝執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0406 國際兒童英檢單字書 吳詩綺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扶輪3520地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蜂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969 史上最易用錯韓國語: 學會正確的拼寫法,從此用韓文寫信、傳訊息都不會寫錯字金周㥥著 其他 1

9789864540976 新制多益聽力課本 David Ch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983 新制多益閱讀課本 David Ch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990 世界第一簡單!TOEIC®TEST新制多益必考單字關正生著 平裝 1

9789864541003 世界第一簡單!TOEIC TEST新制多益必考文法: 了解文法原理,答題就能快狠準！關正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010 10天特訓!新制多益TOEIC TEST閱讀解題攻略澀谷奈津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027 10天特訓!新制多益TOEIC TEST聽力解題攻略: 把握考前黃金準備期！重點聽取,比別人更快選出答案的神速解題法!八島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034 10天特訓!新制多益TOEIC TEST文法: 把握考前黃金準備期!看穿出題模式,文法題3步驟解決!八島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041 我的第一本西班牙語會話 鄭雲英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335 真情: 黃金治水墨集 陳宗騰, 黃金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342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敬業樂群」論文集. 第十二屆李金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0275 Dragon bones & Dao: traci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ulture, language & philosophy謝善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13917 馴化黑天鵝: 重尾性操作風險的度量精度與管理參數研究莫建明, 高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273 在線零售商營銷道德行為的消費者響應及其治理沈鵬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591 看懂中國企業的財務報表分析實訓 韋秀華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850 客戶重要性與審計質量: 基於微觀執業環境視角的研究胡南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959 中國財經應用文寫作 李道魁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6406 企業資治通鑑(企業IT治理): 提升企業價值,降低IT風險廖如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482 馬來西亞經濟慘後憂鬱症 楊善勇, 董恪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529 馬來西亞大崩壞: 從1MDB看國家制度腐敗 林宏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196 產品語意設計 呂太鋒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554 人力資源管理 王斌, 魏大明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936 青年心理學 馮維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9254 十二份生日禮物: 家庭教育中的溝通藝術 孫述宣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308 機器學習: 從公理到算法 于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339 培訓手記: 從經營出發培養人才 米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346 興趣與毅力成就夢想: 英語如何改變我的人生劉榮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353 你不知道的美國留學 Warald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360 遠方不遠 殷宏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384 金牌文案: 文案策劃與活動執行 莊慶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445 CI設計: 為品牌注入生命力 黃靜, 謝蔚莉, 梁佳韻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9490 給春天開門 譚旭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506 過去的鄉居生活 朱志強, 唐桓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513 影視攝影技藝 李培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康寧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際學村



9789576819551 從哥本哈根到巴黎: 國際氣候制度的變遷和發展朱松麗, 高翔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576819568 新媒體跨界交互設計 趙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575 來自外星球的哇塞老師 王金平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576819582 電動車產業的創新思考: 硬技術+軟技術 薛奕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612 永恆的誘惑: 宇宙之迷 張天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9933 中國壯藥材 韋浩明, 藍日春, 滕紅麗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9940 中國壯藥學 鐘鳴, 黃瑞松, 梁啟成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395 白秋練 毛水仙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685 從制度看中國政府公信力: 邏輯、評價與提升檀秀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807 魅力進化論: 打造零缺點無負評的氣質女神 高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664 簡明刑法總則 黃仲夫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8986671 刑法精義 黃仲夫編著 修訂三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616 世界孔雀魚寶典 林安鐸主編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740623 世界孔雀魚寶典 林安鐸主編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887 繆思計劃: 虛擬世界之美術館日常: 曹文瑞個展鄭世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7459 英語力UP!: 說出好聽力 趙御荃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466 中國吉祥圖案百科 天津楊柳青畫社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473 朝暮課誦白話解釋(隨身版)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107497 朝暮課誦白話解釋(隨身版)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107480 漂鳥集(中英對照雙語有聲版) 泰戈爾著; 鄭振鐸譯 2版 其他 1

9789577107503 佛法大意白話解釋(隨身版)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510 精編活用 成語辭典 張壽康主編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527 漫畫直播學習!: 日本人天天必說24小時生活日語近藤彩子, 松田義人, 野本千尋著 2版 其他 1

9789577107534 觀無量壽佛經白話解釋(隨身版)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541 初學者開口說法語 王圓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558 日本人必說15000字!: 日文單字快記辭典 胡傳乃編著 4版 其他 1

9789577107565 NEW TOEIC新制多益必考單字600 Dr. Lin Lougheed作; 林子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572 日本經典文學: 宮澤賢治詩集 宮澤賢治著;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589 日本人的哈拉妙招: 日語慣用句典 DT企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596 初學者輕鬆上手日語文法: 系統化整理、易懂易學,詞類變化超簡單!李復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7602 生活手帳素描 關本紀美子著; 藍嘉楹翻譯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619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白話解釋(隨身版)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626 日本人的哈啦妙招!日文句型輕鬆學(大字版): 活用日本人每天必說句型168中間多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7633 聽到哪學到哪: 在日本聽廣播學日語 DT企劃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7107640 日本經典文學: 斜陽 太宰治著; 周敏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657 初機淨業指南 黃智海著 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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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送存冊數共計：32

犁齋社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魚雜誌



9789577107664 課本上學不到!: 原來這句韓語這樣說 王韻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671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日本經典怪談(彩圖版)北田夏己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688 日語單字便利通: 楽楽玩遍日本實境遊 DT企劃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7718 副詞輕鬆學: 我的日語超厲害! 山本峰規子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927 淨心長老泰北關懷義胞 淨覺雜誌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958 淨心長老文集 釋淨心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770958 淨心長老文集 釋淨心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5760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777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784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791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807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814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821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838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965845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965852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965869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965876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965883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965890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965906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965913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408 泌乳顧問國際認證實習手冊 王淑芳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414 金色種子: 法輪大法在台灣的故事 曾祥富, 黃錦採訪.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00471 不急躁,想一想再說 崔麗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488 不要哭,清楚地說 崔麗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495 不要怕,勇敢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01 專心聽,等一等再說 崔麗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18 不任性,恰當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25 不害羞,大膽地說 崔麗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32 不生氣,好好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心幼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人泌乳顧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智力工作坊



9789867200549 會分享,得體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56 不抱怨,委婉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63 不插嘴,按順序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70 不衝動,換個方式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87 不吹牛,如實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594 不粗魯,有禮貌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600 不嘀咕,當面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617 不分神,完整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00624 不囉唆,有重點地說 陳俊紅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4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2019: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al adjustment景文科技大學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439 臺灣地方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第16屆莫皓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640 世界為鏡 我們相映其中 第四屆圓夢寫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1744 Weplay Game-based Teaching Program author Wendy Wu; Editor Elton Chiu 1st ed.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865 普通化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劉秉烜, 張文瀚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28889 保健食品品質管制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889 保健食品品質管制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902 品管新七手法實戰 鄭清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28919 微積分 南臺科技大學微積分教學社群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28926 有機化學實習 林福助, 林碩彥, 王文哲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28933 有機化學實習 林福助, 林碩彥, 王文哲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28940 解剖生理實習. 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林佑上, 趙新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957 化學. B. 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何經, 趙立民, 吳東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964 底盤原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汪國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971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劉發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988 普通化學實習. 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劉秉烜, 張文瀚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981 集郵彙報. 2019年(第31卷) 游振傑主編 平裝 1

9789869172981 集郵彙報. 2019年(第31卷) 游振傑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郵文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心園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景文科大旅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湛天創新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景文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114 運用大數據 你也可以是股神 蔡鎮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8260 觀光餐旅概論: 智慧時代的反思 林玥秀, 高秋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277 旅館客務管理實務 羅弘毅, 韋桂珍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7848284 會計學: 全面採用IFRS 盧文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8307 休閒遊憩概論: 新世紀的幸福產業 張馨文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8314 鐵道觀光 郭名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338 民法新修教程案例與應用 蔡輝龍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577848345 會計學概要: IFRS 盧文隆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8352 戰後台灣證券法學者與證券管理學說: 賴源河、余雪明及賴英照三位講座教授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369 個人與組織、職務契合度對脈絡績效之影響: 以組織依附為中介變項邱博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376 營養學 賴明宏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8383 近年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的審查停滯問題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406 觀光基礎日語 王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413 國際會展產業概論 劉碧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8420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 陳翠芬, 王正方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099 Happy去旅行 賴芓淇(Yvonne)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06612 黑武士和他的朋友 高翌程(Thomas)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06629 Donno的故事 賴芓聿(Irene)圖.文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6609 我眼中的世界: 陳俊民個人創作攝影集 陳俊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1954 生涯規劃 陳湘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954 生涯規劃 陳湘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954 生涯規劃 陳湘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961 化學B 黃惠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985 化學A 陳冠輝, 王姵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992 數學. B. 一, A+課堂講義 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05 數學. C. 一, A+課堂講義 賴映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12 地理 張嘉纖, 廖再春, 楊宜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29 音樂 徐芝玲, 曉萱, 陳潔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36 生物. A 方采禾, 陳惟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43 物理. A 黃方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50 公民與社會 王富瑾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67 商業概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温玲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63974 法律與生活 陳昺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普仕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2

富田傳媒



9789869763981 歷史 陳雪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998 會計學.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吳秀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787 魔法五大法則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86102 那些你沒想通的基本英文: 陸俊"撩"英文 陸俊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940 諸葛四郎漫畫經典系列 葉宏甲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302 致。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黃名毅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2041 陳建榮Chen, Chien-Jung selection 2015-2019(中英對照)陳建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007 瀰來彌去: 跨域觀念小小說 周慶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21 解讀素書: 一位深藏不露奇人,一本治國興邦奇書何清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38 人體63個特效止痛穴位 李春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45 蘇格拉底之死 柏拉圖(Ploto)原著; 吳松林, 陳安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52 走出新詩銅像國 周慶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69 微養生奇蹟: 用平凡小細節,守住你的健康 楊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83 萬能鑰匙: 世界最神奇的24堂課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nnel)著; 李津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104 最新護理學導論 蘇麗智等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5262 當代人類發展學 毛家舲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5316 生物統計學(含SPSS使用說明) 史麗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5323 產兒科護理技術 李淑杏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5330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盧惠文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347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謝伯潛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354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361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378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呂桂雲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385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王淑卿, 林笑作 十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就在藝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年漫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名毅生活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喜羊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因曼科技



9789861945392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徐明洸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408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415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422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439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邱馨誼作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5446 食品分析與檢驗 劉麗雲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5453 基本護理技術指引 吳美樺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5460 口腔衛生保健 季麟揚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5477 護理考試題全輯 華杏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758 真耶穌教會歷史講義 鄭家政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750 保羅的書信: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腓利門書謝溪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767 禱告的壇 黃基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774 聖靈論 謝順道著 增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9655781 杏樹枝. 10: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798 聖經中的真教會 蔡恆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002 監獄書信的信息: 豐盛、榮耀與喜樂 林賢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019 約書亞記 謝溪海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70026 信主前你該了解的四件事 謝順道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033 生命中的美好禮物: 我得聖靈的體驗 謝順道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040 耶穌是誰? 謝順道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766 個人資料保護法遵科技: 個資檔案管理電腦稽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1版 其他 1

9789869272773 金融業查核: 行員盜用久未往來帳戶查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2版 其他 1

9789869272780 銷售收款循環查核: SAP ERP銷售資料分析性複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63432 回檔1988 愛看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063449 愛你怎麼說 風流書呆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063456 回檔1988 愛看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063463 愛你怎麼說 風流書呆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880 南島行旅: 于傳騏.台灣百景圖畫輯 于傳騏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524 旅遊英語萬用手冊 張瑜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79531 懶人日語單字: 舉一反三的日語單字書 雅典日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779548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3 雅典日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陽明山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傑克商業自動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腓利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367 孤死世代 鵜飼秀德(Hidenori Ukai)著; 伊之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3502 阿瑪巴觀沉思卡: 52週的沉思練習,提升自我覺察的能力李瑋如文; 蔡宇蕙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3519 恩典的手: 53個對恩典覺醒的故事 蔡宗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8986 國際貿易實務 袁漱萱, 王令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9548045 創意思考與發明 張振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076 研究方法: 強調邏輯式寫作 梁直青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8083 國際行銷 陳澤義, 曾忠蕙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548090 作業管理 劉明德, 王士峰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9548106 計算機概論: 邁向未來 周文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113 經濟學 王銘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120 消費者行為 廖淑伶, 馬友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548137 歷史與文化 江彥賢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8144 生命學概論 劉易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8151 護理研究與實務 石惠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168 人際關係實務: 大學生的求學•就業•情感 傅清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548175 人力資源管理 魏郁禎, 黃櫻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182 透視財務報告奧秘手冊系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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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67356 企業經營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8 謝雅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361 心理戰突圍 鄭福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4378 好風水不求人: 風水的常識與應用 杜大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4385 人生即道場: 玄妙的人生道理 慧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4392 人生職場不可不知的24個金律 蘇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617 攻心術: 22個長勝不敗的心理秘密 丁元時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0624 一看就懂的管理智慧: 溝通、激勵、用人 趙陳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631 最會說話的人是言辭幽默的人: 一句話說得人跳,一句話說得人笑林威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648 王陽明的心學智慧: 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學 弘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655 中高層管理者的工作指南: 做好專業經理人的15堂致勝課溫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662 天下第一詭術: 鬼谷子智慧 夜問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730679 人際關係心理學 劉迎澤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0679 人際關係心理學 劉迎澤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0679 人際關係心理學 劉迎澤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0686 知人善任的用人智慧. 上: 看故事學識人與擇才郝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0693 知人善任的用人智慧. 下: 看故事學任人、育才與御人郝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菁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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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開南大學商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3

開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金紀元文化



9789869788106 活出生命的精彩: 大人物小故事 田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113 微動作讀心術: 一眼看穿微反應下的內心世界佳樂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88120 開口就能說動人: 領導者必知的溝通藝術 韓偉華, 余慧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137 人生三對: 跟對人、說對話、做對事 章文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137 人生三對: 跟對人、說對話、做對事 章文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144 敢於創業,快速挖掘第一桶金 景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151 9堂課,提高工作力 景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175 提升你的交際魅力100招: 一學就會的社交心理學宋天天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111 般若性海: 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禪與詩歌論壇論文集. 2019王之敏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252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6 華品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26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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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3366 見證狂飆的年代: <>20年內容全紀錄提要(1968-1987)陳達弘策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3822 甜食中毒 宗田哲男著;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3839 日本藥妝美研購. 5: 美研力爆發!不藏私日本藥妝特選搜查: 栄養補助食品、男性美容、碳酸保養、藥粧必BUY全攻略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3846 國文老師沒教過的三國 憶江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3853 接受過去的不完美,活出未來更好的自己 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2880 PhotoCap 6照片影像設計師 江鐘銘,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897 Google網路歡樂競技場 賴健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903 Scratch 3.0程式遊戲設計 賴健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559 一本掌握英文閱讀: 20回克漏字+30回閱讀測驗+超簡單「抓補法」解題技巧Michael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566 今天,我很好!: 生活、工作、人際的31個日日好日幸福策略蕭合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573 別再委屈自己求得他人認同: 不再委屈求全的20堂必學人生突破法則姜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580 一本掌握Toeic全新制多益單字: 14週追分攻略,核心單字一網打盡MICHAEL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597 終生受用2000生活單字 黃琪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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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開企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無限可能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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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送存冊數共計：21

普音文化



9789869693059 我是特教老師,我是ADHD: 特教老師秦郁涵無畏標籤,翻轉過動人生路秦郁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6404 大家來學日語五十音 上衫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6411 理解孩子心,教養就容易!互相溝通,讓親子相處好輕鬆凱信教養研究連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6428 大家來學韓語四十音 金敏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6435 關於教養這件事: 資深兒童臨床心理師帶你理解原生家庭、婚姻關係對教養的影響,並提供解決之道吳怡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6442 掌握0-6歲教養關鍵期: 看日本媽媽從生活細節裡,教養出負責、獨立自主、具創造力的孩子黃文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030 槐安紀行 胡靜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047 畫筆下的靈魂 一朵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061 花舞山嵐農莊: 阿蓮娜的心靈花園 陳似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078 五行 經脈 命門關 謝文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00085 醫病不依心 郭思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0092 大話禪林: 原來是這個 左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052 跨界難不難?!: 用展示寫夢想 蘇芳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069 四季五行與芳香療法實務應用 戴愷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076 野柳: 阮ㄝ故鄉魔鬼岬 林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267090 五行 經脈 命門關 謝文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267106 我遇見了所有的不平凡,卻沒有遇見平凡的你熊顯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13 揭開命運的真相 劉金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37 EPLAN P8教育版書籍 蔡松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44 KARMA卡瑪與糾纏 劉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51 人生400度 何玉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20 華阿姨五行氣流解人生 鄭麗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68 紅塵藍夢 侯澗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82 背叛觀護人: 盼望一直在 陳甘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199 佛光燦爛照緬甸 邢協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205 五行 經脈 命門關 謝文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267236 詩般若 李卓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212 源起: 華麗的繪畫鑑賞與剖析 Imma Laino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5220 全民數獨 謝道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9075237 圖解美國史 任德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5244 全彩圖解唐詩三百首 任思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5251 全民瘋數獨 謝道臺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548 說不出口的「泌」密: 一本大獲全「腎」療癒實錄謝登富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8555 安靜的勇氣 劉學剛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8562 安寧日常 語愛時光: 六全伴行,馬偕安寧病房22堂關鍵照護課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總策劃; 方俊凱總審訂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8579 戰勝頭頸癌: 專業醫師的全方位預防、治療與養護解方陳佳宏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華洁國際文化



9789869708586 逆轉營養素: 營養應用醫學診療室,調理改善大小毛病的控糖筆記莊武龍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8593 當父母老後……: 兒女面臨高齡長輩老、衰、病、死的情緒困頓出口蔡惠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03 此生借過: 人間癌關行走,陪伴姊妹們重生的志工路賴於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10 「零」導學: 不怕打掉重來的行動指南 林德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441 旅行漬物: 謝其昌作品集. 5 謝其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118 殺了鳳梨以後 楊卓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125 習慣是第二次罪的開始 楊卓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132 撞色 楊卓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925 讓世界看見台灣: 十五位優質企業家暨隱形冠軍的生命風景保溫冰, 張欣芸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1932 豐盛樂齡: 合勤共生宅年鑑. 第一輯 真識團隊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7752 情緒森林. 1, 王子的皇冠 張放之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687769 快樂小兔. 1, 怪獸來我家 張放之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133 商業溝通: 正向溝通,職能UP! 周春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87140 軌道運輸管理 張有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87157 服務管理 陳澤義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687188 貨幣銀行學原理 黃昱程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687195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應用 黃志典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8896 慍怒 約翰.波恩(John Boyne)著;李昕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4523 秒懂肌膚 王綺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5384 生命期營養 陳惠欣等合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625391 膳食計畫與供應 張承晉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5407 實用公共衛生營養學 魏明敏等合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5414 基礎醫護物理 楊彥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3625421 解剖學圖譜 王霈, 郭純琦合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畫屏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桃一



9789863625438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4: 固定義齒技術學 楊春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445 實用運動生理學 陳卓昇等合著; 楊艾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452 新編人類發展學 柯惠玲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5469 實用食品添加物 黃登福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5476 實用餐飲營養學 徐阿里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5483 婦嬰護理學 沈滿華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490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 陳樹功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5506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三, 食品微生物學 連耿汶, 陳欣郁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520 保健食品概論 陳師瑩等合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3625537 實用美容營養學 蔡淑芳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5544 兒科護理學技術手冊 林淑靖, 劉淑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551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9, 牙技法規與倫理學 方賓仕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5568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3, 牙科材料學 王嘉慶, 張正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575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8, 兒童牙科技術學 董國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582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1, 口腔解剖生理學 方光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599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2, 牙體形態學 方光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605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5, 全口活動義齒技術學許慧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612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6, 活動局部義齒技術學劉忠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629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7, 牙科矯正技術學 林佳昵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636 幼兒健康與安全 張美雲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5643 中式點心製作實務 許良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650 設計教育的力學篤行 邱廼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667 寫給年輕設計師的整合性數位繪圖養成術 邱廼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674 產科護理學技術技術手冊 林麗華, 賴亞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681 助產師國考試題集錦(助產學) 華格那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698 STEAM與故事 周家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704 營養學實驗 吳幸娟, 郭靜香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5728 常用營養師手冊 李惠蓉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5735 中式麵食. 煎炸篇 張添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759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李雅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766 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科學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2019吳佩玲, 蕭蓉禎, 王公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773 職能治療師實習手冊. 一, 心理職能治療 楊尚育, 簡才傑, 黃淑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780 幼兒園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 黃品欣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116 浮生散記 林文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123 𧊅仔好運動: 馮輝岳客語童謠創作集 馮輝岳文; 馮若嵐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5016 刺繡風鉤針花樣織片&小物: 15款令人愛戀不已的刺繡模樣織片&小物應用25日本VOGUE社編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023 Patchwork拼布教室. 15: 湛藍色拼布假期: 愜意自在風盛夏手作特集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030 Happy & Lovely!松山敦子の甜蜜復刻拼布: 38款幸福感手作包.波奇包.壁飾.布花圈.胸花手作典藏松山敦子著; 駱美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047 Veriteco刺繡圖鑑: 以草木染繍線描繪花&葉自然之姿浅田真理子著;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054 手作潮包日常提案: 初學者也能完成的肩背包.托特包.百褶包.波士頓包.手拿包.迷你包roll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078 好用布作創意滿點!秋日裡,私人好宅の日常手作BOUTIQUE-SHA授權; 翟中蓮, 彭小玲, 周欣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085 25款經典設計隨你挑!自己作絕對好穿搭的手作裙BOUTIQUE-SHA著; 翟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華夏書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014 自己卜卦最準確: 易經占桃花財運 張書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093 外遇森林: 律師的婚姻哲學 鄧湘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601 台語活詞典. 首冊 李勤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77 思光華梵講詞: 哈伯瑪斯論事實性與規範性 勞思光講; 陳振崑, 潘玉愛編註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5972 托育人員訓練指引 賴宏昇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25989 老人學概論 林添富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25996 老人健康促進 陳雪芬等編著; 周慧琍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2900 失智症照護 傅中玲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2917 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育 洪明仕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2924 志願服務與管理 何慧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2931 特殊幼兒教育 周俊良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812948 運動觀光理論與實務 劉照金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1512 無藏: 曾敏雄藏傳文物攝影集 曾敏雄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7273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十六 陳金英等作; 范純武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280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產業與海洋文化 松浦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297 神諭與隱喻: 臺灣當代文學中的宗教書寫及敘事黃文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303 近代華人宗教活動與民間文化: 宋光宇教授紀念文集李世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310 「入世」與「出世」間的糾結: 宣鼎及其<> 盛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983 認識生死學: 生死有涯 曾煥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3287 新生命教育: 華人應用哲學取向 鈕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294 渡假村開發與營運管理 楊知義, 賴宏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300 民航法規新論 楊政樺, 盧衍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曾敏雄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梵大學勞思光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斑馬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智庫雲端



9789862983317 海洋休閒遊憩管理 莊慶達, 蕭堯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324 觀光行政與法規 楊正寬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983331 菸害防制素養教育之行動研究 許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348 航空安全管理 王穎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839 哩賀,哇喜旺來 楊宇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872 快意過彎寶典: 從操駕技巧到車輛設定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5618 鑽婚上壽慶華年 彭聖師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59912 送上門的總裁先生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184 總裁與前妻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511 水噹噹的總裁夫人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58 夫寵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26 就怕上司變老公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33 妒夫的嬌寵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57 寡情總裁被撩了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88 夜夜催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95 逼婚不下床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01 王爺忙寵妻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18 花了十年試婚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25 隱婚契約 阿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32 秘書與賣身契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56 不情願的總裁夫人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63 氣噗噗的總裁夫人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87 王爺,妾身不嫁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94 我被侯爺欺負上了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00 金主的床不能爬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17 待到村花出嫁時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24 一夜換一婚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31 前夫想再婚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48 放妻協議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55 總裁是個醋精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62 復婚的前一夜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79 娶老婆就要用逼的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86 債嫁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993 總裁不嫁了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005 娶妻要不擇手段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012 相公咱來和離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喵喵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智形象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智富



9789865508029 不良總裁逼我嫁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036 金主真好睡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050 總裁求翻身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482 工程分析在跨領域創新設計之應用 陳維隆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437 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迎戰人工智慧、擁抱白金世代」論壇暨2019第二十屆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25周年校慶論文集李素箱總編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475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英語教學暨商務溝通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十四屆劉振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307 進雄宮通史: 玄天上帝神威顯赫廟宇文化之美朱薏媃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957 精品筆嚴選500: 典藏品牌筆分析特輯 <>編輯部著; 梁雅筑等譯 精裝 1

9789869579971 旅日趣: 廣島、山陰廣域遊 昭文社編輯部, MCR作; 曾瀞玉, 方冠婷譯 平裝 1

9789869579988 古董鋼筆典藏特輯 <>編輯部, <>編輯部著; 陳妍雯等譯 精裝 1

9789869579995 旅日趣: 金澤、飛驒高山廣域遊 昭文社編輯部作; 蕭睦頤, 方冠婷, 陳聖怡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997 重編崇正闢謬永吉通書 (清)李泰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3906 梅開易度: 聽老涮講(梅花易數) 舒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913 重鐫地理天機會元 徐試可重編; 顧陵岡彙集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753920 閑派六爻經典 閑雲真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937 法師符咒秘訣 高銘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944 八字橫豎: 八字教科書 澤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951 玄空挨星透析. 一, 基礎理則篇 劉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775 圍棋教材 蔡國忠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49782 圍棋教材 蔡國忠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49799 圍棋教材 蔡國忠作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幅新手織織聞設計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棋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雄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應英系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朝陽科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609 Ashford的織布書: 簡易織布機創意技巧與實例: 操作、織紋及織布單元Rowena Hart著; 郭璟萱, 廖敏秀中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9575 上班不如賣雞排: 打爆奧客慣老闆的斜幹人生小深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599 哲學動物: 乳牛擁有尼采的智慧?水母能解釋宇宙結構?啄木鳥是當代禪學大師?31則經典理論大哉問,上一堂最顛覆思考的哲學課Florian Werner著; 彭菲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612 騎過風與星辰之路: 踩向世界盡頭,朝聖路上的800公里人生旅記安新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629 人生實驗室 蕭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636 美麗的地球: 圖解生態系,了解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Rachel Ignotofsky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99643 一個人的首爾: 美食X咖啡Ｘ布帳馬車Ｘ烤肉X小酒館,獨食獨飲超貼心旅行指南金娜成, 柳志演, 權元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650 餐桌上的韓國人: 湯飯、矮桌、扁筷子,韓國人為什麼這樣吃的飲食常識與奧祕周永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667 尋找全球幸福關鍵字: 學會世界30國的快樂祕方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作; 高霈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674 萌貓咪水彩輕手繪: 跟著畫就上手的超Q毛茸茸喵星人李言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681 去京都這樣排行程: 從新手到玩家30＋最強路線沙米, 阿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711 氣炸鍋好好玩料理125: 熱炒超美味!蒸煮、油炸、煎烤、烘焙全提案,從新手到進階,網路詢問度最高的油切人氣食譜徐湘珠, 蕭秀珊, 施宜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775 P21 Phonics for 21st century kids. 3, readers: long vowels and blendswritten by Lauren Tang 其他 1

9789576068799 Simply read more. 6 written by Jane M. Chai 平裝 1

9789576068805 P21 Phonics for 21st century kids. 3, long vowels and blends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其他 1

9789576068812 The three seeds by Herbert Puchta, Günter Gerngross; illustrator Maria Sole Macchia平裝 1

9789576068829 Paul learns to plan 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illustrator Vanessa Lovegrove平裝 1

9789576068836 The jaguar and the cow Herbert Puchta, Günter Gerngross 平裝 1

9789576068850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author L. Frank Baum 平裝 1

9789576068867 Aliv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written by Daniel Hailstone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0176 太上洞玄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古笈手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0183 太上洞玄無量度人中品妙經 古笈手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0190 太上洞玄無量度人下品妙經 古笈手抄本原著; 黃福祿, 林東瑨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583 細磬瓊玖 孫福昇作品集 孫福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3898 Pandas資料分析實戰: 使用Python進行高效能資料處理及分析Michael Heydt著; 陳建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086 VMware vSAN 6.7 U1 Deep Dive中文版 Cormac Hogan, Duncan Epping著; 王偉任譯 平裝 1

9789864344130 0陷阱!0誤解!8天重新認識JavaScript 許國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147 秋聲教你玩Python: 給挑戰者的修行之路 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161 Oracle實戰寶典: 故障排除與效能提升 Christian Antognini著; 王作佳, 劉迪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344178 輕鬆學會Google TensorFlow 2.0: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實作開發黃士嘉, 林邑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185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術科解題實作(試題完整版). 109年博碩文化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敦煌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意市集



9789864344192 超強!Google雲端應用: 贏家必勝技能與行銷方程式鄭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208 YouTube成功的實踐法則60 木村博史著; 郭彥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215 Ubuntu 19完全自學手冊: 桌面、系統與網路應用全攻略酆士昌著 平裝 1

9789864344222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學科試題解析(109年完整版)博碩文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246 別告訴上帝祂該怎麼做: 開啟量子糾纏與平行宇宙的大門陳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253 AI證券投資分析: 探索超額報酬: 使用Excel實作葉怡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260 超實用!人資.行政.總務的辦公室EXCEL省時高手必備50招(Office 365版本)張雯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4277 設計師都該懂的包容性網頁UI/UX設計模式: 知名設計師教你親和性網頁的實作祕密Heydon Pickering著; 曾婉玲, 于坤譯 平裝 1

9789864344284 Excel即學即用超效率500招速成技 張雯燕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291 超神!輕鬆成為Line貼圖達人 林立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307 動手做深度強化學習 Maxim Lapan著; 劉立民譯 平裝 1

9789864344314 (準時下班秘笈)超實用!公務員Excel省時秘技108招張雯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321 Word全方位排版實務: 紙本書與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榮欽科技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338 超實用!業務.總管.人資的辦公室WORD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4345 ASP.NET專題實務. I, C#入門實戰 周棟祥, MIS2000 Lab., 吳進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352 設計模式與遊戲開發的完美結合 蔡昇達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369 物聯網實戰: 使用樹莓派/Arduino/ESP8266 NodeMCU/Python/Node-RED打造安全監控系統林聖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383 邁向Linux工程師之路: Superuser一定要懂的技術與運用Brian Ward著; 薑南, 袁志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390 持續交付Continuous Delivery2.0: 實務導向的DevOps喬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406 以類神經網路預測股價的波動 林東慶著 平裝 1

9789864344413 進銷存貨系統網路功能之提升 林東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420 ASP.NET 專題實務. II, 進階範例應用 周棟祥, MIS2000 Lab., 吳進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437 Docker專業養成: 活用基礎與實踐技能 熊昌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451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胡昭民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44482 UML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游峰碩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757 水仙與櫻花: 自戀的愛與死 蔡榮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1764 伊斯蘭的世界地圖: 場所、活動、意識形態 安洛爾.杜邦(Anne-Laure Dupont)著; 紀永.巴拉瓦(Guillaume Balavoine)製圖; 陳秀萍, 王紹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1788 失落的空洞感: 在佛洛伊德的古典臉色裡找自己蔡榮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795 里斯本1755: 改變人類歷史的大地震 讓-保羅.波瓦希耶(Jean-Paul Poirier)著; 翁德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200 異鄉人: 翻案調查 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作; 吳坤墉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4217 吞吃女人的畫家 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作; 陳文瑤翻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5470 Bear's forest Writer and Illustrator AZ Books Editional Team1st ed. 精裝 1

9789578705487 Horse's farm Writer and Illustrator AZ Books Editional Team 精裝 1

9789578705494 Frog's pond Writer and Illustrator AZ Books Editional Team 精裝 1

9789578705630 打虎救父 精裝 1

9789578705647 臥冰求鯉 精裝 1

9789578705654 哭竹生筍 精裝 1

9789578705661 鹿乳奉親 精裝 1

9789578705678 洞穴尋寶 碧安朵翻譯 精裝 1

9789578705685 環遊世界 碧安朵翻譯 精裝 1

9789578705692 春季冒險 碧安朵翻譯 精裝 1

9789578705708 奇遇旅行 碧安朵翻譯 精裝 1

9789578705715 巫婆森林 碧安朵翻譯 精裝 1

9789578705722 尋找馴鹿 碧安朵翻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無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碩文化科技



9789578705739 就是要玩 華碩文化編輯群撰文.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6102 師者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289 藥輪力量卡: 依據太陽熊Sun Bear靈境而作的神諭卡瑪莉絲.瓦奔.風, 珍妮佛.裴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296 頌缽: 黃金紀元的圓滿之歌 趙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904 用Swift玩mBot: S.A程式教育計畫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4928 用Swift玩mBot: S.A程式教育計畫(學生版)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4959 教你使用Swift開發iOS App教戰手冊: 從零基礎到App Store上架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4980 教你使用Swift開發iOS AR App基礎教戰手冊(教師版)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44997 教你使用Swift開發iOS AR App基礎教戰手冊(學生版)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2622 教你使用Swift開發iOS AR App進階教戰手冊(教師版)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2639 教你使用Swift開發iOS AR App進階教戰手冊(學生版)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792639 教你使用Swift開發iOS AR App進階教戰手冊(學生版)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178 德國人學中文 智寬文化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1185 魅力德語入門 潘碧蕾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2256 快樂動身體影音遊戲書: 大家來闖關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263 快樂動身體影音遊戲書: 合作力量大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294 快樂動身體影音遊戲書: 一齊打招呼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300 快樂動身體影音遊戲書: 跟我這樣做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052 台灣國寶牛樟芝藝術展: 六心方圓 王美玥等作; 葉勝輝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223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Jennifer Haaij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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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樂繪繪本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勝輝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實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善聞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裳元吉文化



9789869766500 稻穗與守護者 彭郁雯文; 彭郁雯, 盧品妍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6517 一顆鈕扣的秘密 吳思儀文; 吳思儀, 王慈萱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060 基本電學. 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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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781077 機械製圖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機械群)吳清炎, 李建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1091 基本電學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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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5206 基礎圖學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吳清炎, 李建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119 科學通識20講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通識在線雜誌社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26 什麼是道德案例? 薩吉.鮑希尼著; 洪儀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33 經典導讀: 論盧梭<>的入門課 布雷思.巴霍芬(Blaise Bachofen)著; 蘇威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40 那天在那裡的人們 李嘉赫著; 楊虔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57 經典導讀: 論康德<> 弗雷德里克.洛皮(Frédéric Laupies)著; 李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64 猩球攻略: 黑猩猩政治學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 羅亞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71 空間正義 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著; 顏亮一, 謝碩元, 王丹青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764 緣繫復興崗: 十五期畢業五十週年紀念文集 吳傳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2007 日用台語800句 李恆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2014 彼年的熱天: 精選台語散文113篇 李恆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2021 簡明醫用台語 李恆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731 沒有名字的人: 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方惠閔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755 解套: 愛情、婚姻與家庭價值,西好萊塢到中國西部茱蒂絲.斯泰西(Judith Stacey)著; 李屹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627 磺溪文選: 八卦山詩文 張加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792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2, 用堅持與毅力突破人生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一代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識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復興崗同學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就諦學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開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2819 工筆新經典: 袁玲玲似水流年 袁玲玲著; 陳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811 圖解ASD、亞斯伯格、ADHD、學習障礙　正向教養 : 穩定孩子的情緒,提升生活自理能力淺羽珠子著;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828 漫畫全彩圖解 嬰幼兒疾病家庭照護全書 土田晉也, 鳥海佳代子, 宮下守著; 王薇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802 燦爛人生: 彭雄渾自傳 黃柏軒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9819 越鬱手札: 一位重度憂鬱症患者的字療經過 思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5910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革新編目版)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055927 施工計畫與管理 廖基全編著 增修五版 其他 1

9789577055286 推管掘進機設備與操作實務 倪至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941 十天搞定裝修工程估算作業 陳重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68116 決勝職場,你該讀弟子規 (清)李毓秀, 賈存仁作; 蔡踐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147 一本完勝!烘焙食品乙級檢定考照寶典 烘焙乙級經驗分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154 好醬食堂 薩巴蒂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161 畫說部首最有趣: 人體卷.動作卷 劉克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178 (全彩圖解)大破解!最神奇的100個撲克牌魔術寧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185 萌翻天的立體造型可愛饅頭 林佩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208 圖解黃帝內經大全 陳昌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68215 道氏理論(致富新版) 陳東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68222 畫說部首最有趣: 動物卷.自然卷 劉克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239 一本完勝!烘焙食品丙級檢定考照寶典 羅勻彤, 鄭文聖, 洪淑卿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68246 糖尿病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139 On target 吳憲珠等編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14146 On target 吳憲珠等編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14153 Listening for pleasure. 2: better communication Sandrine Ti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722948 樂育堂語錄口訣實證指南 黃元吉著; 孫長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979 淑世超邁出世、紐帶多過界分: 佛教與東亞宗教寺院的多重社會作用與功能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湛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986 孟稱舜戲曲選集與評點研究 王祥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993 古代西藏史研究 佐藤長著; 金偉, 吳彥, 金如沙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文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文社



9789571723006 身份認同及群體建構: 五臺山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釋妙江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5164 十年投資大計. 1, 非: 人類意志能左右命運的一端 但有一端藏在未知的世界裡素倫緹(Peter Sorrentin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71 十年投資大計. 2, 理: 人們急著想要逃避過錯指責 卻常使自己更陷入荒謬困境布魯斯(Marc Bru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88 十年投資大計. 3, 法: 命運女神不知自己是盲目的 還使所溺愛的人也變得盲目藍斯坦(Lael Landstein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195 十年投資大計. 4, 權: 暗處最能反映品格 勇氣像是梯子 其他美德全靠它爬上去芮恩(Thomas Ry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01 十年投資大計. 5, 天: 世界上最貴極而無聊的孩子 有一天就會重重的挑戰禁果阿瓦雷(Ralph Alvare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18 景氣循環股K線. 1: 神真該受譴責 每回我找工作 祂總是阻撓我 破壞我的機會圖米(Marise To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25 景氣循環股K線. 2: 我找工作已遭受一連串拒絕 不是模糊的承諾 就是斷然拒絕圖米(Marise To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32 景氣循環股K線. 3: 人對他人的不幸常說同情 但當他擺脫不幸時又頓感失落圖米(Marise To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49 哈達瑜伽經/附圖: Ho-Ho-Ha Ha Ha 我乘著歌聲的翅膀 我歌唱那帶電的肉體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56 一個成熟男子的標誌 錢潮湧: 他願意為志業而謙卑地活著 不成熟的人願意為志業死去布魯斯(Marc Bru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63 K線人瑞級董事長: 衡量一個人是透過他的朋友 因為智者與愚者從未相同過白邦瑞(Karnit Pillsbu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70 政客喊一個夢 人民做四個夢: 就要與財富相遇了 怎能錯過 就要與愛情相遇了 怎能錯過白邦瑞(Karnit Pillsbu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87 社交或獨善 不必8話: 如果你社交 就會有人來借錢 如果不社交 就會有人來騙錢阿瓦雷(Ralph Alvare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294 安岡正篤的經營哲學: 為政者只有正姿勢 盡量照顧人 高姿態或低身段 皆非所宜阿瓦雷(Ralph Alvare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00 賽局博弈 第3選擇: 化普通為優異 化一般為特殊 化日常為喜樂 化機會為祝福歐謝(Sam OShe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17 賽局博弈 第4選擇: 要像明星般的自信 但也要能縮小自己 以免他人感到不安歐謝(Sam OShe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24 賽局博弈 第5選擇: 譽諛之聲日滿於耳 忠良切言皆鬱於胸 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歐謝(Sam OShe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31 神度有錢人 藥醫不死病: 天上不會掉下玫瑰來 如果想要更多的玫瑰 必須自己付錢布魯斯(Marc Bru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48 羅西法古 賽局博弈: 若要敵手 就表現比他們縮手 若要握手 就讓他們比你高手素倫緹(Peter Sorrentin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55 尋找下一支大飆股: 每個人生命中都會遇到特別的時刻 他將找到偉大與財富芮恩(Thomas Ry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423 巴菲特28帖藥方: 幸福方程式/不要和證券市場作對 市場動向永遠是對的阿瓦雷(Ralph Alvare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62 道氏理論K線: 10狗/成功不在於你贏了多少人 而是你到底資助過多少人白邦瑞(Karnit Pillsbu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79 磐石理論核心投資: 一切皆有可能/生而貧窮並無過錯 死而貧窮才是遺憾白邦瑞(Karnit Pillsbu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86 K線當日沖銷: 是靠不懈的努力 而不是靠神力或學歷 來見證鉅額的財力沙岡(Karen Sag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393 當沖量價走勢圖: 內外盤/見證奇蹟的對帳單 創業家寫飆股傳奇布蘭德(Victor Blind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409 巴菲特投資學: 所有出神入化 盡在掌握之中 眾家獨門絕活 都在守則之內麥克瑪(PeterMcMar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416 當沖酒田戰法: 財神不論先來後到 或是認識多久 而是給來了之後沒走的人白邦瑞(Karnit Pillsbu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430 經絡與穴道: 點穴/健康的七個敵人 清河新藏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15447 經絡穴道組配: 排毒/健康的第九個敵人 清河新藏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15454 西藏密宗氣功: 神通/顯學與密修 瑜伽四部 清河新藏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15461 成為百萬富翁的12個步驟: 只有那些專注創業賺錢的人 才能發現一個人能賺多少錢布魯斯(Marc Bru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478 四平八穩的12%的投報率: 五十歲是做財務決策的年齡 智慧的顛峰出現在六十五歲藍斯坦(Lael Landstein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485 3又3的企業股可長抱: 免費的就是最貴的 便宜的其實不便宜 市場要比政府聰明芮恩(Thomas Ry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492 不譁眾取寵的執行長X: 最難的數學是算別人的幸福 最容易的數學是算自己的房子素倫緹(Peter Sorrentin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08 溫格爾長期獲利11忌: 用最後一天的心去選擇下一步 用第一天的態度去做每一件事素倫緹(Peter Sorrentin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15 世界上有兩件事最難: 一是把你的想法裝進別人的腦袋 二是把別人的錢放進你的口袋素倫緹(Peter Sorrentin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22 這種人一定會成功 錢變大: 無神論者 不相信任何神鬼之說 堅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圖米(Marise Toom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39 常勝操盤手K線8段: 你愈擔心什麼 什麼就控制你 你愈渴望什麼 什麼就引誘你阿瓦雷(Ralph Alvare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46 7W3H開啟意外之財: 如果沒有勇氣遠離海岸線 那麼絕不可能發現財富新大陸布魯斯(Marc Bru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53 苦難只是化了妝的祝福: 命運的掌握不在於際遇與等待 而在於及時的選擇與追求藍斯坦(Lael Landstein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60 在錯的時間 遇到錯的錢/暴富: 人一生最難做的是始終如一 而最容易扮演的是變化無常藍斯坦(Lael Landstein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77 在對的時間 遇到對的人/翻身: 市場能使受挫的人逐漸顯露 也能使燦爛的明星黯然無光藍斯坦(Lael Landstein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84 中醫經絡學: 金錢帶來食物 卻不帶來胃口 財富帶來藥物 卻不帶來健康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591 當沖魚鉤K線分道揚鑣: 投資者接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投機客接住天上掉下來的刀子白邦瑞(Karnit Pillsbu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07 比金錢更重要的16種東西: 當你走在成為有錢人的路上 我是否還在走窮忙族的老路阿瓦雷(Ralph Alvare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14 <>曠世奇書: 很多人因為年紀而倚老賣老 更多人因為不義而未老先衰餘英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21 <>不可不看: 聰明人說話是因為有話要說 愚蠢人說話是因為要說些話餘英時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經史子集



9789863915638 笑林廣記富貴傳家: 昌盛不是就沒有恐懼與厭惡 逆境也不是沒有安慰與希望餘英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45 葛蘭碧80大法則: 成功取決於知道還需要多久 失敗都因為不知還需要多大卡林(Peter Carl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52 移動平均線MA: 讓人陷入困境的是一知半解 還有那飲酖止渴的解決方式科林斯(Jerry Collin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69 西點軍校33兵法: 靈魂有多重 國家就有多重 責任有多重 榮譽就有多重魏爾(David Weil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76 動能K線指標: 那些通往日趨下游的旁門左道 都是由刻意的鮮艷花朵鋪成的羅柏(Jewell Loeb)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83 亞特蘭提斯K線法則: 誰若累積能量 誰就獲得回報 誰若患得患失 誰就坐失良機賴柏德(Charles Leibol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690 第6感K線定海神針: 金錢就像第6感 沒有它 其餘的五個感官和朋友都無用了布萊恩(Carl Bryan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06 塔木德格言: 從幸福轉為不幸 只需一瞬之間 從不幸轉為幸福 有時需要永遠諾瑞亞(Bruce Nohri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13 男哈佛 女耶魯+海景別墅: 人餓的時候 只有一種的痛苦 人飽了之後 就有很多種痛苦錢包安(Ian Chunduru)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20 偏遠山村留下的不朽的祕密: 假如你不快樂 別把眉頭深鎖 財富再賺就有 何必栽培苦澀錢包安(Ian Chunduru)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37 是金子總會發光. 1, 大富大貴: 接受自己過去和現在的模樣 才有動力去追尋未來的幸福錢包安(Ian Chunduru)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44 是金子總會發光. 2, 大福大量: 勝利者做失敗者不願意做的事 意志工作和等待是成功的基石錢包安(Ian Chunduru)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51 是金子總會發光. 3, 大器晚成: 到任何值得的目標都沒有捷徑 只有字典中成功才在工作之前錢包安(Ian Chunduru)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68 做多賺更多. 1, 第一的: 魚蝦攪不渾大海 霧霾壓不倒大樹 雷聲吼不倒大山謝爾(James Sche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75 做多賺更多. 2, 唯一的: 懂得如何避開棘手問題的人 勝過半調子說解決問題的人謝爾(James Sche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82 做多賺更多. 3, 壟斷的: 看到-不等於看見 看清-不等於看懂 看透-不等於看開謝爾(James Sche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799 放空比較賺. 1, 毒角獸: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謝爾(James Sche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05 放空比較賺. 2, 黑天鵝: 蒙住自己眼睛 世界並未漆黑 蒙住別人眼睛 自己並未光明謝爾(James Sche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12 放空比較賺. 3, 長頸鹿: 鹿的脖子再高 高不過牠的腦袋 人的腳指再長 長不過自己腳板謝爾(James Sche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29 紐約劫匪8000萬斜槓: 亞非拉美愚人與他們的金錢 不久就要分離落入美人口袋喬里(Vasu Jo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36 破解成功密碼的12+1心理: 盲目者漆黑無白天 沉迷者不醒無時間 美的陰影就是謊言喬里(Vasu Jo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43 如何30天改變你的人生: 你的今天 取決於昨天的目標 你的明天 取決於今天的行動安西普(Elliot Ansi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50 如何30天改變你的先生: 你只站在那裡看海 不算渡海 我只站在這裡看山 並非爬山安西普(Elliot Ansi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67 洛薩達比率致大富. 1: 說大話像爆竹 響幾聲就完蛋 心胸唯有公正 始得量能權物安西普(Elliot Ansi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74 洛薩達比率致大富. 2: 財富與年華似水般匆匆一瞥 多少歲月與付出被輕描淡寫安西普(Elliot Ansi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81 洛薩達比率致大富. 3: 10金律/給人金錢是下策 給人出力是中策 給人目標是上策安西普(Elliot Ansi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898 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在憧憬追隨中成熟 在希望熱絡中毀滅賴柏德(Charles Leibol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04 這四種人幾乎成功. 1, 辛苦: 及時雨/遇見的都是天意 擁有的都是幸運 失去的未必永存喬里(Vasu Jo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11 這四種人幾乎成功. 2, 怪罪: 勇敢是來自人的謹慎與經驗 魯莽是出自物的愚蠢與臆測喬里(Vasu Jo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28 這四種人幾乎成功. 3, 目標: 人的一生最美不過就是遇見你 愛沒有退路 愛也沒有歸期喬里(Vasu Jo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35 這四種人幾乎成功. 4, 接班: 在這個人世間 最難放下的是一些你從未真正擁有過的事喬里(Vasu Jo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42 豪利定律K線先發制人: 在每一個大問題的新答案裡 都有一個小問題竭力想露面賴柏德(Charles Leibol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59 鐘形曲線大賺3點: 除非你能和潛意識和平相處 否則你永遠不會感到滿足的賴柏德(Charles Leibol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66 最貴的一課 看電視入市: 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 是道則進 非道則退賴柏德(Charles Leibol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73 最藍的藍籌股K線. 1: 高度不夠 看到的都是問題污垢 格局太小 糾結的都是雞毛三小卡林(Peter Carl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80 最藍的藍籌股K線. 2: 不要等到鐵變熱了再去擊打 而是要通過打擊來使鐵變熱卡林(Peter Carl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5997 最藍的藍籌股K線. 3: 在你做了機會的選擇的同時 你也將面臨新的痛苦的問題卡林(Peter Carl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00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1: 不是生與死的距離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卻不知道我愛你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17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2: 不是星與月的距離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卻不知道你不愛我隰朋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24 我不想一生都在屈辱中度過: 不用羨慕別人...因為你不知道你的下一分鐘會獲得多少貝茲(Blake Bett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31 窮人思維與富人思維: 這5種東西不能使用過多:做麵包的酵母 鹽巴 猶豫 焦慮貝茲(Blake Bett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48 別跟這13種人求助解答: 別聽信免費開處方的醫生之言 有十個煩惱比僅有一個煩惱好貝茲(Blake Bett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55 他們不是真的要幫你. 1: 如果你不勇敢的跳下去 你怎麼知道自己不會變成老鷹呢梅農(Rachel Men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62 他們不是真的要幫你. 2: 大千世界 人有千萬種 皮囊之下 心思各不同 問人不如助人梅農(Rachel Men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79 他們不是真的要幫你. 3: 知道該做什麼是智慧 知道該怎麼做是技術 而實踐就是美德梅農(Rachel Men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86 每增加1%的大學人口: 經濟成長率就降低0.025% 文憑只是揹債 並非偉大創新謝爾(James Sche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093 我們都畢業於很差勁的學校: 最重要的不是你所在的位置 而是你的前進的方向與節奏梅斯翠(Luca Maestr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109 四叔處世語錄傳奇: 不要因為年齡老大而放棄自己 不要因為學歷普通而放棄希望餘英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116 改變遊戲規則的人與物: 沒錢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 有錢的男人前面就有兩個女人布萊恩(Carl Bryan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123 那我賺錢就指日可待了: 通過深信一種還不存在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創造實現出來杜菲(Andrew Duff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130 人生就這7個最: 最難抵擋的是愛人 最難適應的是老人 最難留住的是新人...杜菲(Andrew Duff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147 8步分隔理論的連結力: 一時的愛情親吻變天長地久 長期的麵包加持挺天荒地老梅斯翠(Luca Maestri)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707 「土城媽祖田:情與義」研討會論文集. 2018 熊品華主編 平裝 1

9789869747714 土城媽祖田移花接木真相 熊品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0100 藝展風華 土城藝文: 新北市土城藝術文化促進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2019廖春美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206 墨蘊其華: 何正一書法作品集 何正一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703 新北市廣福書畫推廣協會聯展作品集 林麗秋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217 樹林秋韻 藝之美 新北市樹林美術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611 樂教學 剪豬趣 吳望如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82352 凝視死亡的公開課 Michael R. Leming, George E. Dickinson著; 龐洋, 周豔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108 靈魂相遇: 活靈活現之前世今生. 第二部 向立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735 只要戴著就能消除肩頸僵硬: 消除疲勞的神奇護腕竹井仁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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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6937 圖說簡明指壓.刮痧與拔罐在生活上的應用 潘隆森編著 增修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生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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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廣福書畫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樹林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土城藝術文化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淨心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99

媽祖田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008 日語教育與觀光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08年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7744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9第十二屆 李金柱, 李陳諒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787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regional cities, small towns, and rural placeseditor William A. Dando, Caroline Z. Dando, Jonathan J. Lu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366 小婦人(時尚夜光版) 露意莎.梅.艾考特(Louisa May Alcott)著; 張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9233 傑琪的小小故事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9240 最愛說故事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9257 大家來玩遊戲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893 海陸客語元曲三百首 賴興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9893 海陸客語元曲三百首 賴興源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1800 摧破五蘊: 關於如何摧破五蘊之講經開示 殷若諦帕著; 迦柔圖英譯; 李郁雅中譯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8238 北極熊的某一天 高惠珍文.圖;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8245 你們笑吧,我有我成長的步伐 梁承淑文; 李知妍圖;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8252 尋找漿果的過程…… 李芝殷文.圖;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3180 成人漫畫繪師: 美少女魅惑畫法 うめ丸, ぶんぼん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10 雖然又歪了!沒關係動物寶寶圖鑑 今泉忠明監修; 蔣詩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27 笨拙烘焙 白崎裕子著; 張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34 RESSOURCES菓子工坊 美味甜點配方 新田あゆ子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41 超圖解!土壤與肥料: 蔬菜豐收的黃金搭擋 加藤哲郎監修;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58 帕芙洛娃: 讓人著迷的蛋白霜甜點 太田佐知香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65 茶香咖啡香輕甜點: 吉川文子無奶油堅持 吉川文子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72 長得好!採得多!蔬果整枝超圖解 「やさい畑」菜園クラブ編著; 王幼正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過坑內觀禪修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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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光神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系



9789864013289 「睡眠負債」速償法 白川修一郎作;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296 倫敦散步: 穿梭30本奇幻故事產地 山內史子文;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02 中島志保紅豆餡甜點幸福滋味 中島志保著;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19 SALAD SAND: 挑逗味蕾創新沙拉三明治 庄司泉著; 蘇玫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26 紅酒香檳x麵包: 星級主廚創新科學饗宴 渡邊健善著; 葉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33 樹液太郎的軟萌昆蟲圖鑑 樹液太郎著; 須田研司監修; 蔣詩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40 肉饗宴: 頂級主廚的「火候」掌控與「調味」秘訣柴田書店編著; 李明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3357 24H沖繩漫旅 橫井直子作; 黃美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64 戰國武將職場菁英生存術 スエヒロ著; 月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71 紙張魔術師: 溫馨祝福卡片自己做 鈴木孝美著; 涂雪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88 心跳加速!美女動作情境姿勢集 Sideranch編;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395 不困難!繽紛綻放小擠花 長嶋清美作;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01 穿越東京老時光: 走進懷古雜貨喫茶店 增山香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18 咖啡焙煎字典 月刊カフェレス編集部編著; 蔡佳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3425 對症好見效!穴位按壓自療法 包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32 咻咻咻零浪費會議術 橫田伊佐男著; 童唯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49 歡迎蒞臨古典音樂殿堂 飯尾洋一監修; IKE漫畫; 黃詩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13456 法式曲奇常溫蛋糕: 狂熱烘焙師的美味靈感 柴田書店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63 模特兒培訓師完美儀態攻略 彩希子著; 徐欣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70 想到你能這樣讀好哲學史,我就放心了 小川仁志監修;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87 MOZU超擬真錯覺藝術立體畫法 MOZU作; 徐承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494 奇幻礦物盆景 佐藤佳代子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500 無罪惡感冰品甜點在家就能做! 吉川文子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517 再來一碗!文豪名人的120種速食炒麵寫作法 神田桂一, 菊池良作;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579 唎酒師第一堂課: 日本酒入門 酒GO委員會作;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593 隨興速寫水彩風景畫 佐佐木清著;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09 模王高手 擬態生物圖鑑 模王高手擬態生物圖鑑編輯部著; 蔣詩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16 資深編輯不藏私!剖析暢銷食譜的元素 食譜校閱者之會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23 照片實拍 蔬菜病蟲害對症圖鑑 草間祐輔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30 飛田和緒 蔬食料理實驗室 飛田和緒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61 他不是故意的!亞斯伯格.ADHD.LD教養全書 西脇俊二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78 平底鍋搞定香Q手撕麵包.瑪芬.司康 高山和惠作; 徐承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85 養肉高手多肉趣 長田研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92 養喉嚨 練口腔 寺本浩平, 寺本民生作;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08 田口護分享55例咖啡館創業成功故事 田口護作;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15 人體器官小圖鑑 坂井建雄監修; いとうみつる插畫; 沈俊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22 地球礦物小圖鑑 松原聰監修; いとうみつる插畫; 沈俊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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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3

9789869703178 錦鯉大仙要出道 墨西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03178 錦鯉大仙要出道 墨西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703185 錦鯉大仙要出道 墨西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3

9789869703192 錦鯉大仙要出道 墨西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3

9789869791304 生存進度條 不會下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3

9789869791335 生存進度條 不會下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3

9789869791328 星卡大師 蝶之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21

意念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愛呦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350 最聰明減肥法: 醫師教你輕鬆瘦,不再錯誤減肥!李祥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2541 黑色福音 松本清張作; 卓文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558 驛路 松本清張著; 燕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565 共犯者 松本清張著; 燕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572 春天乘著馬車來 橫光利一著; 王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589 浮世畫家 石黑一雄著; 鄧鴻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596 敗走千里 陳登元作; 陳柏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619 最後的教父 馬里奧.普佐(Mario Puzo)作; 盧相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626 日本之黑霧 松本清張作; 王榆琮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272633 日本之黑霧 松本清張作; 王榆琮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72657 火山下 麥爾坎.勞瑞(Malcolm Lowry)著; 雷素霞, 楊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688 綠廈: 雨林戀歌 W.H.哈德遜作; 陳蒼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695 倒騎驢子智慧多 佚名作; 亨利.D.巴哈姆(Henry D. Barnham)編譯; 陳蒼多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8316 大中華地區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19(中文標準版)張世宗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9021 日本儒學之社會實踐 金培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734 曉雲法師教育情懷與志業 陳秀慧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2840 古文範 王基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840 古文範 王基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932 駱鴻凱<>初探 廖蘭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956 兒童文學與書目. 二 林文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2963 <>地名字構形用例研究 余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038 遺忘與記憶: 丁平及其時代訪談集 馬輝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090 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林慶彰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張曉生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106 <>兩種譯本比對暨研究(全彩版) 果濱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113 <>釋迦佛五百大願解析(全彩版) 果濱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137 <>與佛經論典之研究(全彩版) 果濱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205 竹塹風華再現: 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史書美等著; 陳惠齡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3100 靈魂侵蝕. Vol.1, Sanctify 生鐵落漫畫; Fox編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925 蕅益智旭: 地藏之孤臣 釋空行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32 元曉大師: 海東菩薩 郭磊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49 空海大師: 即身成佛 釋宏濤編撰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楓林館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雷舍商務鑑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雨



9789869802956 人生因利他而豐富 : 一位外科醫師的行醫路 張耀仁主述 ; 稅素芃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787 不能讓你買,只好讓你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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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16414 王媽媽的狀元夢: 冬至湯圓的由來 陳玫秀, Robert E. Johanson作; 吳楚璿繪 精裝 1

9789574516421 大魔王與無敵神劍: 重陽節的故事 詹夢莉, Robert E. Johanson作; Gary Bayliss繪 精裝 1

9789574516438 幸福的答案: 白蛇傳: 端午節的故事 陳玫秀, Robert E. Johanson作; 貓頭鷹繪 精裝 1

9789574516445 乞丐貓找食物: 八寶粥的故事 陳玫秀,王雪芬作; 貓頭鷹繪; 周若漢譯 精裝 1

9789574516452 帥哥吳剛: 吳剛伐桂的故事 陳玫秀作; 吳楚璿繪; 周若漢譯 精裝 1

9789574516469 怪獸阿年: 中國春節的故事 詹夢莉, Robert E. Johanson作; 吳楚璿繪 精裝 1

9789574516476 粽子歷險記: 端午節的故事 詹夢莉, Robert E. Johanson作; Mr. O繪 精裝 1

9789574516483 認真說謝謝: 清明節的故事 陳玫秀, Robert E. Johanson作; 吳楚璿繪 精裝 1

9789574516490 還給我, 這是我的!中秋節的故事 陳玫秀, Robert E. Johanson作; 貓頭鷹繪 精裝 1

9789574516506 喜鵲的會議: 七夕的故事 陳玫秀, Robert E. Johanson作; Gary Robert Bayliss繪 精裝 1

9789574516513 發光的巨龍: 元宵節的故事 陳玫秀, Robert E. Johanson作; Gary Robert Bayliss繪 精裝 1

9789574516520 媽媽的黃色手冊 梁惠媛作; 金俊英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537 魔法花戒指的祕密. 3, 變身為令人怦然心動的私人健身教練與造型師ICONIX作; 張叡瑞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544 魔法花戒指的祕密. 4, 變身為令人怦然心動的廣告企劃ICONIX作; 張叡瑞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551 魔法花戒指的祕密. 5, 變身為令人怦然心動的空服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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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9015 黑耀的葬冥師. 2, 碎黑之棺的罪罰 翼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775 美髮造型實務 宋英姬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02799 美髮. IV 宋英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5210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227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241 老師開講: 刑法 陳介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357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3766 警察法規概要必讀聖經 程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371 警察法規考前劃重點口袋書 程譯監修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395 刑法(概要) 陳介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418 火線 時事X修法X實務 決勝考點三合一 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425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必讀聖經 伊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456 犯罪學(概要) 霍華德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494 老師解題民法(測驗題) 裕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524 捷運法規與常識試題全解 韓新, 鄭鑫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瑞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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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15548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五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555 80/20法則 刑法分.爭一次解決<> 柳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5593 攻略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609 攻略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616 攻略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623 攻略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24版 平裝 1

9789864815647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何春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654 攻略大法官解釋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678 民法(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5685 民法總則(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5692 老師解題 立法程序與技術 林沛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5715 警察法規概要題庫Q&A(含申論&測驗題) 程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722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 郭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739 警察考試法典 保成法學苑編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5753 80/20法則刑事訴訟法: 禁忌的果實 伊谷, 李星編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5760 老師開講 監獄學(概要) 霍華德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777 老師解題 行政法(測驗題) 林葉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5784 行政法(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5791 國考三.四等: 5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5807 矯正暨觀護法典 霍華德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4815814 80/20法則 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解題 蘇試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821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江赫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845 刑法概要題庫Q&A(含申論&測驗題) 柳震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852 老師開講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5869 老師開講 監獄行刑法概要(含羈押法) 霍華德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876 老師解題 監獄學概要(申論&測驗混合題) 霍華德, 張維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883 民法(申論題) 裕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913 警察情境實務考前劃重點口袋書 保成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5920 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名揚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5937 刑法(條文X體系X概念) 保成法學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944 民法(條文X體系X概念)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951 刑事訴訟法(條文X體系X概念)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5968 老師開講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5975 老師解題 刑法概要(申論題) 陳介中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5999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6002 民事訴訟法(含家事事件法)(條文X體系X概念)宋定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019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主題式精選題庫陳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6026 郵政三法大意: 主題式精選題庫 陳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033 老師解題 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040 警察勤務(含相關情境實務)考前劃重點口袋書樵林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057 刑法(體系+測驗題庫)二合一 速讀本+解析本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064 刑法(體系+測驗題庫)二合一 速讀本+解析本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071 民法(申論&測驗) 裕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088 憲法(條文x體系x概念)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095 行政法(條文x體系x概念)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101 刑法分則速成 楊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118 老師開講 行政法. 上 呂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125 老師開講 犯罪學(概要)(含再犯預測) 霍華德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132 老師解題 監獄行刑法概要(測驗題) 霍華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149 80/20法則 刑法試在.必刑<> 柳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6156 行政學重要名詞 程明, 王濬監修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170 老師解題 強制執行法 施行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6187 老師解題 現行考銓制度 郭如意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217 老師解題 民法總則 苗星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6224 老師解題 公務員法 郭如意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248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 艾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262 民法總則&刑法總則(條文×體系×概念) 保成法學苑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279 法律倫理 袁翟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6286 老師解題 犯罪學(概要)(含再犯預測)(申論&測驗題)霍華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293 老師解題 法院組織法 林沛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6309 老師開講 刑事訴訟法 李威臻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316 法學緒論: 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316 法學緒論: 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793 犯罪學(概要)題庫Q&A(申論&測驗題) 霍華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5029 老師解題 民事訴訟法 浩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5340 老師開講 公司法 董謙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5838 80/20法則刑事訴訟法: 淚的果實 伊谷, 李星編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816330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題庫: 主題式精選題庫 李岳洋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5557 心靈改革(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733 眾神與人類的戰爭: 地球編年史. 第三部 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作; 越娟, 宋易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9809 演練式英語教學: 班級經營策略全指引 Alex Rath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703 佛教面相學 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710 Refreshing chan talks author Chang Ly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199 慈航大師紀念集 釋法成彙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916 星謎檔案. 3, 宇宙封城 艾米.考夫曼(Amie Kaufman), 杰.克里斯朵(Jay Kristoff)著; 翁雅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336961 源氏物語 大和和紀著; 劉蕙菁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1336992 蔡桑說怪: 日本神話與靈界怪談,有時還有臺灣蔡亦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005 從宜蘭海港孩子到英國企業楷模: 貨車女孩蔡惠玉的精采人生蔡惠玉, 楊佳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005 從宜蘭海港孩子到英國企業楷模: 貨車女孩蔡惠玉的精采人生蔡惠玉, 楊佳恬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1337012 我喜歡你,像風走了八千里 莫那大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音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航大師開山彌勒內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思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79

送存冊數共計：80

圓音有聲



9789861337029 愛呆西非連加恩 連加恩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1335742 請照顧我媽媽 申京淑著; 薛舟, 徐麗紅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1337036 魚夫人間味: 邊吃邊說四十年 魚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043 二十一 陶晶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464 蠢豬總統 癌末台大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471 近六百年中國城市生活的性別與權力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5003 1分鐘掃描人心!情緒心理學速查詞典 涉谷昌三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10 漫談日本史 本鄉和人作;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27 生活萬物調查局 科學Production COSMOPIA作; 張維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34 雲端上的哲學家 讓-菲利浦.提維, 桀洪.維梅, 安-麗茲.康寶作; 陳蓁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41 低碳飲食大革命: 一場科學錯誤造成的脂肪恐懼與肥胖流行病安德里亞斯.伊恩費爾特作; 羅亞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58 艷遊日本. 7: 廣島 宮島打卡通 昭文社編集作; 張翡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72 怦然心動漫畫入門技法泳裝美少女 噠噠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89 戰車情景模型製作教範. 3, 人形.最後加工篇 吉岡和哉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096 新手種菜100招!自己種出70種家常菜 新井敏夫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19 藝用人體解剖地圖 史帝芬.羅傑斯.佩克作; 杜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26 美人繪: 色鉛筆人物畫入門 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33 艷遊日本. 8: 鎌倉 江之島、逗子、葉山打卡通昭文社編集作;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40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工作用統計學 本丸諒作;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57 高難度溝通 傑森.傑伊, 加布列.葛蘭特作; 陳琇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64 性感女孩のSEXY POSE集 KENTOO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71 這些事啊,沒什麼 枡野俊明作;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88 人體百科著色學習書 DK出版社作; 郭品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195 艷遊日本. 9: 福岡 糸島 打卡通 昭文社編集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01 動物素描特訓班 岡本泰子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01 動物素描特訓班 岡本泰子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18 美人繪: 鉛筆人物畫入門 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25 文房具解剖圖鑑 Yoshimura Mary, Toyooka Akihiko作; 嚴可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32 3小時「男女心理學」速成班! 內藤誼人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49 軍事模型人形製作指南 大日本繪畫社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56 覺醒練習 紀亞德.瑪斯里作; 賴柏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263 12色 色彩心理自療法 吉原峰子作;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355 圖解日本酒入門 山本洋子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791 進階測量平差法 尤瑞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845 人類x未來: 邁向永續發展17個重要課題 何昕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883 現代企業會計. II 陳碧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890 市場調查: 概念、方法與實務應用 呂長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906 彈性力學 譚建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920 初等微積分 廖秋雄, 洪國智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937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陳景祥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高地



9789863630951 微積分 蔣俊岳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30968 工程數學(精簡版) 邱煥釗, 廖能通, 邱俊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975 古典.今用 王淑蕙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7773 浯江月華 吳鼎仁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20187 Autodesk AutoCAD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含AutoCAD 2016-2018認證模擬與解題)邱聰倚, 姚家琦, 黃婷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0378 Photoshop X Illustrator就是i設計 蔡雅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1436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檢定完全掌握蕭中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917 打造股市小秘書: 聊天機器人x網路爬蟲xNoSQLxPython整合應用實務楊超霆, 林建興, 鍾皓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924 深度學習 Ian Goodfellow著; 陳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1962 只要30天,圖解生活日語自學王! 金仁淑, 高橋美香原著; 張珮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266 Photoshop & Illustrator設計超入門(CC/CS6適用)Pixel House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327 一次學會Revit 2020: Architecture、MEP、Structure倪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426 第一次學Android就上手: 從新手入門到專題製作鄭一鴻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2433 輕鬆學習R語言: 從基礎到應用,掌握資料科學的關鍵能力郭耀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2471 活用TensorFlow處理自然語言: 善用Python深度學習函式庫,教機器學會自然語言Thushan Ganegedara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488 用對鏡頭x正確用光x拍好人像的9堂攝影必修課Sean T. McHugh原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525 進階遊戲設計: 系統性的遊戲設計方法 Michael Sellers著; 孫豪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570 Python+TensorFlow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 柯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587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 孫宏明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22600 計概超人60天特攻本 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022617 深度學習: 生命科學應用 Bharath Ramsundar等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631 AKILA魔法教室: Word 2016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648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特訓教材 李慶章, 蕭俊彥, 朱彥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2655 LINE官方帳號2.0: 邁向百萬星級店家 張滄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662 LINE Bot與人工智慧辨識開發實戰: 使用C#與Azure Cognitive Services董大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2679 AKILA魔法教室: PowerPoint 2016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686 JAVA 12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693 用Scratch玩micro:bit體驗STEAM創意程式設計王麗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709 Python機器學習錦囊妙計 Chris Albon著; 陳健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716 猛虎再臨!MTA Java國際專業認證(Microsoft Exam:98-988)段維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723 Perl學習手冊 Randal L. Schwartz, brian d foy, Tom Phoenixn著; 蔣大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2730 SQL達人的工作現場攻略筆記 ミック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747 秒懂PPT魅力簡報製作技巧 速効!ポケットマニュアル編集部原著; 吳嘉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761 Java RWD Web企業網站開發指南: 使用Spring MVC與Bootstrap曾瑞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2808 跟我學Windows 10輕鬆學習x快速上手 志凌資訊, 郭姮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2815 實戰封包分析: 使用Wireshark(支援IPv6與Wifi)Chris Sanders著; 林班侯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22846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2019 王惠玲, 許文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853 跟我學Excel 2019從新手到精通快速提升工作效率劉緻儀, 江高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860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Illustrator CC胡凱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2877 影像處理特訓教材Photoshop CC 吳玄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884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22891 Office 2019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907 OpenCV 4專案實務 David Millán Escrivá等原著; 莊弘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914 Programming Pearls Jon Bentley著; 黃銘偉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鼎軒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碁峰資訊



9789865022938 iOS 13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5.1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983 日檢N3全攻略 李致雨, 北嶋千鶴子原著; Alice I. H. Chen, 廖茈箴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2990 Spark技術手冊 Matei Zaharia, Bill Chambers原著; 許致軒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003 Think Julia: 如何像電腦科學家一樣思考 Ben Lauwens, Allen B. Downey著; 楊新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010 Excel 2019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楊世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027 實戰Web:Bit: 創客體驗x運算思維x物聯網實作黃文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034 有腦設計: 運用腦科學打造好產品 John Whalen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041 跟我學Excel VBA: 從入門變高手(適用2019/2016/2013)劉緻儀, 江高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058 Unity 3D遊戲設計實戰 邱勇標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3065 優化SQL: 語法與資料庫的最佳化應用 羅炳森, 黃超, 鐘僥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072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23102 Sorssora的神奇色鉛筆速繪本 Sorssora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119 我的水彩記事: 隨手畫出清新小時光 麥刻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126 TQC+AutoCAD 2020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133 圖畫捉迷藏 NEXSWORK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1744 五專數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數學組等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775 國際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呂錦山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731782 基礎數學 徐世敏, 劉珈銘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809719 勞資關係: 觀念與法令的實務探討 黃坤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09733 工程數學 許守平, 余光正, 趙有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809740 大學基礎數學 施耀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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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5300 在地壯遊: 新莊泰山的常民記憶 新莊社大工作團隊等作; 曾美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092 東南亞的智慧 陳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08 叔本華格言集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15 巴比倫的智慧 陳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22 紀伯倫代表作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39 愛因斯坦格言集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46 印加的智慧 沈小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53 托爾斯泰格言集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60 太平洋島嶼的智慧 曹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777 吉普賽的智慧 黎瑞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3515 赫塞格言集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瑞華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莊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滄海圖書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教育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42504 5度角英語課課練(何嘉仁He版第一冊) 林漢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142511 5度角英語課課練(何嘉仁He版). 3 林漢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42511 5度角英語課課練(何嘉仁He版). 3 林漢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411 堅定的王者: 從0到千萬美金俱樂部 張定雄, 王芸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129 金色風華: 新象40特展 莊雅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96205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Kenneth C. Laudon, Jane P. Laudon原著; 董和昇譯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7696267 電路學 James W. Nilsson, Susan A. Riedel原著; 朱堃誠, 李大輝, 王信雄譯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7696274 數位邏輯設計 M. Morris Mano, Michael D. Ciletti著; 江昭皚, 江秉軒譯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55758 Pro/Engineer產品案例解析應用實務 梁景華作 其他 1

9789578755765 Creo Parametric電腦輔助應用實務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578755895 MasterCAM 2019實戰演練 周曉龍作 平裝 1

9789578755901 超競爭時代企業策略佈局 林隆儀作 平裝 1

9789578755918 課堂沒教的行銷大智慧 林隆儀作 平裝 1

9789578755932 簡易Illustrator入門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8755949 Creo Parametric 4.0電腦輔助設計. 進階應用篇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956 PhotoShop CC影像視覺設計寶典 趙雅芝作 其他 1

9789578755987 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CC視覺設計寶典趙雅芝作 其他 1

9789578755994 CorelDraw向量視覺設計寶典 趙雅芝作 平裝 1

9789576153440 Vegas Pro數位視訊剪輯設計寶典 王國衛作 其他 1

9789576153457 簡易電腦快速入門 林佳生, 陳榮展作 平裝 1

9789576153471 專利實務與制度: 產業之創新與發明 魏廣炯作 平裝 1

9789576153488 精通SolidWorks 2019.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3495 精通SolidWorks 2019. 進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3501 簡易PhotoShop入門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6153518 簡易Dreamweaver入門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6153525 Adobe Animate CC製作HTML5動畫與互動效果蔡國強作 平裝 1

9789576153532 Project 2019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576153549 Android App程式設計寶典 孫惠民作 其他 1

9789576153556 UniGraphics NX製圖設計寶典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576153563 SolidWorks製圖設計寶典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3570 Pro/ENGINEER Wildfire範例設計寶典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576153587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寶典 黃瑞祥, 松橋3小組工作室作 其他 1

9789576153594 簡易PhotoImpact入門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6153600 以PMP觀點: 專案經理工具箱 李育文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3617 精彩Adobe PhotoShop CC製作影像視覺創意 趙雅芝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象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傳智國際文化



9789576153624 ASP.NET網站開發設計寶典: 使用C# 蔡國強作 平裝 1

9789576153631 Java網路程式設計寶典 賈蓉生, 吳宗靜, 施嘉佶作 其他 1

9789576153648 Access 2013與EXCEL 2013商業智慧分析系統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576153655 ACCESS客戶資料庫 快速上手 林佳生作 其他 1

9789576153662 舞動Excel公式與函數 黃景增作 其他 1

9789576153686 SolidWorks製圖進階設計寶典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3693 Alias Studio工業設計寶典 elearningDJ作 其他 1

9789576153709 Inventor 3D電腦輔助設計寶典 蔡國強作 其他 1

9789576153716 Dreamweaver for PHP資料庫設計寶典 蔡國強作 平裝 1

9789576153723 Scratch遊戲程式設計寶典 林俊傑作 平裝 1

9789576153730 Excel客戶試算表 快速上手 林佳生作 其他 1

9789576153747 SolidWorks 2018實戰演練. 基礎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3754 精彩Adobe Illustrator CC製作向量視覺創意 趙雅芝作 平裝 1

9789576153761 精彩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InDesign CS6平面設計三元素陳珊珊作 三版 其他 1

9789576153785 魔鬼手記 陳智凱, 邱詠婷作 精裝 1

9789576153792 Google幫幫忙設計寶典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576153808 Office辦公自動化設計寶典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576153815 UniGraphics NX製圖進階設計寶典 葉建勳作 平裝 1

9789576153839 Access客戶資料設計寶典 蘇文德, 陳穎涵作 平裝 1

9789576153846 InfoPath電子表單設計寶典 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576153853 出來騎,總是要環的!分段環島春夏攻略 丹尼爾作 平裝 1

9789576153860 出來騎,總是要環的!分段環島秋冬攻略 丹尼爾作 平裝 1

9789576153877 資訊科技與教學應用: 議題、理論與實務 吳明隆, 林振欽作 其他 1

9789576153884 AutoCAD 3D電腦製圖 設計寶典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576153891 Windows電腦入門 快速上手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576153907 ActionScript動畫程式 設計寶典 蔡國強作 其他 1

9789576153914 MetaTrader進階程式設計寶典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平裝 1

9789576153921 3ds Max建模、材質、燈光、動畫製作設計寶典詹正雄作 平裝 1

9789576153938 Excel資料處理與分析設計寶典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576153945 MAYA動畫材質設計寶典 馬奇克數位工作室作 其他 1

9789576153952 Inventor立體製圖設計寶典 廖廷睿作 其他 1

9789576153969 ASP.NET網站開發設計寶典: 使用Visual Basic蔡國強作 其他 1

9789576153976 AutoCAD 2020實戰演練: 機械設計 陳世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388 證券與稅務法令手冊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4013 謎情柯洛斯: 坦誠 希維雅.黛(Sylvia Day)著; 羅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267 深夜閒話 安倍夜郎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274 苦雨之地 吳明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281 雲邊有個小賣部 張嘉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9298 閑話閑說 阿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03 遍地風流 阿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10 牛蛙 胡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27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749534 山之生 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著; 管嘯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41 分手去旅行 安德魯.西恩.格利爾(Andrew Sean Greer)著; 宋瑛堂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0

資誠企管顧問



9789869749558 人魚紀 李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65 停車暫借問: 趙寧靜傳奇 鍾曉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72 擁有搖擺樂風的畫家: 桑貝 桑貝(Jean-Jacques Sempé)作; 尉遲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89 夜短夢長 毛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9596 刺青師的美麗人生 海瑟.莫里斯(Heather Morris)著; 呂嘉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1508 城邦暴力團 張大春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01515 城邦暴力團 張大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01522 常識與通識 阿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1539 川本三郎的日本小鎮紀行: 日本國民電影「男人真命苦」之旅川本三郎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1546 四萬十食堂 安倍夜郎, 左古文男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1553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801560 2069 高翊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1577 那個男人 平野啓一郎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718 玩真的創業特訓班: 創投教你如何打贏創業攻防戰洪尚希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4812 為愛重生: 找尋希望的翅膀 蘇在沅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829 人的教育: 教育、教學和教導的技藝 福祿貝爾(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del)著; 李中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881 繪卷水滸傳. 第一卷, 伏魔降臨 正子公也, 森下翠作; 林徵覬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74898 繪卷水滸傳. 第一卷, 伏魔降臨 正子公也, 森下翠作; 林徵覬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50912 法律人4.0 廖義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936 中華帝國: 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 蔡東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950 收藏西方古典大師的寶藏: 一窺藝術市場交易祕辛的最佳指南李佳樺, Marcantonio Savel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974 如何以言語行事 約翰.奧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著; 張雅婷, 邱振訓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1881 向陽 齊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1898 雙醉緣 狼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0803 異域戀 沛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0810 伏妖記之旭日暖暖 綠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0827 大君壓境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80834 大君壓境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80841 雙嫁緣 狼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830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847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854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878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892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977 聖經論 柯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991 神的智慧指引你一切需要 傑克.康特曼(Jack Countryman)編著; 沈紡緞, 劉睦雄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零極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955 我愛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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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25643 如何勝過懷疑 陳春雄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765 千字文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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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24635 埃及男女: 政治不正確的中東觀察 李雅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659 任重而道遠: 民初巨擘胡漢民傳 胡漢民, 汪希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680 蘭花花精療癒全書 唐丹尼斯(Don Dennis)原著; 張之芃編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03 秦德純和他的回憶錄 秦德純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10 齊白石的一生 張次溪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27 軍人外交家蔣作賓回憶錄 蔣作賓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34 追尋文思匯流之所: <>憶舊 萬象雜誌社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41 外交工作的回憶: 金問泗的駐外生涯回首 金問泗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58 九死一生. 上卷, 赤地天網 陳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65 九死一生. 下卷, 風雪夜歸 陳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72 廣東現代化的傳奇推手: 南天王陳濟棠自傳 陳濟棠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789 情義與隙末: 重看晚清人物 蔡登山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7433 茶花女 小仲馬著; 張瑜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7464 包法利夫人 福樓拜著; 羅國林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7488 處世第一奇書菜根譚 洪應明原著; 李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495 地心探險記 儒勒.凡爾納著; 楊玉娘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7501 只為成功找出口,不為失敗找藉口 林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240 抉擇之路(簡體字版) 謝豐慶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6257 抉擇之路(簡體字版) 謝豐慶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76264 信仰造就手冊(簡體字版) 謝豐慶著 平裝 1

9789869776271 同工造就手冊(簡體字版) 謝豐慶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6288 基督徒的生活(簡體字版) 謝豐慶著 平裝 1

9789869776295 實習小組長手冊(簡體字版) 謝豐慶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愛鄰舍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彰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楊塵文創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928 聰明人都實踐的輸出力法則: 用1% 投入做到99.9%產出,徹底翻轉工作與人生金川顯教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4935 守好你的心理界限,療癒你的內在小孩: 善良的人,不一定要這麼辛苦!教你懂得保護自我,親近他人,擁有生活「自我決定權」的訓練文佑翰著; 陳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4942 從土裡栽種品牌: 用設計師思維種出萬人排隊番茄的品牌故事元繩現著;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4959 5G來了!: 生活變革、創業紅利、產業數位轉型,搶占全球2510億美元商機,人人皆可得利的未來,你準備好了嗎?龜井卓也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105 動物人生 李仕勤作.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8808 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 溫台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49115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578749108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578749269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11 1

9789578749283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578749436 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庫奇奇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749443 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庫奇奇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749597 第三枝玫瑰 Twenti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49603 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庫奇奇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749610 鏡中妖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8749634 鏡中妖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8749627 鏡中妖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8749658 助理建築師 羲和清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749665 助理建築師 羲和清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749672 助理建築師 羲和清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749689 助理建築師 羲和清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749702 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庫奇奇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749719 司茶皇后 意千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749726 司茶皇后 意千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749733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15 1

9789578749740 龍圖案卷集. 卷十六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749757 龍圖案卷集. 卷十六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749764 我開動物園那些年 拉棉花糖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749771 我開動物園那些年 拉棉花糖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749788 我開動物園那些年 拉棉花糖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749795 我開動物園那些年 拉棉花糖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749801 我開動物園那些年 拉棉花糖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749818 我開動物園那些年 拉棉花糖的兔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448 政治的消融與萌生: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黃應貴, 林開世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7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勤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學文化

新樂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2807 腎虛要養腎 強腎消百病 沈志順著 平裝 1

9789865962814 激瘦瑜伽燃脂瘦全身 曲影著 平裝 1

9789865962821 孩子的成功來自媽媽的改變 盧勤著 平裝 1

9789865962838 塑身瑜伽小蠻腰川字肌 曲影著 平裝 1

9789865962845 脊療治痠痛效果特別好 高海波著 平裝 1

9789865962852 200種親子互動遊戲 柳澤弘樹著 平裝 1

9789865962869 有效降血糖家常菜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62876 降血糖超有效食物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5962883 這樣吃有效降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孫樹俠, 于雅婷主編 平裝 1

9789865962890 客家私房料理 宋瓊宏, 劉政良, 王子杰著 平裝 1

9789865962906 膽固醇醫生教你這樣吃 何一成著 平裝 1

9789865962913 十二時辰養生食療 王彤, 源樺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5962920 媽媽教你人氣蔬食涼拌菜 張志賢, 李志鴻, 李哲松著 平裝 1

9789865962937 糖尿病自療法 劉令儀著 平裝 1

9789865962944 自己種菜真好玩 趙筱蓓作 平裝 1

9789865962951 營養師特調 燃脂蔬果汁 林郁茹作 平裝 1

9789865962968 享瘦輕飲食 2週瘦身3公斤 李婉萍作 平裝 1

9789865962975 每週兩天輕斷食 打造易瘦體質 歐陽鍾美作 平裝 1

9789865962982 常見病對症食療方 陳峙嘉作 平裝 1

9789865962999 拉筋拍痧自療法 吳世楠著 平裝 1

9789869800808 家常菜吃出健康來 陳乃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9695 臺灣證券交易法 戴銘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9824 商業會計法 戴銘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9855 實務必考熱區 刑事訴訟法 孫宥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9879 國考大解密民法總則 克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9893 民法物權 鄭冠宇著 九版 精裝 1

9789862959909 死刑制度的憲法之問 黃曉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916 民事訴訟法註釋書 姜世明, 劉明生編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59923 政府採購履約爭議實務判決評析 潘秀菊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930 醫師民事責任之實體與程序法上問題之研究: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六卷姜世明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947 民法債編總論 鄭冠宇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59954 政治學題型破解 阿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961 考前特蒐. 2019 梁山伯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985 訓詁學之旅 竺家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992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四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001 刑法總則 王皇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5407018 刑法判解評析 蔡聖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018 刑法判解評析 蔡聖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025 解構公司法: 比較與功能取徑 Reinier Kraakman等合著; 林建中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407032 保險法題型破解 海青, 溫拿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407049 文章必考焦點: 商事法 公羽, 溫拿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407056 圖解知識六法: 刑法. 分則編 曾淑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7063 一本搞定政治學 芊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070 閱讀.樂讀 周志川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源樺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新學林



9789865407087 除草劑概論 王慶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094 刑法分則. 上, 財產法益篇 許澤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100 語法動起來 戴金惠, 姚瑜雯, 于麗萍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117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407124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9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407131 刑法分則. 下, 人格與公共法益篇 許澤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148 圖解知識六法: 政府採購法 蕭華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407155 文韻亞東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162 大學國文選: 在地關懷之跨域閱讀與書寫 李皇穎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179 律師攻略: 從實習到受僱的生存法則 卓心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186 釋字最前線: 最新必考釋字掃描. 2019 弋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193 東吳大學國文選: 教育部中文閱讀書寫課程計畫讀本林宜陵, 叢培凱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5407209 辦公室漢語(簡體字版) 張箴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216 活用中文: 高級職業學校建教僑生專班華語教材(越南文版)劉秀芝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223 華語文教學導論 余浩彰等合著; 賴明德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230 證券交易法體系書 一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247 民法總則 鄭冠宇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5407254 行政法講義 林明鏘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5407261 集體勞動法 焦興鎧等作;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278 民事訴訟法 陳啟垂作 二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01286 日本靈異新發現!現代妖怪圖鑑 朝里樹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293 機動戰士終級檔案V鋼彈 GA Graphic作; 蔡世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09 經營戰略全史. 確立篇 三谷宏治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16 維京戰士傳奇 安古斯.堪斯坦作; 詹君朴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23 婚禮攝影究極指南: 攝影＆光線掌握實踐講座安澤剛直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30 機動戰士終極檔案MSN-06S新安州 GA Graphic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47 航海、財富與帝國 波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54 令人怦然心動の妖怪圖鑑 門賀美央子, アマヤギ堂作; 林香吟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61 達文西的解剖學筆記 馬汀.克雷頓, 隆.斐洛作; 張穎綺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78 重返羅馬競技場 尼哲.羅傑斯作;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85 機動戰士終極檔案RX-0獨角獸鋼彈 GA Graphic作; Fortress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392 經營戰略全史. 革新篇 三谷宏治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408 先齊家,再治國: 曾國藩的理家術 張宏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5902 刑法總則 楊益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411 慈悲的心路: 莫拉克風災/五合一賑災 張晶玫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209 行願半世紀 Pan Xuan[作] 精裝 1

9789869818216 慈濟的故事: 「信 願 行」的實踐. 參, 心蓮 邱淑絹, 王慧萍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22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九年. 秋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230 付出的影響力: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 慈濟大學師生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8247 兒童靜思語(葡英中對照) 釋證嚴著; 陳素羚, 石欣芳, 翁崇富英文翻譯; Abraào Limbau葡萄牙文翻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3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瑞興圖書



9789869818254 慈悲的心路: 莫拉克風災/安居啟希望 張晶玫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261 青銀之間: 慈懿代間教育的故事 謝麗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471 ESG 12堂趨勢課: 用最簡單的方式,找到永續的投資價值元大投信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488 家和萬事興: 禎祥走過一甲子 高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2610 噓! 莫嘉.德卡迪耶(Morgane de CADIER)文; 弗羅希安.皮傑(Florian PIGÉ)圖; 葉俊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214 基督教信仰根基 哈隆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34 那些年.這樣過 金克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41 簡明聖經: 以賽亞書 凸桑中文聖經協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58 同信、同心、同行 邱仁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65 真理教室: 羅馬書 文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89 盡心竭力: 屬神的男人與敬虔母親 提姆.查理斯(Tim Challies)著; 顧美芬, 林韡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696 天路歷程 本仁約翰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737 一念花開: 郭寶瑛作品集 郭寶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751 莫忘那些年那些事 慈濟月刊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26768 心清如水: 阮清水戀戀果凍花 阮清水主述; 吳惠晶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782 回家 凃心怡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26799 覺無常: 九二一地震二十周年慈濟志工口述歷史蕭惠特等口述; 張麗雲等口述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049 慈悲的孔雀 謝麗華文字; 陳皆蓉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714 日本權威性愛女醫師の姊姊妹妹身體使用手冊: 你所知道的女性健康常識,90%都是錯的!宋美玄著; Ayumi Hsu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9745 只用基本款,穿出個人風: 日本頂尖造型師教妳「一件多搭」的365天穿搭Look全書玄長NAOK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646 體脂肪狂降12%的555減脂瘦身餐 金志英著 平裝 1

9789869648653 熱血露營家的不敗野炊: 專家教你15分鐘成功上菜絕招！123道從早午餐到下酒菜都豐盛的戶外料理！尹銀淑作; Joung譯 平裝 1

9789869648660 剷肉10公斤！減脂瘦身湯: 權威營養師宋明樺的60道減醣低卡包瘦湯,一天喝一次,8週甩肉不復胖！宋明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677 腸道不健康,便便先知道: 日本超暢銷糞便科學圖文書,1分鐘「讀屎」揪出隱藏病症！大田和史繪著; 胡汶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684 4週大腿-5cm!輕鬆穿上緊身褲: 4招矯正關節x4階段瘦腿伸展,名模都在練的「細直腿」祕笈森拓郎作; 朱鈺盈, 程心瑩譯 平裝 1

9789869465564 只要5秒!下半身の激瘦鍛鍊: 熱銷4000萬套的Wii Fit監修師親研,25個高效肌力訓練,2週尺寸小一號!松井薰著; 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002 May力體態!增肌減脂全攻略: 健身一碗料理╳燃脂徒手運動劉雨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38130 超入門泰語字母教室 李汝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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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經濟日報



9789579138239 我的第二堂西語課 游皓雲, 洛飛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284 土耳其語A2-B1: 專為華人編寫之初級教材 馬仕強(Özcan Yilmaw), 紀耀凱, 曾蘭雅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07 自然、生態批評による日本文学の論究: ポスト3.11のグロ一バル社会に向けて曾秋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14 異文化理解における言葉の重み: 芥川文学と中国語との接点彭春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21 一本到位!新日檢N3滿分單字書 麥美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38 我的第一堂俄語課 吳佳靜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45 史上最強大好記實用日語 陳怡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52 運用心智圖,72小時5000單 林尚德, Samuel A. Denny, Jr.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69 范姊姊說故事: 我最喜歡表演 范瑞君著; 曾雅芬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38376 高效拆解!新制多益TOEIC TEST990滿分攻略濱崎潤之輔著; 葉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83 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における日本語テクストのパロール的様相落合由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390 新韓檢中高級TOPIK II 4週完全征服：聽力.寫作.閱讀高效拆解！玄柄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406 一考就上!新日檢N3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413 我的第一堂德語課 徐麗姍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579138437 范姊姊說故事: 媽咪和我一起學 范瑞君文; 曾雅芬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38444 愛上越南語 丁氏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451 英語領隊導遊考試總整理 陳若慈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468 必考!新日檢N5全科擬真試題+完全解析 本間岐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475 我的第一堂西語課 游皓雲, 洛飛南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482 領隊導遊考試全科總整理. 2020年版: 法規必考題庫945題+觀光常識一問一答2000問林士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38499 新日檢N4言語知識全攻略(文字.語彙.文法) 張暖彗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38505 50音帶著背!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38512 新日檢N1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138529 范姊姊說故事: 我不要上學 范瑞君文; 曾雅芬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38536 你好!荳荳: 手繪風人物、生活素材集 AliceCoCo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38550 大家的越南話. 初級1(QR Code版) 阮蓮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38567 愛上西班牙語 馬里奧(Mario Santander Olivá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581 我的第一堂緬甸語課 葉碧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602 區塊鏈會計 陳志誠, 陳兆伸, 田種楠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146 營建管理<> 劉冠廷, 劉鳴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053 癌症好朋友 author Pam Pam Liu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363 東西文明會通之哲學要點: 自然數及其意義之延伸史作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370 台灣閩南語塞音韻尾語音變異: 跨方言與跨語言比較朱曼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387 剛恆毅樞機思想探秘 孫崢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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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鼎鑫策略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792 山之聲: 輔大山社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簡仰岑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417 平安心輔: 大學導師班級經營實務 林暉芸等採訪撰稿; 王英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189 文質彬彬: 主要著作. 2012-2018 黃盈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029 弘文學報. 第四期 張愛敏等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5991 視多重障礙學生的觸覺策略: 促進溝通及學習技巧Deborah Chen, June E. Downing[作]; 蕭斐文譯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932 藝起去野餐: 華盛頓小學畢業美展畫冊. 2019陳淑雲, 葉乃瑋編輯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567 勸發菩提心文講義 (清)省庵大師撰; 諦閑法師述; 范古農錄 精裝 1

9789869732574 儒學簡說 徐醒民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616 班級讀書會精選輯. 2018 [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各班班級讀書會小組成員著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4656 古早ㄟ頂寮: 海之俗諺 白天賜, 林錫植, 鐘金水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808 新編大埔音.東勢客: 新編漢文母語教材. 第一輯徐登志輯註; 劉玉蕉整理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寮下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明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華盛頓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弘文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惠明盲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學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輔大登山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940 貝貝愛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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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73957 貝貝去海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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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0495 原牧: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11期 詹嫦慧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3325 彰化風情: 萬象攝影社影展作品集. 第卅五屆郭加圖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307 綴玉: 文開詩社作品集 陳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787307 綴玉: 文開詩社作品集 陳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8909 薛家古厝尋寶趣 彰化縣田尾鄉北鎮社區發展協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7918 人文.地景.影像紀錄影集 林金泉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8094 彰化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暨富偉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集. 2019陳再, 賴錦源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4972 俱舍論疏點亮所知 絨敦獅子吼著; 洛桑滇增堪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4989 修行次第三篇論: <><><> 絨敦獅子吼著; 洛桑滇增堪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706 揭開金瑞生態面紗: 金瑞治水園區生態圖鑑 徐昭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0342 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 第二十七屆: 下一世代之都市交通建設與發展論文集黃台生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八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內湖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寶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文開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化縣北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YMCA萬象攝影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403 我的第一本領導力小書 立人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080 南港山系步道導覽手冊 謝三明, 潘文彬圖/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354 佛說延命地藏菩薩經 釋一吉阿闍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0361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 釋一吉阿闍梨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3531 超級英雄: 臺灣漫畫節紀念專刊. 2019第三屆賴有賢等漫畫家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809 0-7歲副食品一把罩 吳秋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2362 在家吃泰國菜: 70道泰式街頭熱炒 Sangdad Publishing Food Team作; 郭庭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106 在家吃法國菜: 米其林主廚嚴選的法式經典鹹食與甜點Christophe Dovergne, Damien Duquesne作; 晏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137 在家吃遍全球美食 瑪莉詠.吉瑪著; 江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144 親子開放廚房 張文姿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0287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752 大學升了沒 數位邏輯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劉明舜, 旗立理工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1783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滿分總複習 鄭曜鐘, 林金龍, 李文源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1875 資訊科技 施威銘, 傅玨華,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1912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1929 大學升了沒 電子概論與實習攻略本 羅仲修, 黃旺根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917 致親愛的孤獨者 駱以軍文字創作; 鐘冠發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202 吸血鬼: 薇兒丹蒂 綜合口味, Luen_Kulo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綜合口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夢田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漫畫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悉曇吉祥成就會

立人國際中小學



9789869618731 慧心 簡單的說才是真話 鄒慧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081 小王子 安東尼.德.聖修伯里著; 吳淡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807 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吳淡如改寫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10814 阿亮老師趣說中國歷史: 魏晉南北朝~隋唐 莊典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3512 血字的研究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703 四個簽名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833 波宮緋聞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019 斑點帶子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279 銀星名駒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77 最後一案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20 巴家獵犬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29 神探歸來 柯南.道爾原著; 橋奇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74 奇案揭秘: 檔案簿精選 柯南.道爾原著; 橋奇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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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7903 喚醒時間的精靈 梅洛琳作; 蜜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927 擁抱我的不完美 夏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934 不愛吃蔬菜的圓圓 米雪兒作; 蕃茄, 水豚與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941 海蜜蜜公主要搬家 陶綺彤作; Chuie Lin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07958 琪琪貓的奇妙歷險 陶綺彤著; 蔡蕙憶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0456 星雲之影 楊棟樑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4796847 習近平與新中國: 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機會與挑戰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著; 譚天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7783 顧爸媽,這樣做最安心 詹鼎正作; 李翠卿訪談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7806 生時間: 高績效時間管理術 傑克.納普(Jake Knapp), 約翰.澤拉斯基(John Zeratsky)作; 洪世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7837 我的第一本恐龍大驚奇 艾力克斯.弗斯(Alex Frith)文; 法比亞諾.菲奧林(Fabiano Fiorin)圖; 王季蘭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7844 我的第一本交通工具大驚奇 米娜.雷希(Minna Lacey)文; 蓋布瑞爾.安東尼尼(Gabriele Antonini)圖; 王季蘭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7875 聖母峰 桑格瑪.法蘭西絲文; 豐風圖; 鄒嘉容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7899 五味太郎的生活繪本: 怎麼做才對? 五味太郎文.圖; 櫻菜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7967 蛋頭先生不怕了! 丹.桑塔(Dan Santat)文.圖; 柯倩華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001 解密雙螺旋: DNA結構發現者華生的告白 華生(James D. Watson)著; 黃靜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018 理化大揭密 <>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025 生命大解碼 <>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032 科技大未來 <>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049 社會大觀察 <>編輯群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063 榮利的棒呆日記. 1, 換我當主角!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070 好品格童話. 7: 小鱷魚別開門 賴曉珍文; Momo Jeff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087 好品格童話. 8: 大野狼咕嚕咕嚕 賴曉珍文; 蔡豫寧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094 怪奇動物農場 薇若妮卡.寇桑泰利(Veronica Cossanteli)著; 吳健豐插圖; 張琇雲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100 錢煦回憶錄: 學習、奉獻、創造 錢煦著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8117 為什麼台灣經濟由盛到衰?: 70年來經濟自由化發展經驗葉萬安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124 快樂少年: 林良爺爺的智慧存摺 林良文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福地



9789864798131 大海和天空相遇的地方 范揚華, 范揚夏文.圖; 范光棣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148 可以回家了嗎?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155 啊,怪獸! 周思芸文; 劉瑞琪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8162 一顆種子發芽了! 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文.圖; 辛兆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179 樹 沃依切.葛萊果斯基(Wojciech Grajkowski)著; 彼歐茲.索哈(Piotr Socha)繪; 林大利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193 青蛙探長. 1, 青蛙探長和小狗探員 哲也文; 阿尼默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209 青蛙探長. 2, 變身項圈和黃金蛋 哲也文; 阿尼默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216 青蛙探長. 3, 宇宙大王和鼻涕怪獸 哲也文; 阿尼默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223 青蛙探長. 4, 飛行鯨魚和時光機 哲也文; 阿尼默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230 心智鍛鍊: 成功實現目標的20堂課 許皓宜, 周思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247 行動5.0: 創造5G數位紅利 呂學錦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254 我們在德國IB學校學會的事 凱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261 耶誕快樂,工程車! 雪莉.達斯基.林克(Sherri Duskey Rinker)文; AG.福特(AG Ford)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278 班上來了一隻貓 重松清文; 杉田比呂美圖; 周姚萍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292 文明台灣: 六十年的學與思 高希均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308 姑念該生: 新聞記者張作錦的生平回憶記事 張作錦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315 第三口蘑菇 珍妮佛.霍姆(Jennifer L. Holm)著; 鄒嘉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322 財務自由的人生: 跟著首席分析師楊應超學華爾街的投資技巧和工作效率,40歲就過FIRE的優質生活楊應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346 大腦不邏輯: 魔神仔、夢遊殺人、外星人綁架......大腦出了什麼錯?艾利澤.史坦伯格(Eliezer J. Sternberg)著; 陳志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353 零錯誤: 全球頂尖企業都採用的科技策略 邱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360 成功竟然有公式: 大數據科學揭露成功的祕訣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著; 林俊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377 祕密的心情銀行. 2: 小光的親情存摺 藤本美鄉文; 田中六大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384 幫爺爺找一找 布萊恩.克羅寧(Brian Cronin)文.圖; 賴佳筠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391 所羅門王的指環: 與蟲魚鳥獸親密對話 勞倫茲(Konrad Lorenz)著; 游復熙, 季光容譯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98414 因為身體記得: 告別憂鬱症的療癒之路 尤虹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421 我的外科人生: 林哲男醫師回憶錄 林哲男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452 中國與日本: 傅高義的歷史思索 傅高義(Ezra F. Vogel)作; 毛升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6557 我愛藍影子: 桂文亞故事集 桂文亞著; 黃祈嘉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490 荒野機器人大逃亡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文.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513 西莉雅的祕密筆記 凱倫.芬尼佛洛克(Karen Finneyfrock)著; 劉嘉路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544 專案管理革命 安東尼奧.尼托-羅德里格茲(Antonio Nieto-Rodriguez)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551 血淚與榮耀: 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郝柏村口述; 何世同編校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575 修練幸福力: 陪伴與成長的故事 陳麗婷, 林進修, 黃筱珮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838 哈佛教你做出聰明決策 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等作; 林麗冠等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6460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16477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16484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16491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23000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42589 伊斯蘭的悲劇: 從中東歷史和地緣政治解讀中東複合危機山內昌之作; 張雅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051 日本瞥見記: 異文化的觀察與愛戀 小泉八雲著; 王憶雲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082 中國擴張: 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 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作; 林添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167 日本的思想 丸山真男作; 藍弘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204 雜碎: 美國中餐文化史 安德魯.柯伊(Andrew Coe)作; 高紫文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5

<>全球繁體中文版



9789865080242 鼻紙寫樂 一之關圭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259 日本料理的歷史 熊倉功夫著; 何姵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80266 提升職場決斷力的西洋哲學: 從哲學史、名著到專門用語,掌握為工作加分的7大工具小川仁志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280 2小時讀懂明治維新 呂理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80297 日本人的「縮小」意識 李御寧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03 圖解中日西式餐桌禮儀: 從餐具的擺置及使用,到葡萄酒的選擇與品嘗 120張圖片X29大主題詳盡解說 快速掌握各式餐桌禮儀重點市川安夫著; 何姵儀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80310 非正常國家: 透視美國對日本的支配結構 矢部宏治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27 日本千年歷史之謎: 從邪馬台國到象徵天皇制,29個難解謎團探索中公新書編輯部編著; 任鈞華, 龔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34 迅猛的力量: 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凱文.裴萊諾(Kevin Peraino)作; 林添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41 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 從古地圖洞悉台灣地名的前世今生陸傳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80358 漫畫遠野物語: 水木茂的妖怪原鄉紀行 水木茂作; 酒吞童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65 如何成為侍茶師: 跟著池宗憲學餐茶 池宗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72 若冲百年巡禮: 在真實與想像之間,走進江戶天才畫家的奇想世界狩野博幸監修;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89 日本大不同. 決戰東西篇 岡部敬史文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396 日本大不同. 縱橫日本篇 岡部敬史文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02 京都美學考: 從建築探索京都生活細節之美 吉岡幸雄著; 吳昱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80419 洞察人際關係的中國哲學: 從哲學史、名著到專門用語,建立理性思考模式的6大工具小川仁志著;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26 昭和的怪物: 二戰日本的加害者及其罪行 保阪正康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33 尋找湯姆生: 1871臺灣文化遺產大發現 游永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40 豐臣西軍與關原之戰: ：「正義之師」敗北之謎胡煒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57 戊辰戰爭: 還原被隱藏的真相, 鳥羽.伏見之卷洪維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64 戊辰戰爭: 還原被隱藏的真實, 奧羽越列藩同盟之卷洪維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88 第一次看奧運就上手!運動觀賽全攻略: 一冊掌握60種國際賽事規則與看點，輕鬆成為觀賽達人東京書籍書籍編輯部編著; 曾柏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95 光緒十四年(1888)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所見的新北山區: 一段清末開山撫番的歷史追尋許毓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495 光緒十四年(1888)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所見的新北山區: 一段清末開山撫番的歷史追尋許毓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163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1: 擁有好人緣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5187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2: 做個好孩子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5194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3: 健康好生活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3003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4: 學習好心情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3010 一起來讀靜思語!給孩子的生活百句. 5: 養成好品格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3034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100句. 1: 我愛交朋友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3041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100句. 2: 啟發美好德行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3058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100句. 3: 擁有健康生活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3065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100句. 4: 聰明管理情緒 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3072 陪孩子讀的靜思語100句. 5: 學習大智慧 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23916 什麼?!居然有這種動物: 牠們的名字有夠奇怪腓德烈.柯丁(Fredrik Colting), 瑪莉莎.梅迪納(Melissa Medina)文; 瓦拉德.史丹寇維克(Vlad Stankovic)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3977 國寫一點靈: 名師解題x獨家分析107-108學測國寫 並附107六等第實戰試卷陳嘉英等合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3991 童年原來是喜劇 王淑芬著; 蔡元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004 大考國文寶典: 98-108年 學測+指考 最新閱讀理解題庫+解析鄭慧敏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5011 我祝福你!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湯姆.利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圖; 馮季眉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505028 小可愛聖誕工廠: 小心願、大訂單、超級任務王家珍著; 詹迪薾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042 原來生命習題還能這麼解?!: 26種青春必備的哲學思考法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作; 安娜.多爾地(Anna Doherty)繪;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059 超馬童話大冒險. 4, 大家來分享 賴曉珍等著; 陳銘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066 什麼是民主 育苗團隊(Equipo Plantel)文字構思; 瑪爾妲.碧娜(Marta Pina)繪圖; 張淑英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5

好人



9789865505073 關於社會階級 育苗團隊(Equipo Plantel)文字與構思; 尤安.內格雷斯葛羅(Joan Negrescolor)繪圖; 張淑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080 這就是獨裁 育苗團隊(Equipo Plantel)文字與構思; 米格爾.卡薩爾(Mikel Casal)繪圖; 張淑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207 珍珠港: 日本帝國殞落的序幕 半藤一利著;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801 野狗與青空 楊智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40428 當下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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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1417 漆器-髹飾錄六十四過-病徵圖說: 傳統漆器製作狀況圖示王佩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931 水彩的插畫練習帖: 暈染出姿態動人的花卉植物簡文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1013 纏花工藝傳承經典: 陳惠美的春仔花設計課 陳惠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1075 微光粉彩 蘇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1082 舒心流動畫: 零失敗的療癒繪畫 王智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1099 樂活享繪禪繞畫: 只要一支筆,就能快樂繪畫 蕭淑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2619 邊境玫瑰 伊洛娜.安德魯斯(Ilona Andrews)著; 唐亞東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3890 畫師 墨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975 殺禪. 輯二 喬靖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026 水族館女孩. 1, 暴走海豚 木宮条太郎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040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94057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94064 乩身: 飛天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94071 左道書. 壹 戚建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088 寫鬼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095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94354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94101 兔俠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863194323 看不見的圖書館. 3: 燃燒的書頁 珍娜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330 陰山夜遊: 幽聲夜語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4347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94361 夜風畫集: RAINBOW 夜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378 恐怖競賽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雨山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燎原出版



9789863194385 福爾摩斯小姐. 1, 貝克街的淑女偵探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楊佳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392 柏青哥 李珉貞(Min Jin Lee)著; 蘇雅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408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94446 碎星誌. II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94415 左道書 戚建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4422 左道書 戚建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94439 我是妳的地下枕頭 天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453 哈棒傳奇之哈棒不在 九把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828 超可愛摺紙遊戲 いまいみさ著; 楊雯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835 小女孩的摺紙遊戲 COCHAE著; 彭春美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4068 另眼看世界: 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 宋兆霖, 林宜標, 楊培中主編 平裝 1

9789862926918 水滸傳. 1, 拳打鎮關西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332 水滸傳. 2, 大鬧野豬林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349 水滸傳. 3, 血濺山神廟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356 水滸傳. 4, 七星聚義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363 水滸傳. 5, 智取生辰綱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370 水滸傳. 6, 宋江殺惜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387 水滸傳. 7, 武松打虎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394 水滸傳. 8, 鬥殺西門慶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00 水滸傳. 9, 醉打蔣門神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17 水滸傳. 10, 大鬧清風寨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24 水滸傳. 11, 黑旋風李逵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31 水滸傳. 12, 大鬧翠屏山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48 水滸傳. 13, 禍起祝家莊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55 水滸傳. 14, 三打祝家莊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62 水滸傳. 15, 大破連環馬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79 水滸傳. 16, 晁天王遇難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86 水滸傳. 17, 盧俊義顯功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493 水滸傳. 18, 英雄大聚義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509 水滸傳. 19, 三敗高太尉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8516 水滸傳. 20, 淚灑楚州城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改編; 梁小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018 我們不是膽小兔 約克.希爾伯特(Jörg Hilbert)作; 杜子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438 咪嚕咪嚕驚喜餃子 岸春奈Haruna KISHI文; 瑪蒂德.瑪拉妮琪Mathilde Maranichi圖; 賈翊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445 咪嚕咪嚕森林系彩妝師 岸春奈Haruna KISHI文.圖; 賈翊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452 咪嚕咪嚕絨球毛線帽相機 岸春奈Haruna KISHI文.圖; 殷麗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469 咪嚕咪嚕神祕大蝴蝶 岸春奈Haruna KISHI文.圖; 殷麗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476 咪嚕咪嚕春季大掃除 岸春奈Haruna KISHI文.圖; 殷麗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483 咪嚕咪嚕畫畫比賽 岸春奈Haruna KISHI文.圖; 殷麗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506 古典大師輕鬆聽 艾維訶.奧雪(Elvire Aucher)作; 查理.波普(Charlie pOp)繪; 劉孟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513 一起玩樂交響樂 艾維訶.奧雪(Elvire Aucher)作; 弗朗索.福亞(François Foyard)繪; 劉孟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629 吼吼熊好EQ成長繪本: 吼!壞脾氣走開 米莉安.烏依薩(Myriam Ouyessad)文; 艾利克.葛斯戴(Eric Gasté)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636 吼吼熊好EQ成長繪本: 吼!壞壞熊寶貝 米莉安.烏依薩(Myriam Ouyessad)文; 艾利克.葛斯戴(Eric Gasté)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643 吼吼熊好EQ成長繪本: 吼!麻煩的假期 米莉安.烏依薩(Myriam Ouyessad)文; 艾利克.葛斯戴(Eric Gasté)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650 吼吼熊好EQ成長繪本: 吼!一起上學趣 米莉安.烏依薩(Myriam Ouyessad)文; 艾利克.葛斯戴(Eric Gasté)圖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閣林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5

漢欣文化



9789862929667 吼吼熊好EQ成長繪本: 吼!外星熊爸爸 米莉安.烏依薩(Myriam Ouyessad)文; 艾利克.葛斯戴(Eric Gasté)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674 童話世界大冒險: 經典童話桌遊書 安娜.朗恩(Anna Láng)文.圖; 謝靜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681 看三國學名言典故 閣林編輯小組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929940 你最可愛 Lori Haskins Houran文; Sydney Hanson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957 親親寶貝 Lori Haskins Houran文; Sydney Hanson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482 兩人的簡單生活提案 Shiori著; 王詩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499 簡單的生活提案 Shiori, 澀谷直人(ミニマリストしぶ)著; 王詩怡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72518 質感歐式麵包Baguette 藤田千秋作;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525 風味湯品&燉煮湯菜100 坂田阿希子著; 邱婉婷譯 平裝 1

9789578472532 卡哇伊!塗鴉圖畫麵包 umi作; 周欣芃譯 平裝 1

9789578472549 服裝版型研究室. 褲子篇 丸山晴美監修; 周欣芃譯 平裝 1

9789578472556 不健康!問題在「脖子」 永井峻作;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563 微血管不生鏽: 活用醋+α的相乘威力,讓「檸檬&生薑」幫你打造回齡體質、解除身體警鈴根來秀行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570 配色設計學 紅糖美學著 平裝 1

9789578472587 空氣感舒芙蕾鬆餅 South Point作; 蔡麗蓉譯 平裝 1

9789578472594 精油芳療教科書 小野江里子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600 手作包の版型講義 越膳夕香作; 周欣芃譯 平裝 1

9789578472617 好設計の配色圖鑑 Power Design Inc.著; 伍言莞翻譯 平裝 1

9789578472624 解讀「日本城」 山田雅夫作; 鍾佩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631 腦活.釋壓.靜心: 禪繞曼陀羅 佐藤心美著; 洪禎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648 留白的設計美學 ingectar-e著; 洪禎韓翻譯 平裝 1

9789578472655 最實用的椰子油對症健康事典 白澤卓二作; 葉昭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662 心曠神怡的夏日冰菓甜點 Masayuki Murayoshi著; 邱婉婷翻譯 平裝 1

9789578472679 精油芳療居家活用事典 池田明子著; 今西二郎兼修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2656 好忙好忙的建築工 珍.瑞迪(Jean Reidy)文; 李歐.提摩斯(Leo Timmers)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00 啊!我生氣了! 波莉.鄧巴(Polly Dunbar)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55 大家來聽音樂會 洛伊.摩斯(Lloyd Moss)文; 瑪尤莉.普萊斯曼(Marjorie Priceman)圖; 張瑩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62 小蝌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文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93 一起去海邊玩! 秦好史郎, 奧山英治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09 在路上探險吧! 秦好史郎, 奧山英治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16 恐龍試鏡會 田代千里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30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 長谷川義史文.圖; 李瑾倫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2823 星空下的願望 大衛.里奇斐德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47 我是諾貝爾研究家 中尾昌稔文; Dolly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54 開門 朴貞宜企劃.文; Suzy Lee 圖; 蘇懿禎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61 走出迷霧 黛比.格里奧里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786 小小恐龍: 蛋生日快樂 羅伯.畢多夫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85 真是沒禮貌! 克萊兒.海倫.威爾許(Clare Helen Welsh)文; 奧立維.塔列克(Olivier Tallec)圖; 鄭榮珍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892 想游泳的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的更衣車 葛羅莉亞.魏蘭(Gloria Whelan)文; 南西.卡本特(Nancy Carpenter)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908 我的完美爸爸 艾莉絲.蘿西(Elise Raucy)文; 艾斯黛兒.梅恩(Estelle Meens)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銀河舍



9789864402915 我們都是藝術品 馬克.史柏霖(Mark Sperring)文; 蘿絲.布雷克(Rose Blake)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922 回憶樹 布麗塔.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文.圖; 吳其鴻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939 河流之書 莫妮卡.法斯那維奇涅(Monika Vaicenavičienė)文.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946 檸檬不是紅色 蘿拉.希格(Laura Vaccaro Seeger)作; 余治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953 愛家的小鳥 喬.安普森(Jo Empson)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977 圓圓滾滾的輪子 朴貞宣文; 李潤雨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984 蘇菲亞的兩個問題 吉姆.艾弗貝克(Jim Averbeck)文; 雅思敏.伊斯梅爾(Yasmeen Ismail)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004 麵包店小六來了! 長谷川義史作;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011 魔法糖果 白希那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042 活力充沛的麵包店小六 長谷川義史作;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10001 莎士比亞叢書. 12: 皆大歡喜(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18 莎士比亞叢書. 11: 馴悍婦(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25 莎士比亞叢書. 13: 第十二夜(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32 莎士比亞叢書. 14: 冬天的故事(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49 莎士比亞叢書. 15: 約翰王(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56 莎士比亞叢書. 16: 利查二世(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63 莎士比亞叢書. 17: 亨利四世. 上(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70 莎士比亞叢書. 18: 亨利四世. 下(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87 莎士比亞叢書. 19: 亨利五世(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094 莎士比亞叢書. 20: 亨利六世. 上(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00 莎士比亞叢書. 21: 亨利六世. 中(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17 莎士比亞叢書. 22: 亨利六世. 下(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24 莎士比亞叢書. 23: 利查三世(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31 莎士比亞叢書. 24: 亨利八世(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48 莎士比亞叢書. 25: 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中譯本)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55 莎士比亞叢書. 26: 考利歐雷諾斯(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62 莎士比亞叢書. 27: 泰特斯.安莊尼克斯(中譯本)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79 莎士比亞叢書. 28: 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86 莎士比亞叢書. 29: 雅典的泰蒙(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193 莎士比亞叢書. 30: 朱利阿斯.西撒(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09 莎士比亞叢書. 31: 馬克白(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16 莎士比亞叢書. 32: 哈姆雷特(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23 莎士比亞叢書. 33: 李爾王(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30 莎士比亞叢書. 34: 奧賽羅(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47 莎士比亞叢書. 35: 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中譯本)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54 莎士比亞叢書. 36: 辛伯林(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78 莎士比亞叢書. 38: 維諾斯與阿都尼斯(中譯本)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85 莎士比亞叢書. 39: 露克利斯(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292 莎士比亞叢書. 40: 十四行詩(中譯本) 梁實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38 遠東漢字三千字典 edited by Shou-hsin Teng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892 Proceeding of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nutrition, and exercise scienceeditor Ta-Wei Hung 其他 1

9789869818902 寬宥美勵. 上: 16位傑出女科學家的精采人生Pendred Noyce原作; 魏東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919 寬宥美勵. 下輯: 17位傑出女科學家的非凡人生彭德里德.諾伊斯(Pendred Noyce)原作; 張瑛純, 林瓊香翻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碩亞數碼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249 藝術圖像: 台東當代藝術家聯誼展. 2020 梁奕焚等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8032 臺灣家具產學發展論壇: 家具設計: 媒介身體與空間未來發展論文集. 2019盧圓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0590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聯展畫集. 二0一九年第廿二冊楊其芳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731 一念之間: 星雲大師的人生開示 胡可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748 態度決定一切 阿爾伯特.哈伯德著; 杜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20755 稻盛和夫給經營者的十堂成功課 李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762 破謊術 周子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0793 (從職場中看)鬼谷子 東籬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504 我的婆祖 洪素珍作 精裝 1

9789869812511 熱心公益在鳴頭: 保正鄭萬斷的生命故事 鄭燦彬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430 開啓初學者眼眸之善說 達賴喇嘛尊者作; 顙東仁波切講授; 滇津顙摩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362 我們 張祈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6394 閱讀,看見希望: 改變台灣閱讀教育的推手──愛的書庫陳鳳麗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4273 臺南市師美學會二十二週年暨臺師大美術系教授聯合美展陳建發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師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瀛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南市環湖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種籽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東縣藝術人文三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538 那些年 這些事: 快讀新港社 董峯政文; 陳美玲等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569 新市: 白蓮霧的故鄉 陳美玲撰文 精裝 1

9789869303569 新市: 白蓮霧的故鄉 陳美玲撰文 精裝 1

9789869303576 藝饗世界: 社內創作集 陳美玲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03583 千金譜 董峯政, 魏千富編著 平裝 1

9789869303583 千金譜 董峯政, 魏千富編著 平裝 1

9789869303590 台文鹹酸甜 董峯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2303 台語羅馬拼音學習手冊 董峯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2310 新港文化放送頭 董峯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2327 藝文園地學員台文創作 廖光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880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臺南市鯤瀛詩社, 臺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會編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468 票據法: 案例式 陳國義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897475 民法概要: 案例式 陳國義著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4321 跨境電商: 日入萬元系統 阿拉斯加團隊15大領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419 台南南勢街西羅殿戊戌年三朝金籙慶成祈安建醮大典紀實謝奇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820 台灣美食神獸錄 100位台灣漫畫家集體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837 台灣美食萌星繪 100位台灣漫畫家集體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0547 把英語變母語,碰到老外不再點頭說Yes! 朴光熙, 加拿大教師英朗訓研究團隊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9764 一個人用英文一直玩一直玩: 我的第一本旅遊英文小伴旅宣診浩著; 張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771 專賣在日本的華人!日本語文法の原點 金智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263 30秒不中斷,英語口說能力訓練書 朴光熙, 加拿大教師英朗訓研究團隊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287 用簡單英文聊不停 勝木龍, 福水隆介著; 鄭佳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294 第一人稱就是I,英文會話鍛鍊書 Nobu Yamada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南勢街西羅殿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領飛無限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說故事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南市鯤瀛詩社



9789869326803 英文單字構成的要素: 理解英文單字的組成方式,17萬個單字再也不用背！奉元河, 李慶州著; 金俊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355 超圖解 秒懂英文法: 核心概念全圖解,一眼瞬間掌握文法本質田中茂範, 弓桁太平著; 神山きの繪; 程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393 旅遊韓語一指通 西東社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9756600 一句話秒懂,簡單英文法 : 嚴選國高中6年,真正用的到的英語文法,一次用對不再錯！英文力全面提升!安河內哲也著 平裝 1

9789869756617 奇蹟英語會話100天訓練法: 熱銷40萬冊！只要3個月,立即擁有超自然口語力,聽說讀寫全面助攻！文盛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509 油罈記: 古路歌仔戲圖文劇本 王金櫻劇本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383 畫語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特優). 108級美術系108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15390 畫語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 108級美術系108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15406 畫語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 108級美術系108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444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0屆 江金榮專輯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376 浮芥: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畢業展作品年鑑. 108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108級全體畢業生圖文 ; 許喬斐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6607 Giggles. 5 Sonny Hsu, Maggie 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6614 Giggles. 1 Sonny Hsu, Maggie Huang作 平裝 1

9789869786621 Giggles. 3 Sonny Hsu, Maggie Hua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5582 韓國瑜邁上英雄路 黃榮燦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6679 清晨嗎哪90天. 17, <><><> 楊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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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498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唐)三藏玄奘法師奉詔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福峰彩色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海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赫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南應用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閩南嶼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833 活用股市的最大秘密: 整理後的新方向 賴宣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966 豪記龍虎榜. 14 平裝 1

9789869517973 豪記龍虎榜. 15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143 大地的滋味: 品嚐24節氣養生蔬食 但漢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554 廣海明月: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 第一卷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常老和尚講述; 真如淺析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869721561 廣海明月: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 第二卷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常老和尚講述; 真如淺析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721585 妙音笑因類學 妙音笑. 語王精進大師造論; 釋如法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601 榴陽傳: 榴陽十二使祖與郭姓源流 郭海濱作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9108 中華成語典故學習詞典-習近平用典釋義與溯源劉嘉丰, 劉澤武, 王輝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115 春秋何以無道 馬平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122 戰國何以稱雄 馬平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139 交鋒: 帝王將相的博弈 嚴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146 震盪: 晚清六名臣 劉晨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380 未末: 兄弟書畫集 柯青新, 隱地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397 日子在飛: 2019/貓日記 貓兒花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403 魅力開門: 漫步「臉書」真有趣 林貴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410 在風聲與水聲之間 童元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916 台灣胡撇仔戲: 陳慕義劇本三種 陳慕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910916 台灣胡撇仔戲: 陳慕義劇本三種 陳慕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923 阮劇團. 2017: 劇本農場劇作選. V 陳緯恩, 蔡逸璇, 黃煚哲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954 變身: 民眾、戲劇與亞洲連帶 鍾喬作 平裝 2

9789573910961 日照枋寮坑溪 劉素霞作 平裝 1

9789573910961 日照枋寮坑溪 劉素霞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團結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榴陽王世界郭氏宗親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福報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970 大時代小人物回憶錄 劉兆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068 銘傳大學數位I世代傳播研究與實務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9倪炎元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112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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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84129 鍵盤派對: 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專刊. 第37期銘傳大學第37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生圖文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099 銘傳大學 2019年「古典與現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720 活出聖言. 甲年 范玉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966 玫瑰經的祕密 聖蒙福(Louis-Marie Grignion de Montfort)著; 劉鴻蔭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744799 莊子講義 劉太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1403 中梵外交關係史. 續編 江國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91410 中梵外交關係史. 續編 江國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91427 中梵外交關係史. 續編 江國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791434 中梵外交關係史. 續編 江國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791441 靈魂的渴望: 聖文生.包絡諦靈修研究 弗拉維.波尼法著; 陳美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90620 帝國之秋 肯.弗雷特(Ken Follett)著; 陳超, 趙偉佳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057 空調工程實務寶典 簡詔群, 簡子傑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000 智慧居家 張義和, 程兆龍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祿旺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源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數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漢雅資訊



9789869831017 微電腦應用實習 張義和, 張凱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87278 極簡經濟學: 如何用經濟學思維洞悉生活 常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599 貓狗說的人類文明史 胡川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72 在回憶消逝之前 川口俊和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896 階梯寫作 楊曉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19 最後的夏天 安娜.貝爾特(Anne Bert)著; 黃琪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26 因果經濟學 中室牧子, 津川友介著; 李其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57 最高飲食法 牧田善二作;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88 花美學 Nana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995 為什麼女高中生的裙子這樣短?: 從制服路上觀察,商品企劃的精準預測佐野勝彥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01 傳達的品德: 給想要成為「讓人願意追隨」領導者的溝通心法岩田松雄著; 劉格安,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18 最後下班的人,先離職 曾世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25 最高休息法【CD實踐書】: 腦科學×正念,全世界的菁英們都是這樣消除大腦的疲勞!久賀谷亮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100032 百貨的魔法 村山早紀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49 靈異雙胞胎 S. K. Tremayne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56 別在走遠後才想起說再見 阿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63 精油蠟燭與擴香座的手作時光 金秀玹著; 鄒宜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70 刺蝟登門拜訪 許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87 配色點子手帖 櫻井輝子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094 大人的畫畫課: 線條打稿x淡彩上色x主題練習,速寫美好日常B6速寫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00 濟州島色Colors of Jeju: 收藏一年的島嶼顏色,濟州四季風景與釜山吃喝玩樂推薦食癮.拾影Cherry&Demi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17 你的少年念想 不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24 永生者 克羅伊.班傑明(Chloe Benjamin)著; 林師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48 禁忌世代：I.邂逅 安娜.陶德(Anna Todd)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55 向巴黎大叔學人生: 睿智、幽默又愉快的大叔金句集金井真紀, 廣岡裕兒[作];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62 辣媽Shania的超簡單手撕麵包 辣媽Shan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79 元氣滿滿肉便當: 冷熱吃都美味!36款營養飯盒X50道不復熱配菜抽屜積水DID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86 別做那隻迷途的候鳥 劉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193 誰的青春不迷茫 劉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0223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劇場動畫特典版) 佐野夜著; 丁世佳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00247 我們都無法成為大人 燃殼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254 老派洋食 郭靜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261 增肌減脂常備菜 ViVi Li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278 請你找到我 瑞妮.丹菲爾(Rene Denfeld)作; 康學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292 美少年美術史: 挑動人心的祕密慾望史 池上英洋, 川口清香作;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08 美少女美術史: 迷倒眾生的究極之美 池上英洋, 荒井咲紀作;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15 容易受傷不是錯: 建立專屬於你的安全基地,不受他人評價左右的幸福人生岡田尊司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46 告別菜尾世代: 大膽向世界遞履歷,我在哈佛體系的觀察Y. C. Hung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34851 司馬遼太郎と臺灣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9315 輕車木筆遊畫 色色人生: 劉曉燈.林雪芬雙人展: 協志藝術季. 第十八屆劉曉燈, 林雪芬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縣協志高級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福祿壽



9789869719315 輕車木筆遊畫 色色人生: 劉曉燈.林雪芬雙人展: 協志藝術季. 第十八屆劉曉燈, 林雪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503 The path to buddhahood: wisdom life author San Bao Shih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757 銀髮膳食-樂齡生活 盧禎慧, 朱旭建, 毛慧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740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畢業作品專輯. 2018 劉康之, 蘇子瑩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535 實踐媒傳x朱拉隆功Commde國際工作營成果專刊: "Evocative Objects"蘇志昇, 李家瑩, 楊東樵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975 再再RE-ACT 李家瑩等責任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1982 再再RE-ACT: INPUT/OUTPUT 李家瑩等責任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603 保險經營新議題專題製作. 2018 于宜均等作; 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主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672 財務金融專題數據分析研究. 2018 詹祐蓁, 張唯欣, 黃莉詒作; 葉立仁, 廖志峰總編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696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個案分析. 2019蔡鎮璘等作;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主編 平裝 1

9789576293702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創業企劃書. 2019李宜庭等作;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733 審計問題專題研究 劉宜嘉等作; 實踐大學會計學系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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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國貿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會計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財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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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睿旗科技



9789576293641 雲計算平台實務入門 李孟晃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93665 資訊系統實務專題彙集 徐萱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566 遇見青年作家 陳淳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93610 英語與服務產業 胡正昊等作; 蕭瑞莆等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6293627 英語、航空及其他應用 賴映竹等作; 邱駿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6138 親子英語必備2000句 Stephen Black, Isla Blac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050 圖解自學基礎英語文法 周宜利著; 林盈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074 孩子的第一本英文日記 Jennifer Le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660 賦稅改革方向: 兼剖析稅捐訴訟爭議判決 張進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5914 Python 技術者們練功! Naomi Ceder著; 張耀鴻譯 平裝 1

9789863124719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文具雜貨產品設計知識 Nikkei Design編; 文具病Tiger, 謝薾鎂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25792 打造花園城市: 全球之最綠建築 ANNA YUDINA著; 吳凱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808 連結世界的100種新技術: 跨領域科技改變人類的未來日経BP社編;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952 超圖解Python程式設計入門 趙英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969 最新計算機概論. 2020 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976 靈感百分百!Photoshop& Illustrator 超犀利特效與創意風格技法楠田諭史, トントンタン作;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5983 AutoCAD 2020電腦繪圖基礎與應用 陳坤松作 平裝 1

9789863126003 MAKING IT: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產品製造知識Chris Lefteri著; 張联豪, Ian Chu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3126010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電子電路入門活用篇 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027 Tensor與Keras: Python深度學習應用實務 陳允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041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密室逃脫: 神秘寶盒&拆彈專家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6058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 2019: 150位當代最強畫師豪華作品集平泉康兒編;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863126065 新觀念Microsoft 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範例教本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072 超強圖解貓慢性腎臟疾病: 早期診斷與控制 林政毅, 韓立祥作 平裝 1

9789863126096 邁向加薪之路!: 從職場範例學Excel函數X函數組合應用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102 療癒系迷你紅綠燈 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119 為什麼印出來變這樣?: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印前設定知識井上のきあ著;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6133 機器學習開發神器!Google Cloud Platform 雲端開發應用超入門阿佐志保, 中井悅司著; 林子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973 女巫口袋裡的鱼 魏曉曦作; 畫萌工作室插畫 精裝 1

9789869632980 樹精靈和雪人 魏曉曦作; 畫萌工作室插畫 精裝 1

9789869632997 奧莉雅的奶牛 魏曉曦作; 畫萌工作室插畫 精裝 1

9789869765602 老鼠先生和冰豆 魏曉曦作; 畫萌工作室插畫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暢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語樂多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聚德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應外系



9789869765619 巨人西米和貓騎士 魏曉曦作; 畫萌工作室插畫 精裝 1

9789869765626 兔子安菲特 魏曉曦作; 畫萌工作室插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220 西西里火山葡萄酒指南 黃筱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02954 香妻如玉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2961 香妻如玉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2978 香妻如玉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02985 香妻如玉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602992 香妻如玉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60398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577603999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7603814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7604330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577604514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57760470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57760434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7604354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7604729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7604897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7605214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57760582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57760583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57760643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577605726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7605733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7606167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7606747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760579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7605801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760581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7606150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7606440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7606716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7606624 農門棄妃太傾城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6631 農門棄妃太傾城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6648 農門棄妃太傾城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06655 農門棄妃太傾城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606662 農門棄妃太傾城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606679 農門棄妃太傾城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606686 農門棄妃太傾城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606914 力量狂潮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6921 力量狂潮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6938 力量狂潮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06945 力量狂潮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606969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聚樂錄義大利美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說頻文化



978957760697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577607010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7607034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7607041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7607263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60736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760776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7608086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607461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607638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607881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60748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577607959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57760750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7607973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760818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577602084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57760879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57760819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760847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760338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760880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760820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7608376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608673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7608895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608697 御定小嬌后 盧小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8703 御定小嬌后 盧小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8710 御定小嬌后 盧小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08727 御定小嬌后 盧小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608734 朕的美人計 何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8741 朕的美人計 何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8758 朕的美人計 何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08765 朕的美人計 何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608772 朕的美人計 何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608925 力量狂潮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609304 力量狂潮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609472 力量狂潮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608956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7609045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7609274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7609458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7609786 幻武春秋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7609069 夫色撩人 月下流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9076 夫色撩人 月下流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9083 夫色撩人 月下流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09090 夫色撩人 月下流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609106 偷了個王爺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9113 偷了個王爺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9120 偷了個王爺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09137 偷了個王爺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609144 偷了個王爺 雲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60916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57760936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57760950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57760917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7609373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7609182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7609588 雙面寵妃 一箋清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9595 雙面寵妃 一箋清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9625 庶女為后 竹宴小小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609632 庶女為后 竹宴小小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09649 庶女為后 竹宴小小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109 天靜.小精方 胡天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059 微整型剪髮技術: 雕塑/弧形/乾剪髮 朱珮綸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6456 帝國.臺灣: 1895-1945年寫真書 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69440 貓屎1號阿富汗大戰2019 小林源文作; 王佐榮監修.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769457 貓屎1號阿富汗大戰2019 小林源文作; 王佐榮監修.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368 阿彌陀經譯本集成 林光明編註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9151375 往生咒研究 林光明編註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9151382 妙法蓮華經六首咒研究 楊毓華,林光明,星林行者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2418 聆聽小百合 陳淑芳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751 記錄聲音的歷史: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 第十期林東璟, 曾冠傑, 周維朋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6403 非營利組織所得稅理論與實務 林江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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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小百合蒙特梭利國際全人教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嘉豐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104

維濃美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點印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3249 台灣工藝之巔: 頂級工藝之美 向大師致敬 許朝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0659 我在今日: 今日畫會六十週年展 鐘有輝, 林雪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468 認識篆刻藝術 陳宏勉著 三版 平裝 2

9789869378475 台灣印社社刊. 第二十一集 台灣印社同仁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48404 流浪而後生: 與時光交換11座城市的日常 黃昕語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0939 口是心非的冰室同學: 從好感度100％開始的毒舌女子追求法広ノ祥人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1486 賢者之孫. 9, 驚天動地的魔人來襲 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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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743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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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7432209 幼女戰記. 10, viribus unitis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230 GAMERS電玩咖!. 7, 電玩咖與接吻DEAD END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247 GAMERS電玩咖!. 8, 星之守心春與逆轉BACK ATTACK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292 與佐伯同學同住一個屋簷下: I'll have Sherbet!九曜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2339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ユカ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2407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 莊茲尹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2469 Fate/EXTRA CCC FoxTail TYPE-MOON, Marvelous AQL原作; たけのこ星人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2476 LV999的村民 星月子猫原作; 岩元健一漫畫; 陳靖涵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506 妳在月夜裡閃耀光輝 佐野徹夜原作; マツセダイチ漫畫; Y.S.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3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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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7432575 和達令一起慢玩京都: 品香、賞枯山水、嘗和果子,發掘傳統新魅力小栗左多里, 東尼拉茲洛作; 陳映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582 妳在月夜裡閃耀光輝. 散篇 佐野徹夜作; H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599 配色,決定妳的時尚度!: 57項一生受用的穿搭法則日比理子作; 呂沛餘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2605 狐爸好酷. 2, 臭臉大叔的暖男日常 Q-rais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636 寫給黎明前的妳: featuring妳在月夜裡閃耀光輝loundraw插畫; H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643 情色漫畫老師. 11, 妹妹們的睡衣派對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650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432674 刺客守則. 8, 暗殺教師與幻月革命 天城ケイ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2681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2698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2704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恵比須清司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2711 14歲與插畫家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2728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 Clover's regret渡瀨草一郎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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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7432742 P.S.致對謊言微笑的妳 田辺屋敷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2759 田中: 年齡等於單身資歷的魔法師 ぶんころり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2766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432773 TYPE-MOON學園: 迷你同樂會! TYPE-MOON原作; 華々つぼみ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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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今日畫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印社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



978957743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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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74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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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743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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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7432827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時雨沢惠一原作; たもりただぢ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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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7432841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TYPE-MOON原作; いみぎむる等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432858 戀愛與睡眠 鳥生ちのり作;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2865 戀愛與睡眠 鳥生ちのり作;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872 葛格聽我說 柚木涼太作; 鄭湘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2889 葛格聽我說 柚木涼太作; 鄭湘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896 吸血鬼學姊x可愛學妹 嵩乃朔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902 萌獸寵物店 暁なつめ原作; まったくモー助, 夢唄漫畫; 彼明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2919 棲息淫邪妖物之島 原つもい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2926 棲息淫邪妖物之島 原つもい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32933 Hello, DEADLINE 高坂はしやん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2940 戰鬥員派遣中! 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95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2964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2971 我的快轉戀愛喜劇 樫本燕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988 魔法師塔塔 うーぱー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2995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しめさば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008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松山剛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015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A. 1, 顛覆神話的模範生下等妙人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022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司波達也暗殺計畫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039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5, case.魔眼蒐集列車三田誠原作; K.K.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33046 陽下3姊妹渴望被關注 ねこ末端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053 陽下3姊妹渴望被關注 ねこ末端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060 偕雲前往北北西 入江亞季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3077 機動戰士鋼彈 鐵血孤兒 月鋼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寺馬ヒロスケx団伍漫畫;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3084 異世界車站咖啡廳 Swind原作; 神名ゆゆ漫畫;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091 奇諾の旅. 3,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原作; 郷漫畫;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107 OVERLORD官方漫畫精選集 丸山くがね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涂愫芸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114 OVERLORD官方漫畫精選集 丸山くがね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涂愫芸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121 魔法使的印刷廠 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138 文豪Stray dogs外傳: 綾辻行人VS.京極夏彥 朝霧カフカ原作; 泳与漫畫; 彼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145 純情小混混,調教中。 みなみ遥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152 菁英Ω的縱情之夜: side β 篁アンナ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169 貪戀你滿溢而出的淚水 野萩あき作; 芙拉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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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7433183 東方三月精Visionary Fairies in Shrine. ZUN原作; 比良坂真琴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190 虛實妖怪百物語: 序 京極夏彥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06 虛實妖怪百物語: 破 京極夏彥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13 虛實妖怪百物語: 急 京極夏彥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37 勿忘我真實的愛: 暖心四季篇章. 4 藤谷燈子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44 我預見明日逝去的妳 古宮九時作; 胡君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51 淺草鬼妻日記. 六, 妖怪夫婦大駕光臨 友麻碧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68 東大醫科生一次通過司法考試的最強讀書術: 終身受用的反推式學習法河野玄斗作;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75 萬能之鑰 道尾秀介作; 許凱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82 雨過天青 深町なか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299 青空與陰天 三秋縋原作; loundraw漫畫; 李逸凡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305 青空與陰天 三秋縋原作; loundraw漫畫; 李逸凡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312 貓咪老師親授 悠閒生活健康法 simico漫畫; 林郁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329 在黑心企業工作的我變成了貓之後 清水MERII漫畫;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343 改變人生!豆渣優格瘦身法 工藤孝文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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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7433367 報告!哥哥和我要結婚了!. 3, 好啦,先煮味噌湯給我吃。塀流通留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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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7433381 廢柴勇者下剋上 藤川恵蔵作; 張乃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398 Hello,Hello and Hello: piece of mind 葉月文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404 食鏽末世錄. 2, 血迫!超仙力克爾辛哈 瘤久保慎司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411 別太愛我,孤狼不想開後宮。 凪木エコ作; 彼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428 七魔劍支配天下 宇野朴人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435 靠心理學的異世界後宮建國記 ゆうきゆう作;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442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459 蜜華之檻: 墮落的麗人 丸木文華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466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3473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743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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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57743349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3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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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7433510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7, 魔眼之王與墮天聖女なめこ印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527 魔術學園領域的拳王. 2, 傲慢姬招來 下等妙人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534 龍族嬌妻愛撒嬌 初美陽一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3541 轉生就是劍 棚架ユウ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3558 打倒女神勇者的下流手段. 3: 「我可不是壞蛋邪神喔。」笹木さくま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565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7433572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743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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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57743359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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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57743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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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577433626 新世紀福爾摩斯. 4, 貝爾格拉維亞醜聞. 上 Jay漫畫;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633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3640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3365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惠惠短篇漫畫集 紅Aka暁なつめ原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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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7433671 殺戮遊行SMOKIN’ PARADE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3688 殺戮遊行SMOKIN’ PARADE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3695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3701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DU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718 時尚哪有這麼難? 青木U平作;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725 時尚哪有這麼難? 青木U平作;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732 時尚哪有這麼難? 青木U平作;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3749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三部敬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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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7433763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3770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3787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3794 神裝魔法少女怒嚎明月 サイトウケンジ原作; 佐藤ショウジ漫畫; 楊學斌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800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殆ど死んでいる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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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7433824 逝者x詩歌: Ballad Opera サマミヤア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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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743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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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7433855 答應我,再愛我一次 所ケメ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862 我親愛的大野狼 佐倉リ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879 貓咪X互攻 たつもとみお作; 荳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886 巴黎女子的優雅時尚穿搭 福田麻琴作; Demi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3893 已達至尊的一人生活 蒲田美和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09 深情馬戲團的幸福論 SAN-X監修;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16 壞嘴貓貓在身邊 もじゃクッキー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23 地獄幽暗亦無花. 2, 活人偶之島 路生よる作; H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30 房仲菜鳥的凶宅事件簿 竹村優希作; 季妍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3947 挑戰?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54 高崎塗鴉 古宮九時作; 李逸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61 無法計算的青春 佐野徹夜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78 阿倫帶路!台灣人的東京生活趣 阿倫頻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3985 徒手燃脂聖經b-monster居家塑身指南: 只要45分鐘消耗1000大卡b-monster監修;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012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7434043 殺戮的天使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4104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 莊茲尹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4111 神怒之日Dies irae: Amantes amentes light原作.監修; 港川一臣漫畫; 帽子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4135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天原原作; masha漫畫;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4180 尼特子真命苦 アルデヒド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4197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4203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4227 不良少年與白手杖女孩 うおやま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4234 虛擬YouTuber絆愛 官方漫畫精選集. 交朋友篇津路参汰(Nitro+)等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258 ZONE-00零之地帶 九条キヨ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7434265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7434289 我妹的時尚宅男改造計畫 縞野やえ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4296 我妹的時尚宅男改造計畫 縞野やえ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4333 重裝武器. 13, 北歐禁獵區灰姑娘故事 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340 重裝武器. 14, 最為明智的思考放棄 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39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7, 4th特攻強襲. 上時雨沢惠一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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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743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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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7434487 尼特威能稱霸世界 百瀨祐一郎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4500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秋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4517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媽的女兒松浦作;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4548 嬌羞俏夢魔的得意表情真可愛. 1: 哼哼,我從今天開始就是你的女朋友了......!旭蓑雄作; 李君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555 有你的旅程: 黃氏兄弟寫真紀實 黃氏兄弟作; 藍陳福堂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593 房屋自動乾淨術: 不花力氣的3步驟收納魔法七尾亞紀子作; 楊毓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4616 劇場偵探: 2.5次元舞台劇事件簿 佐藤友哉作; サマミヤ アカザ插畫; 黃涓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623 網紅的瘋狂世界 電視劇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金魚喬伊小說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4647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 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4654 喵咪歲時記: 與悠哉小貓共度四季七十二候 大和猫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905 思想 想法 留言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62

送存冊數共計：181

臺灣李喬文學協會



9789869660419 一致而百慮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13144 鐵樂詩歌 佐原瑞作; Sherry Hsu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2508 家電偵探的冷笑 藤見泰高原作; 岩澤紫麗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2478 殭屍甜心摩納可 さと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2454 強勢作家與雛鳥的單戀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461 面對戀愛笨蛋就該好好說清楚 ヤマヲミ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485 新.詐欺獵人. 完結篇 夏原武原案; 黑丸漫畫;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2492 褲妹我愛妳 中田ゆみ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9309 虐殺器官 麻生我等漫畫; 伊藤計劃原作;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11106 打造毛小孩的美味餐桌: 3種自製營養湯頭x60道健康料理x可口手工零食俵森朋子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120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丸紅 茜 丸紅茜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137 決斷力的練習: 41條經驗法則教你學會做決定柳生雄寬著; 鄒玟羚,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144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111151 公關技院. II 室積光原作; 豬熊忍漫畫;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11168 別對映像研出手 大童澄瞳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11175 皇帝與宦官 日野晶作;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182 廢材與我 木下けい子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199 假面男友!! 高城竜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205 M上班族和S賤男 櫻井ナナコ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212 SHINE☆ 会川フゥ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229 正經x不良 つむみ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236 性搜小隊 鯨川良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11243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11250 超可愛小鳥毛線球27款: 繞一繞、剪一剪! trikotri著;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267 我工作的地方xx真困擾 いけがみ小5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274 巴黎地鐵遊. 2020年 media porta編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281 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 德間書店童書編輯部編著; 鍾嘉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111298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111304 強制改造之奴隸上將 日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11 元素週期表超圖鑑: 組成世界的微小存在 元素周期表PERFECT GUIDE編輯團隊編; 陳朕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28 飛機縮尺插畫圖鑑. 活塞式引擎篇 下田信夫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35 簡約輕手作 單色刺繡圖案集 樋口愉美子設計.製作;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42 超實用貓咪心理學: 健康x習性x日常照顧的貓奴必修課藤田和生, CAMP-NYAN監修; 何姵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59 宇宙的歷史與觀測: 看漫畫學宇宙知識! 秋本祐希著; 黃品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66 懶人激推!零失敗保鮮盒甜點: 布朗尼、磅蛋糕、冰淇淋簡單3步驟輕鬆完成奧田和美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73 一人社長高獲利經營法則: 搶得未來企業發展先機,讓財富無限增值一圓克彥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80 愛貓的終末照護: 雖然不捨,還是要好好的告別。貓日和編輯部編著;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397 煩惱,是因為不夠愛自己! 石原加受子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403 366天心痛日曆: 一日一心痛金句,練出不死玻璃心堅果創意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427 東京地鐵遊. 2020年 media por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434 熟知各種奇怪知識的女友: 高床式草子同學 おはなちゃん原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11441 二月的勝者: 絕對合格教室 高瀬志帆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1458 是你讓我萌發希望之光 市川けい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11465 好想被你咬到融化 雨宮かよう作;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472 甜蜜櫻桃共振 日野ガラス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489 假面男友!! 高城竜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1502 飛機縮尺插畫圖鑑. 噴射式引擎篇 下田信夫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519 北海道HO. 2020年版 ぶらんとマガジン社作; 王麗雅等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9789865111526 Red hood ハジ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533 鳥葬巴別塔 二宮志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11540 請飼養我吧! 白ムナコ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557 戀愛沒有距離 渡海奈穗原作; 鈴倉溫作畫; 周芝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564 星期一的朋友 阿部共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1571 柚子森妹妹 江島絵理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11588 豪華郵輪之戀. 12. 下 水上ルイ作; niw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595 當我們說「愛」的時候: LGBT的親情與愛情,包容和接納LGBTER著; 曾瀞玉,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01 用無輪廓線技法繪出溫暖畫風: 變形x材質x立體感x顏色Amelicart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18 超圖解營養學: 從零開始建構營養學基礎 渡邊昌監修;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25 數學圖形素描教室: 用旋轉曲面、多面體、拓樸形狀來創作!結合數學與美學的全新領域瑞慶山香佳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32 動物的滅絕與進化圖鑑: 讓人出乎意料的動物演化史川崎悟司著; 黃品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49 激發潛能!數字推理遊戲145 權老師(Kidoong Kwon)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56 5分鐘後的意外結局: 紅色惡夢 Gakken編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63 0-2歲的寶寶遊戲圖鑑: 玩出好情緒、集中力!波多野名奈監修;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70 斜槓人生不可忽視的專注力: 99%成功的人贏在比你專心藤野敬介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87 乾燥花精油香氛蠟燭 MAYBES AROM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694 明媒善娶 夢三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11731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秋赤音 秋赤音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748 長毛的月亮: 14張命盤的故事 梁評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755 5分鐘後的意外結局: 藍色推理 Gakken編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762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111779 好事多磨 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1786 別對映像研出手 大童澄瞳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1793 下流賤貓敵不過獨占欲 天王寺ミオ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09 身不由己的愛戀 麻生海漫畫;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11816 穿越到異世界之後卻迷上了自己的情敵!? 淀川ゆお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23 曼谷地鐵遊. 2020年最新版 media porta編; 王麗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30 走讀老時光: 建築、美學聚落與小鎮,染一身溫潤人情東販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47 什麼都別說 西田ヒガシ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54 完美結局之後呢... 桜庭ちどり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61 我討厭那個只付利息53,000圓的男人 花千花あね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78 給學長繭與我 九重シャム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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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5111892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11915 賺錢咖啡店經營法則: 從商品設計開始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922 大人的化學教室: 透過135堂課全盤掌握化學精髓竹田淳一郎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939 不彆扭的練習: 人生再苦,只要活在當下、無愧於己,那就夠了!石原加受子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946 清新又可愛雙色刺繡圖案&小物集 樋口愉美子作;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953 Google AdSense完全活用教本: 選題X策略X穩定獲利打造權威網站早川修等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977 高效工作力: 東大律師教你快、狠、準的50個工作撇步鬼頭政人著; 鄒玟羚,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984 貓奴的我不推薦養貓の11個理由: 完全揭曉貓咪真面目!響介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1991 腦力開發!邏輯訓練遊戲138 權老師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004 2.5次元完全解析: 由業界頂尖人士全面揭露2.5次元舞台的魅力!松田 誠、茅野イサム、和田俊輔、佐藤流司門倉紫麻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011 凡人創業: 不靠爸成功賺滿人生幾桶金 小原聖譽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9711 電磁學 張啟陽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7809 初階英語聽講練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Casey Malarcher編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574839728 初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Joseph Schier編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2

臺灣東華



9789574839735 中級初試模擬試題冊 劉慧如, Patrick Cowsill編著 2版 其他 1

9789574839742 中級初試模擬試題冊解答 劉慧如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9759 高等會計學(IFRS) 鄧淑珠著 6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9766 「行動教學」與「補救教學」融入「通識英文」之教學設計許美華作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773 會計學: 重點內容與經典試題解析(IFRS) 徐惠慈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797 審計學 李建然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9803 基礎微積分解析導引 李英豪作 2版 平裝 1

9789574839810 實用環境化學. 生態環境篇 葉琮裕, 楊宗翰, 許瑞峯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827 Writing success: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work todayJennifer Shiue[作]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839834 稅務法規解析與應用 張敏蕾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574839841 任務導向語言教學法在「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英語課程的應用: 有效提升技職校院大一學生學習動機與策略使用之研究羅玉冰作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858 中級會計學 徐惠慈著 5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056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第二十屆Dana Anaby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559 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全集. 第十三屆廖婉茹, 李招蓉, 郭富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361 台灣指南 台灣英文新聞廣告部編著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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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1226 當代客家文學. 2019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520 親知實見: 帕奧西亞多在臺灣禪修營的開示與問答瑪欣德尊者譯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520 親知實見: 帕奧西亞多在臺灣禪修營的開示與問答瑪欣德尊者譯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020 Flolan使用手冊 郭炳宏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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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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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英文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早療協會



9789868957435 TJDMA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成果展. 2018第三屆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9501 臺灣國際茶碗節. 第一屆: 參展作家作品集 鄧淑慧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849 詩畫合奏: <>創刊十五周年暨iPaint我畫畫會成立十周年紀念集蔡秀菊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7799 會變成什麼呢?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05 喵喵,汪!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12 喀嚓!喀嚓!喀嚓!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29 猜猜看,顏色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36 猜猜看,花紋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43 猜猜看,交通工具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50 啊,噗!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867 笑笑草莓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74 咚咚,誰的雞蛋?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81 咚咚,是誰呢?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898 蘿拉公主與金鈕釦 菲利普UG作; 王卉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04 咚咚,上廁所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11 吱!吱!吱! 和田琴美文; 冬野一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28 大和小 和田琴美文; 結城嘉德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35 打招呼 和田琴美文; 結城嘉德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42 這是什麼?. 交通工具篇 和田琴美文; 森田実千代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59 在哪裡? 和田琴美文; 坂本水津哉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66 好好的看一看哟! 和田琴美文; 結城嘉德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73 是什麼蟲蟲呢? 和田琴美文; 結城嘉德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80 相同的是哪一個呢? 和田琴美文; 森田実千代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997 要選哪一個呢?(數數) 和田琴美文; 森田実千代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000 這是什麼?. 食物篇 和田琴美文; 森田実千代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017 這是誰呀? 和田琴美文; 森田実千代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024 這是影子是什麼? 和田琴美文; 結城嘉德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031 跟著一起做 和田琴美文; 坂本水津哉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048 躲貓貓 和田琴美文; 結城嘉德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055 顏色和形狀 和田琴美文; 結城嘉德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062 ABC 和田琴美文; 森田実千代`圖; 李慧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178 上下 柯麗娜.弗萊契(Corina Fletcher)作; 娜塔莉.馬歇爾(Natalie Marshall)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147 小,比較小,最小 柯麗娜.弗萊契(Corina Fletcher)作; 娜塔莉.馬歇爾(Natalie Marshall)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154 潛下去 艾普利.瓊斯.普林斯(Jones Prince)作; 蜜雪兒.柏格(Michelle Berg)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161 挖下去 艾普利.瓊斯.普林斯(Jones Prince)作; 蜜雪兒.柏格(Michelle Berg)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192 魔法城堡 黃郁軒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215 絲路之旅 麻雪梅文; 丸子工作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222 男生和女生不一樣 辻山多加子監修; 菅原惠子繪圖; 朱燕翔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038239 食物的奧祕 廣瀨喜久子監修; 菅原啟子圖; 鄭如峰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321 牙齒和嘴巴的奧祕 吉田昭一監製; 菅原惠子繪圖; 鄭如峰翻譯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現代詩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陶文化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2173 山羊之歌: 中原中也詩選 中原中也著; 吳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227 民國女力: 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柯惠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272 機場時光 温又柔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289 對我無害之人 崔恩榮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296 減塑生活: 與塑膠和平分手,為海洋生物找回無塑藍海威爾.麥卡拉姆(Will McCallum)著;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302 古地中海文明陷落的關鍵: 公元前1177年 艾瑞克.克萊恩(Eric H. Cline)作; 蔡心語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319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陳鼓應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2333 課綱裡的科技輕鬆搞懂: 15位資訊專業的父母親,以說故事方式為國高中重新解構及條理108科技領域課綱資訊素養聯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340 讓世界旅人看見台灣: 地方創生X觀光創新的12堂課台灣觀光策略發展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357 黃越綏的解憂攻略: 換角度看人生,轉個念心境開黃越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364 五十音不靠背: 學過一次記得一輩子的假名課神奇裘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371 漢語語音發展史: 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 張光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395 蕎麥麵、鰻魚、天婦羅、壽司: 江戶四大美食的誕生飯野亮一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934 激進作主門徒 大衛.普拉特(David Platt)著; 林以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0941 一對一門徒養育查經: 養育者指南 大地教會一對一門徒養育事工團隊合編; 楊國綱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509 照著麥基洗德的類型永遠為祭司: 從第二聖殿猶太文學看希伯來書的麥基洗德呂向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4619 翻糖黏土創意蛋糕 臺灣國際心手藝推廣協會師資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368 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19年辛培舜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529 崐岡問道: 陸家衡書法臺北展作品集 馮儀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3958 台灣棒球名人堂特展紀念集. 2019第六屆 吳清和等作; 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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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畫院(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心手藝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臺灣推喇奴書房



9789869622189 隱形眼鏡實務 Nathan Efron著; 陳佳琪翻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684521 Varcarolis精神護理照顧計畫手冊 Margaret Jordan Halter作; 楊政議, 莊宗運翻譯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684576 獸醫醫事輔助實務 Margi Sirois作; 王嶽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4590 Netter’s解剖學手冊 John T. Hansen作; 王馨瑩, 鍾敦輝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9743211 Netter's人體解剖學圖譜 Frank H. Netter作; 蔡怡汝審閱 七版 精裝 1

9789869743228 臨床研究導讀 Kenneth F. Schulz, David A. Grimes作; 尤若綺編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743235 Darby's全面掌握牙醫助理學. 上, 基礎口腔醫學及預防保健Christine M. Blue作; 王奕棋等譯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9743242 獸醫牙科學: 團隊工作法 Steve E. Holmstrom作; 王嶽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43273 言語、吞嚥及聽覺解剖學圖譜 David H. McFarland作; 陳淑華, 蔡怡汝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743280 醫學臨床溝通技巧 Margaret Lloyd, Robert Bor, Lorraine Noble原著; 張聖傑翻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743297 姿位放鬆技術 Leon Chaitow原著; 李肇中等翻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9801409 實證醫學: 臨床實務與教學指引 Sharon E. Straus等原著; 沈英琪, 林佩姿翻譯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977 台灣電路板產業循環經濟策略發展藍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118 急診基礎暨高級心臟救命術手冊ECBAR. 2019廖訓禎, 廖浩欽主編 第12版增修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4120 如何在30歲前花小錢買對險!一生沒煩惱: 第一本專為年輕人寫的健康險指南郭俊宏, 鄺珉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144 新手媽咪不崩潰!: 產前100天到產後100天,最關鍵的「懷孕、生產、育兒」135問,前輩媽媽×權威醫師幫妳搞定！金惠敬, 朴賢珠著; 林千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168 情緒的逆襲 郭信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182 打工歐巴桑也能變身銷售女神: 日銷900萬!真心不騙的頂尖業務銷售術坂本玖実子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1304199 麻煩不麻煩: 放得下才能提得起, 別讓「嫌麻煩」綁架你鶴田豐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205 今天起,植物住我家：專為懶人＆園藝新手設計！頂尖景觀設計師教你用觀葉、多肉、水生植物佈置居家全圖解權志娟著; 陳靖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212 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 鄭惠方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1304229 100張圖輕鬆變成地產大亨！: 房地產買賣一定要知道的大小事,市場、法規、都更、貸款「全面解析」游榮富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1304236 專為老爸老媽設計的遠離失智飲食法: 吃對營養實踐版，用美味的1飯1菜1湯，有效活化大腦！村上祥子著; 張育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243 沒事沒事,太認真就輸了: 日本療癒新星「聖代貓」的64個人際困境神救援,用「逆轉念」擺脫你的每個厭世瞬間Jam作; 名越康文監修; 林珮芸譯 平裝 1

9789861304250 達克瓦茲(分層全圖解): 從零開始學職人級配方&不失敗技巧,在家做出外酥內軟的甜蜜法式甜點!張恩英著 平裝 1

9789861304267 咖啡歐爸的彩繪拉花: 史上第一本！從風景、人像到世界名畫,63款宛如明信片的彩色咖啡拉花李康彬著; 陳采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274 藏在股市金句裡的77個投資祕密：張真卿教你看圖秒懂股市實況與投資策略張真卿著 平裝 1

9789861304281 藏在職場裡的77個會計法則：讓你立刻把90%的同事「踩」在腳下的會計職場運用要訣西山茂著 平裝 1

9789861304298 100張圖學會股市當沖 陳榮華著 平裝 1

9789861304304 阿德勒式親子溝通魔法卡: 日本心理教練獨創！一天5分鐘,解鎖孩子情緒,培養自信心、同理心與行動力原潤一郎著 平裝 1

9789861304311 豬肉王子的下班餐桌: 肉舖職人教你懂豬懂吃X54道新型態豚料理李鴻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328 進入國中前一定要學的電腦程式先修課: 第一本從程式原理教起的課輔讀物,及早培養孩子贏戰AI時代的核心能力才望子(Cybozu)股份有限公司著; <>編輯部編; Syuan Chang譯平裝 1

9789861304335 一個孩子剛剛好的幸福教養: 獨生子女教養指南！教育專家的分齡教養╳8大守則,培養自律獨立的優勢未來人才!嚴註河作; 丁睿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359 Eat at home!今天,做西餐吧!: 藍帶大廚教你只需簡單備料、烹調、擺盤,新手也能快速端出餐廳級的家庭饗宴鄭理娜作; 丁睿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04366 將大數據由「潮流」化為「營收」的8個法則高橋範光著; 蔡姿淳,鄭睿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373 讓客人翻倍的東京潮店手繪店頭看板 中村心著; 張育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380 文青主廚Jerry的風格蔬食 陳昆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397 (全圖解)家常菜基本料理: 簡單3-6步驟,一個人到一家人都適用的103道中西式食譜,從零開始也不怕!松村真由子著; 鄭睿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987 東京鳥窩廚房的家常食光: 小資煮婦的100道「減步驟」吮指料理,用平價食材美味上菜!楊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427 縮時料理真輕鬆: 下班不用衝!從採買到料理提速祕訣一次公開,120道家常菜一網打盡,省時省力不省美味!謝靜儀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



9789861304434 一流媽媽的怒火說明書: 孩子不受傷、自己不懊悔!35萬家長信賴的育兒專家,教你正確表達生氣的情緒管理法金芝惠作; 丁睿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441 秋永的世界廚房 張秋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458 日本媽媽的超省時便當菜: 20分鐘做5便當!全書114道菜兼顧全家營養,老公減醣、小孩發育都適用野上優佳子作; 彭琬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0669 糖業博物館古蹟本體社宅事務所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總編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6151 橡膠工業技術手冊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著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812 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摘要與全文光碟. 2019年台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184 護理研究、教育與實務之變革: 從區域透視全球: 亞裔美國人暨太平洋島民護理學會及台灣護理學會聯合國際會議論文集. 2019[台灣護理學會]秘書處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0597 一看就懂的個人經濟學 張大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903 巴菲特給股東的投資報告 林汶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549 蔡上機開運天書. 2020: 蔡上機2020大開運 蔡上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587 非喝不可: 自釀冠軍的精釀啤酒地圖 陳雨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747 史料四編: 元高麗紀事 北虜風俗 四夷館考 佚名, (明)蕭大亨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785 高僧傳 (梁)沙門慧皎撰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4792 五燈會元 (宋)釋普濟撰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4808 詩毛氏傳疏 (清)陳奐撰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4815 政治地理學原理 沙學浚原稿; 陸寶千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4839 重校十三經不貳字 (清)李鴻藻序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846 讀書叢錄 (清)洪頤煊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853 切韻求蒙 梁僧寶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860 音注中原音韻 周德清著 六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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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上機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臺糖



9789865754891 虛字會通法初續編 徐超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914 周易傳注 (清)李塨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921 僧伽尺牘 葉蓋塵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945 四聲韻譜 梁僧寶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969 爾雅音圖 (晉)郭樸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976 宋版說文正字 神田喜一郎解說; 黃錦鋐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983 經解入門 (清)江藩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990 段注說文解字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 王瓊珊編寫四版 精裝 1

9789865404000 尚書話解 陳善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017 章太炎尺牘 王陽明尺牘 歸震川尺牘 章太炎, 王陽明, 歸震川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031 求闕齋讀書錄 (清)曾國藩撰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404048 古經解鈎沉 (清)余蕭客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404055 古微書 (明)孫穀輯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404062 說文校議 (清)嚴可均, (清)姚文田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404079 讀書雜識 (清)勞格著, (清)丁寶書述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404086 論語集解義疏 (梁)皇侃疏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404116 尚書今古文注疏 孫星衍註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4147 易參義 (元)梁寅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154 讀易私言; 易纂言; 易學濫觴 (元)許衡, (元)吳澄, (元)黃澤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404178 書經講義 陳榮昌鑒定; 張鴻範講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185 四書箋解 (清)王夫之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192 箴膏肓 起廢疾 發墨守; 禮記偶箋 鄭玄, (清)萬斯大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208 標注論語集註講本 諸橋轍次標注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215 四書人物輯略 姜可久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222 訓詁學概論 齊佩容撰 四版 平裝 1

9789865404239 古書虛字集釋 裴學海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5404246 易學集成 (清)彭文煒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253 東谷易翼傳 (宋)鄭汝諧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260 溫公易說 (宋)司馬光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277 吳園周易解 (宋)張根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284 孫氏周易集解 (清)孫星衍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291 復齋易說; 古周易 (宋)趙彥肅, (宋)呂祖謙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307 詩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說 (清)夏炘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321 楊氏易傳 (宋)楊簡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338 郭氏傳家易說 (宋)郭雍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345 汗簡箋正 (後周)郭忠恕撰; (清)鄭珍箋注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352 經義述聞 王引之撰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4369 周易姚氏學 (清)姚配中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404376 周易通論 (清)李光地撰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4383 周易觀彖 (清)李光地撰 四版 精裝 1

9789865404390 孟子集註 漢文學會補注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406 補註學庸章句 簡野道明補註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413 易學象數論 (明)黃宗羲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404420 易學論叢 章太炎等撰; 廣文編譯所編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404437 周易釋爻例; 周易虞氏略例; 易經異文釋; 周易考異(清)成蓉鏡等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444 重校宋本廣韻 廣文編譯所編 四版 精裝 1

9789865404451 曾文正公雜著 (清)曾國藩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475 清代四星使書牘 李鴻章等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482 東塾讀書記 (清)陳澧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499 古書疑義舉例 俞樾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4505 明二百名家尺牘 (清)賴古堂周在梁三兄弟鈔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512 易林釋文 京氏易傳 周易略例 焦延壽, 京房, 王弼撰; 丁晏, 陸績, 刑璹注釋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536 中國經學史 本田成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4543 經訓比義 (清)黃以周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550 皇清經解提要 (清)沈豫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567 困學蒙證 (清)宋令君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574 周易古筮考 尚秉和輯釋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581 易通 劉次源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598 清代名人尺牘 琴石山人編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604 秋水軒尺牘 (清)許葭村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4611 雪鴻軒尺牘 (清)龔未齋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628 切韻指掌圖 (宋)司馬光撰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4635 讀書脞錄 孫志祖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642 中庸章句質疑 (清)郭嵩燾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659 論語附記 (清)翁方綱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666 孟子附記 (清)翁方綱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680 經典常談 朱自清編撰 五版 平裝 1

9789865404697 過庭錄 (清)宋翔鳳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703 易圖明辨 (清)胡渭輯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404710 玄牘記 (明)盛時泰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727 新出漢魏石經考 吳峻甫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404734 羣書疑辨 (清)萬斯同纂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741 程氏易傳 (宋)程頤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758 諧聲表 (清)江有誥撰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082 歪仔歪詩刊. 17: 詩的鏡像與折射專輯 黃智溶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938 音樂療法的基礎 村井靖兒作; 吳鏘煌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760 寶特瓶溫灸養身術: 隨時隨地溫暖穴道,改善虛寒體質若林理砂著; 夏淑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4915 TELLO飛行器課程 緯育STEAM教研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9704939 自走車課程. Level I 緯育STEAM教研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4946 自走車課程. Level II 緯育STEAM教研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4953 飛行器課程. Level I 緯育STEAM教研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4960 飛行器課程. Level II 緯育STEAM教研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109 吸金文案寫作力 朱雪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116 世界一流菁英絕對達成的高效溝通術：Apple、聯想等世界五百大企業都在用的50個說話公式姜朝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緯育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樂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83

送存冊數共計：83

賣田



9789869815123 第四類投資模式: 行為技術分析,從人性與金融市場的互動與碰撞,洞察獲利勝機保羅.亞佐巴帝(Paul V. Azzopardi)著; 陳重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130 說故事的力量: 解決問題、發揮影響力的最佳工具,微軟、NASA、華府智庫爭相學習安奈特.西蒙斯(Annette Simmons)著; 俞沈彧,沈曉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147 主力的思維: 日本神之散戶cis,發一條推特就能撼動日經指數cis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154 一流自雇者的時間管理術: 打敗拖延症,每天只做7件事!戴蒙.札哈里斯(Damon Zahariades)著; 劉奕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8933 漫畫萬物由來: 米 郭翔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8940 漫畫萬物由來: 麵條 郭翔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8957 漫畫萬物由來: 醬油 郭翔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8964 漫畫萬物由來: 豆腐 郭翔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8971 漫畫萬物由來: 糖 郭翔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8988 漫畫萬物由來: 鹽 郭翔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36047 心理諮詢個案督導 嚴文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078 瘋涼話 孟火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085 足球功夫秘笈 蘇明池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9027 隱藏商品背後的故事: 學習商業策略的教戰手冊安部徹也著; 楊哲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034 跨越彩虹52天 黃霓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041 幸福的禮物 郭孟鑫著; 賴雅琦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9058 浯江溪水依舊流: 金門迎春 張麗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4231 曼谷.清邁 黃浩雲, 吳佳曄,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286 京阪神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354 京阪神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385 首爾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392 西班牙: 馬德里.巴塞隆納.安達魯西亞 趙思語, 吳佳曄,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460 首爾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9-2020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484 關西近郊攻略完全制霸. 2019: 奈良.滋賀.和歌山.三重.岡山.瀨戶內海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07 香港 趙思語, 陳瑋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14 Cheers!深夜台北: 小酒館、咖啡屋、酒吧、餐廳...不想回家的時候就到這裡逗留吧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21 台北捷運這樣玩 黃浩雲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38 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蒙特內哥羅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45 義大利 王偉安,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52 加拿大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76 南法: 普羅旺斯 蔚藍海岸&摩納哥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583 東京近郊攻略完全制霸. 2019-2020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06 宜蘭PLUS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13 巴黎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9-2020 趙思語,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20 葡萄牙 陳蓓蕾,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37 南法.摩納哥: 普羅旺斯.蔚藍海岸 李芷姍,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44 一張PASS玩遍大東京 呂宛霖,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51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19-2020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68 土耳其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75 巴黎 王偉安, 陳瑋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黎明文化



9789862894682 釜山大邱衝一波! 賴瑋珊,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699 希臘愛琴海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墨刻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05 希臘: 雅典.愛琴海島嶼 趙思語, 吳佳曄,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12 日本鐵道旅行. 東卷: 北海道.東北.關東.信越.靜岡吳佳臻,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29 日本鐵道旅行. 西卷: 中部北陸.關西.山陰山陽.四國.九州吳佳臻,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36 西班牙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43 逆轉騙數 莊惟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50 日本貓島指南: 一邊吸貓,一邊玩遍瀨戶內.東北.九州.沖繩的離島假期!地球部方編輯室作; 珂辰, 柯璇翻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67 手機拍貓貓 Erica Wu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74 世界偉大建築奇蹟 朱月華,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781 世界偉大建築奇蹟 朱月華,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2894798 越南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琴慧, 墨刻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804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20 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811 九州攻略完全制霸. 2020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828 一個人的鐵道旅行: 台灣鐵路小旅行,路線規劃指南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880 指甲健康研究室: 40堂從家庭保健到手足指甲護理的實務指引李安騏, 中華民國手足保健教育協會著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897 尼泊爾&喜馬拉雅健行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宜君, 墨刻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903 釜山大邱地鐵地圖快易通 黃雨柔,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4910 紐西蘭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吳秀雲,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030 體態平衡與疼痛的根源: 揪出全身疼痛的關鍵原因!蔡定成, 張嘉和, 葉明嘉合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3225 大專院校棒球運動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團隊衝突、團隊凝聚力與滿意度相關之研究陳威成撰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785 問題解決導向管理個案. 二: 台灣越南個案專刊. 二蔡翠旭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304 山中的八部合音Luk Luk 樂芙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092 輕鬆規劃草本風花草庭園: 活用多年生草本植物4類型x色彩天野麻里絵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200 專家級多肉植物栽植密技: 500個多肉品種圖鑑&栽種訣竅靍岡秀明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675 奧許維茲臥底報告: 自願關進納粹集中營的波蘭英雄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著; 黃煜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699 閣樓裡的佛 大塚茱麗著; 林則良譯 平裝 1

9789869716550 我的青春,在台灣 傅榆主述; 陳令洋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567 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574 甜蜜的世仇: 英法愛恨史三百年──從路易十四、邱吉爾到歐盟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 伊莎貝爾.圖姆斯(Isabelle Tombs)著;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16581 甜蜜的世仇: 英法愛恨史三百年──從路易十四、邱吉爾到歐盟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 伊莎貝爾.圖姆斯(Isabelle Tombs)著;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81711 成為一個新人: 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張子午著; 曾原信, 吳逸驊, 余志偉攝影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芙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86

歐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431 標竿基礎閱讀80篇 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執行主編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6462 標竿兒童美語文法寶典練習簿 賴素如策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06479 標竿兒童美語文法寶典練習簿 賴素如策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06486 標竿兒童美語文法寶典練習簿 賴素如策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06493 標竿兒童美語文法寶典練習簿 賴素如策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742801 標竿兒童美語文法寶典練習簿 賴素如策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742818 標竿兒童美語文法寶典練習簿 賴素如策劃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742825 Topic vocabulary 賴素如策劃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2832 Fun with vocabulary 賴素如策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956 有了健康,您才擁有一切! 何裕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970 人類智慧最重要的9個定律 勞倫斯.彼得(Laurence.Peter)等著; 黃惠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987 決定你成功的不是情商,而是逆商AQ 譚春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994 不迷茫,給生命中的安然和平靜 何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003 社交心理和溝通技巧的必讀聖經 戴爾.卡耐基(Dale Carneg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010 祕而不宣的高段識人術 李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1800 足in.動與感之境遇: 稻草人現代舞團特定空間舞蹈創作演出古羅文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4695 可視化輕鬆學AI: Excel+Tensorflow 高煥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703 GaryTu fashion illustration collection : Scarlett 塗至道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152 墨舞: 傅益瑤が描く日本の祭り絵展 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5169 大道有傳: 傅抱石傅益瑤藝術展 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791 寶石包子 易昀文; 亨利達達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904 大頭 蛀牙了! 姚詠中文; 謝侑希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99911 多多愛生氣 甜甜圈編輯群文; 侑希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廣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範時尚插畫經紀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海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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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威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8952 帝國: 大英帝國世界秩序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睿容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9798969 明治天皇 伊藤之雄著; 林靜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976 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 尼爾.弗格森(Niall Erguson)著; 顧淑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976 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 尼爾.弗格森(Niall Erguson)著; 顧淑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976 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 尼爾.弗格森(Niall Erguson)著; 顧淑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983 文明: 西方與非西方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黃煜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990 教宗史 約翰.朱利斯.諾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著; 黃書英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855 蔣貢公珠雲丹嘉措之無門戶見 仁固珠古(Ringu Tulku)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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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7824 新界夜歌 雲吞娘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7831 流浪行星 凉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707848 戀愛基因缺陷 小蛋黃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459 在路上On the road: 龍潭、關西、橫山、竹東、北埔、峨眉、獅潭、大湖、東勢黃銘彰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765459 在路上On the road: 龍潭、關西、橫山、竹東、北埔、峨眉、獅潭、大湖、東勢黃銘彰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765466 在地real local: 北投.天母 黃銘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9609 港澳台高考數學歷屆試題暨歷屆指考數(甲)(乙)詳解劉安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6716 吳哥遺珍: 青銅文物特輯 陳澤治, 陳鴻榮專文作者 初版 精裝 2

9789868696723 震榮堂墨林 陳澤賢, 陳鴻榮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198 尋豆師. 2 許寶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2604 不一樣 蕭敬騰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732611 新.這樣裝潢省大錢 姥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2628 蘿潔塔的廚房 蘿潔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2642 百年和食 李迺澔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蝴蝶蘭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震榮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編集者新聞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劉睿兩岸高中數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扉

送存冊數共計：3

廣場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323 勇士的國土: 環遊美國50州. 二部曲 吳祥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040 尋味: 你沒走過的社工路 吳文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246 觀光餐旅業導論 卓文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19253 中餐烹調實習 孫靖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19260 餐飲服務技術 高琦, 王娉婷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3102 凡人的山嶺 王威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3126 臺南嫁娶禮俗研究 張耘書, 鄭佩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73133 臺南生育禮俗研究 吳建昇, 陳志昌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73140 臺南喪葬禮俗研究 楊士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73157 臺南牽亡歌陣研究 吳碧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73164 臺南過火儀式研究 吳明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73171 臺南請水儀式研究 周宗楊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73195 雋藝風華: 藝術拓荒者林智信回憶錄 林智信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09009 迸裂土地而出的力量: 走過二十年,十二個九二一災後堅持至今的故事謝志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023 落花時節: 葉笛詩文集 葉蓁蓁, 葉瓊霞合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09030 許達然散文集 莊永清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09047 陳玉珠的童話花園 陳玉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09054 和風 人隨行 陳志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09061 臺南映象 謝振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09078 天光雲影 林柏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09092 百年追想曲: 歌謠大王許石與他的時代 黃裕元, 朱英韶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007 歌謠交響: 許石創作與採編歌謠曲譜集 黃裕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4007 歌謠交響: 許石創作與採編歌謠曲譜集 黃裕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4014 人間蔣渭水: 蔣渭水歷史影像集 蔣朝根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412 百變探索樂園: 地心冒險(中英對照) 玩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30933 鯉魚變 謝武彰文; 蔡其典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0971 一年級鮮事多 王淑芬文; 賴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046 小熊寬寬與魔法提琴. 2: 勇闖黑森林 陳沛慈文; 金角銀角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268 巴第市系列. 2: 間諜竊密事件簿: 人體城市的營運中心-口腔.消化.排泄施賢琴等作; 蔡兆倫, 黃美玉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442 勇敢小火車: 卡爾的特別任務 賴馬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459 給你咬一口 黃郁欽, 陶樂蒂圖文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4

樂疊創意機器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學齋



9789575031480 早起的一天(創作20週年紀念版) 賴馬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664 巴第市系列. 1: 超級城市選拔賽: 人體城市的調節中心-大腦.五官.皮膚施賢琴等作; 蔡兆倫, 黃美玉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701 巴第市系列. 3: 怪客入侵大作戰, 人體城市的交通中心-心臟.神經.肌肉施賢琴等作; 蔡兆倫, 黃美玉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763 南柯一夢 謝武彰文; 葉祐嘉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1794 小熊寬寬與魔法提琴. 3: 文字塔大闖關 陳沛慈文; 森本美術文化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258 為什麼我不能把錢花光?: 一起學習個人理財費莉西亞.羅(Felicia Law), 傑拉德.貝利(Gerald Edgar Bailey)文; 顏銘新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289 給中學生的情緒管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情緒調適力,現在開始學習!楊俐容, 孫德齡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319 為什麼爸媽忙著努力賺錢?: 一起學習家庭理財費莉西亞.羅(Felicia Law), 傑拉德.貝利(Gerald Edgar Bailey)文; 顏銘新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432 教養的真相 王宏哲, 劉鶴珣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2630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賴馬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654 給我咬一口 黃郁欽, 陶樂蒂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678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達文茜文; 唐唐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685 媽媽變魔術 童嘉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739 奶奶的記憶森林 崔永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746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賴馬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3576 從讀到寫,林怡辰的閱讀教育 林怡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613 仙靈傳奇. 3, 畫仙 陳郁如文 第1版 其他 1

9789575033705 閱讀素養: 黃國珍的閱讀理解課,帶你讀出深度思考力黃國珍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798 安心做父母,在愛裡無懼: 黃瑽寧陪你正向育兒,用科學實證打造幸福感家庭黃瑽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811 走進小孩的內心世界 河合隼雄著; 蕭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3828 小孩的宇宙 河合隼雄著; 詹慕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3903 迷你活版印刷機 日本學研編輯部著; 葛增娜, 黃郁婷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061 父母的語言 丹娜.蘇斯金(Dana Suskind)著; 王素蓮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078 少年小說怎麼讀?: 從讀到解讀,帶孩子從故事中培養閱讀素養王淑芬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122 造舟裡的生命教育 溫志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290 夢想零極限: 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的熱血人生陳彥博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320 溫美玉素養趴 溫美玉, 王智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481 邁向目的之路: 幫助孩子發現內心召喚,踏上自己的英雄旅程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4580 最棒的禮物 賴馬文.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4719 媽媽的福利時代: 徐玫怡的放養圖文筆記書 徐玫怡文字.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726 貓熊警察: 恐龍蛋失竊事件 信子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4740 小孩的科學STEAM. 5: 小學生STEAM實驗室許兆芳, 盧俊良, 蕭志堅著; 黃哲宏繪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4801 教室裡的對話練習: 當學思達遇見薩提爾 張輝誠, 李崇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825 吃東西要小心: 甜滋滋的糖沒有告訴你的祕密朴恩浩文; 尹知會圖; 葛增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4832 吃東西要小心: 亮晶晶的鹽沒有告訴你的祕密朴恩浩文; 趙成延圖; 葛增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4849 吃東西要小心: 香噴噴的麵粉沒有告訴你的祕密朴恩浩文; 尹知會圖; 葛增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4887 看見四季: 玩藝術、品美學、動手解決問題,四季藝術幼兒園的教育創新之路唐富美, 四季藝術教育機構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948 故事臺灣史: 10個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 故事:說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作; 慢熟工作室繪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955 故事臺灣史: 22個改變臺灣的關鍵人物 故事:說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作; 慢熟工作室繪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962 怪傑佐羅力之大圖鑑角色大全集 原裕原作.監修; 詹慕如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4979 來不及閃耀的星星 大衛.巴克雷.摩爾(David Barclay Moore)文; 卓妙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4986 教學力: 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 藍偉瑩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006 吳敏蘭陪小孩聽賴馬英文繪本: 早起的一天(中英點讀故事)賴馬原作; 吳敏蘭, 吳敏嘉改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013 吳敏蘭陪小孩聽賴馬英文繪本: 猜一猜我是誰?(中英點讀故事)賴馬原作; 吳敏蘭, 吳敏嘉改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020 合作課: 從我到我們的團隊練習 吳緯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037 值日追書生 王文華文; 張睿洋圖 再版 平裝 1

9789575035044 小熊媽讓孩子學會自己讀的英語閱讀101+ 張美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051 教出雙語力: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媽咪許雅寧的30堂讀寫課許雅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174 去投票吧! 馬克.舒爾曼(Mark Shulman)文; 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5228 甲蟲男孩. 2, 女王再臨 M. G.里奧納(M. G. Leonard)文; 黃意然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490 懷舊糕餅. 4: 牛舌餅、老婆餅、脆皮流沙球、古早味蛋糕的回憶點心呂鴻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506 外傭學做菜. 3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513 越南街邊美食,懂得吃也懂得做 杜漢琛, 杜與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520 小烤箱的低醣低碳甜點: 餅乾x派塔x吐司x蛋糕x新手必備的第一本書陳欲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544 風華再現90道古早味點心 呂鴻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317 小總裁腦力開發: 3C3Q創智課程 蘇美玲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1794 生活陶全書: 涵蓋完整的陶藝基礎和進階技法,是陶藝教學與自學者必備工具書。呂嘉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800 兒童陶全書: 簡單有趣的11種玩陶手法,捏出創意十足的陶器!呂嘉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886 如果,你來佛羅倫斯: 漫步在天堂美食與文藝復興之間法比歐.皮奇(Fabio Picchi)作; 林潔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893 向大師學素描 羅伯特.貝佛利.黑爾(Robert Beverly Hale)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930 終於搞懂葡萄酒!: 葡萄酒專家用簡單說明與易懂圖示,解答新手最想知道的68個問題大衛.柯伯(David Cobbold), 賽巴斯汀.杜宏維爾(Sébastien Durand-Viel)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029 圖解蜜蜂與養蜂: 認識蜜蜂的一生,學習如何飼養、愛護蜜蜂,從製作蜂箱到採蜜的全面自學指南伊夫.顧斯坦(Yves Gustin)著; 劉永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043 設計幾何學: 發現黃金比例的永恆之美 金柏麗.伊蘭姆(Kimberly Elam); 吳國慶, 呂珮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2050 人類世的誕生: 從地質紀錄中反思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掌握改變未來的契機西蒙.路易斯(Simon L. Lewis), 馬克.馬斯林(Mark A. Maslin)著; 魏嘉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067 越簡單越健康!看圖學做100分營養料理 小田真規子, 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營養部著; 游韻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074 生命與味覺: 「來吧,請慢慢享用」「開動了」辰巳芳子作;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081 鹽漬、油封、烘烤、冷藏食材的熟成與活用(暢銷紀念版)福家征起著; 連雪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2111 安徒生,在黑暗中說故事的人 娜塔莉.菲呂(Nathalie Ferlut)作; 陳文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142 Lady Whisky 威士忌女爵 喬艾爾.亞利桑德拉(Joël Alessandra)著; 謝珮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166 飮．自然Natural Wine: 獻給自然派愛好者的葡萄酒誌no.1林裕森策畫; 王秀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90573 三字經 柳花編; 嚴永滿, 任桂森繪; 麥曉昕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580 弟子規 馬國華編; 葉家斌繪; 邊少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597 增廣賢文 謝鎮澤編; 陳挺通繪; 邊少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603 千家詩 馬國華編; 黃穗中繪; 邊少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610 宋詞 馬國華編; 梁培龍繪; 麥曉昕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627 唐詩 王清溪編; 梁培龍繪; 劉琦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634 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郭濟訪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658 嶺南尋奇: 聽彭嘉志說故事之街巷探祕 彭嘉志文; 湛藍影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696 嶺南尋奇: 聽彭嘉志說故事之小腳走古蹟 彭嘉志文; 湛藍影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702 嶺南尋奇: 聽彭嘉志說故事之廣飲廣食 彭嘉志文; 湛藍影視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739 從古典到現代: 張大千的藝術1950-1983 馮幼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746 張大千參考書目選錄 陳筱君, 羅啟倫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羲之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龍少年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積木女巫親子智慧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1579 國學經典快樂讀本: 東周列國志 童心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1586 國學經典快樂讀本: 東周列國志 童心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1708 字音字形競賽試題完全解析. 國小組 賴慶雄編注 2版 平裝 1

9789864521715 藏在地圖裡的絕美詩詞 斯塔熊文化編; 豆豆魚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21722 藏在地圖裡的絕美詩詞 斯塔熊文化編; 豆豆魚繪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21739 藏在地圖裡的絕美詩詞 斯塔熊文化編; 豆豆魚繪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521746 藏在地圖裡的絕美詩詞 斯塔熊文化編; 豆豆魚繪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521753 常用疊字分類詞典 李炳傑, 賴慶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777 醜小鴨(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庫奈.昆東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784 夜鶯(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哈森.艾美卡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791 小美人魚(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戴爾.布蘭科納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07 國王的新衣(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法比爾.曼奇尼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14 打火匣(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法比爾.曼奇尼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52 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林廉恩繪; 林麗麗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21 賣火柴的小女孩(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伊娃.蒙特娜麗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38 拇指姑娘(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維多利亞.佛米娜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45 野天鵝(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斯蒂法諾.莫理斯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69 勇敢的小錫兵(注音版) 安徒生原著; 伊娃.蒙特娜麗繪; 林麗麗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76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被人誤會沒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83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失敗一次沒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890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不是第一沒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06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向人道歉沒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13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有點愛哭沒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20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有耐心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44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會表達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37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能分享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51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不打人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68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懂安全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75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很專注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82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愛吃飯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999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愛大笑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02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會說不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19 小豬呼嚕性格養成繪本: 我有禮貌 袋鼠媽媽童書著; 菲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26 小紅帽(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蒂凡尼.勒.伽羅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33 布萊梅樂隊(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拉蘇爾.艾哈麥迪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40 青蛙王子(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克里斯蒂安娜.切落蒂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57 勇敢的小裁縫(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艾薇.赦爾維亞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64 穿長靴的貓(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安德魯.戴美妮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71 灰姑娘(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斯蒂法諾.莫里斯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88 白雪公主(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維多利亞.佛米娜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095 牧鵝姑娘(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薩拉.烏戈洛蒂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101 長髮公主(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克里斯蒂安娜.切落蒂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118 睡美人(注音版) 格林兄弟原著; 薩拉.烏戈洛蒂繪; 夏鈴音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149 手繪世界大歷史 洋洋兔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194 有禮真好: 用餐禮儀輕鬆學 沈媛著; 姜靜亞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200 有禮真好: 日常生活沒問題 沈媛著; 姜靜亞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217 有禮真好: 和人交往學問大 沈媛著; 姜靜亞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224 有禮真好: 公共場合我不慌 沈媛著; 姜靜亞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231 有禮真好: 遇到危險我不怕 沈媛著; 姜靜亞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螢火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025 開誠布公集思廣益: 林嘉誠政經論 林嘉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80032 警察先生,就是這個人!: 從歷代名臣智慧看現代治安管理鄒濬智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929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5308 英語從頭學: 啟蒙學習組 親子手冊 黃淑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05315 常春藤兒童英語IVYLAND 黃淑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649 威士忌靈魂 Richard Grindal作; 簡藝譯 平裝 1

9789869254656 酷酷貓遊戲國. A, 當Scratch愛上Micro:bit 鍾政信, 吳鳳瑋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4663 KIBO機器貓闖天關. A 曾淑杏, 劉蕙儀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8501 21世紀價值投資: 從葛拉漢到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策略布魯斯.格林沃德(Bruce C. N. Greenwald)等作;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518 哥倫比亞商學院必修投資課 保羅.桑金(Paul D. Sonkin), 保羅.喬森(Paul Johnson)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525 耶魯操盤手: 非典型成功 大衛.史雲生(David F. Swensen)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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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6531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 英文 Nancy Lai, Ignace Feng作 平裝 1

9789869696548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 國文 江超平, 鄒彤憶編著 平裝 1

9789869696555 4小時學會英語發音: 自然發音+KK音標 Sophie Chen作 平裝 1

9789869696562 學測公民與社會: 高分好簡單 羅文著 平裝 1

9789869696579 學測地理: 高分好簡單 劉成霖著 平裝 1

9789869696586 學測歷史: 高分好簡單 林辰著 平裝 1

9789869696593 選文講堂: 必考文言文32 江超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9776806 完全制霸!英文文法. 基礎篇 Nancy, Ignace編著 平裝 1

9789869776813 完全制霸!英文文法. 進階篇 盧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422 拓展你的人生地圖 郭順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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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寰宇軒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安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行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9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憶母堂



9789868926868 九二一傷痕孫少英素描集 孫少英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47409 屍人莊殺人事件 今村昌宏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423 怪奇草紙: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 伍 宮部美幸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454 沒有昨日,就沒有明天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461 如幽女怨懟之物 三津田信三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478 綁架遊戲 東野圭吾著; 陳岳夫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447485 夏之門 羅伯特.海萊因(Robert A. Heinlein)著; 吳鴻譯 平裝 1

9789579447492 零的焦點 松本清張著; 張筱森, 黃盈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447508 點與線 松本清張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447515 刑警家的孩子 宮部美幸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522 神經喚術士 威廉.吉布森著; 歸也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539 人魚公主殺人事件 北山猛邦著; Rapp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546 通往謀殺與愉悅之路: 一網打盡古今東西經典推理名作,學校修不到的推理小說通識課佳多山大地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553 絃之聖域 栗本薰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409 國際化妝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大會特刊暨論文集. 2019林智健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82860 多元觀點取向之課程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第 二十一屆課程與教學論壇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847 芒種: 靜宜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九屆 陳明柔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892 復歸於樸: 黃媽慶個展 李文鑫, 林清鏡專文撰稿 平裝 1

9789869829502 萬花,還有書: 葉育男與章三的觀念計畫 葉育男, 章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9519 通過親密的旅程: Pamela Hevia個展 梁美慧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38425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六冊, 五年級下學期林文鵬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585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張于玲等編撰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30653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十一冊, 六年級上學期王琇姿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837 技術型高級中學 一般科目語文領域: 國文 張焮嵐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0844 普通型高級中學 語文領域: 國文 張焮嵐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0851 怪獸想搬家 楊采潔文; 杜小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868 不一樣的圖書館 吳伯玲文; 嚴凱信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875 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 英文A版 林茂松, 王安琪, Sarah Brooks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0882 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 英文B版 劉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899 普通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 英文 陳純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0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 蘇懿生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12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1 游森棚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靜宜大學



9789863330929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 化學(全一冊)蘇捷魁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36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 地球科學(全一冊)黃晟庭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43 多元選修教材: 初等幾何學 黃仁杰, 王信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50 地理. 1, 課本(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賴進貴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67 物理(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姚珩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74 公民與社會. 1(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王宏仁等編撰; 李酉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981 小梨子來了 吳佐晰文; 陳盈帆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998 超紙馬戲團 楊采潔文; 陳虹伃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99842 Verilog硬體描述語言數位電路設計實務 鄭信源編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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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8585 法は水の如し: 慈悲三昧水懺講記 .下編 釋證厳講述 其他 1

9789869630597 築千年的希望: 九二一希望工程紀念詩集 林碧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26907 靜思語三十周年紀念(典藏版) 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26914 靜思語. 第五集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6921 靜思法髓妙蓮華 序品第一 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629 美顏. II 王淑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636 觀光餐旅業導論 陳思怡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77643 美膚. II 聶惠如, 陳宥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650 中餐烹調實習 陳思怡, 廖清池, 蔣家娟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77667 家政概論 蔡語慧, 徐美貴, 范綺葳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77674 餐飲服務技術 王鈺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77681 房務實務. 下 林雅鈺, 謝翠芳,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021 薌風書蹟: 薌風書藝會己亥會員作品雅集 黃碧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249 歐陽詢楷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744256 歐陽詢楷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744263 當書法邂逅現代詩 謝勳作 精裝 1

9789869744270 林慶文書法: 抖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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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賴美鈴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薌風書藝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儒林



9789572838129 FLORA閒來弄花事: 草月 賴美鈴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3304 經皮生化光波: 生物醫學工程技術臨床新寵 林宏隆, 黃慶成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5751 心動南京: 臺胞在寧創業故事 臺胞在寧創業故事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540 增訂<>釋例 廖平喜, 廖珮妤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809 歐法風頂級手作麵包 張宗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816 法式風手作極品麵包 許明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913 易經 道德經 金剛經 心經四經篆刻合刊 王棲安篆書; 沈崇詩篆刻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0711 FLTA Story Book Series FLTA華語自學者繪本書蕭惠貞教授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939 統計學不能做為大數據分析的工具: 原因與補正王冠先, 李玫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946 統計學不能做為大數據分析的工具: 附錄 王冠先, 李玫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669 教育的展望: 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203 竹譜 王景浩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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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曉然文化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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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修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泰生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衡奕精密工業



9789869160667 龍華科技大學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教師多元升等暨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許立達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3209 成長大件事: 親子教養100堂心智啟蒙課 洪曉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6892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9 高文媛等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832 品管部操作規範 曹子健, 陳進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849 如何建立內部培訓體系 洪增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856 高效率的會議技巧 陳立航, 黃憲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863 團隊合作培訓遊戲 任賢旺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690870 企業經營計劃 章煌明, 黃憲仁編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3401 汪星人管家業務日記: 知名網路漫畫家和愛犬的搞笑日常吳潤道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3418 比起在乎臉上皺紋,先阻止血管老化吧!: 3週荷爾蒙調養計劃,從內到外重現年輕,比醫美更有效!安澈雨著;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3425 喵星人管家業務日記: 知名網路漫畫家和愛貓的搞笑日常金惠主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3432 漫畫昆蟲笑料演化史: 史上第一本榮獲「幽默諾貝爾獎」的昆蟲漫畫書金渡潤著; 魏汝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5732 大時代兒女 客家創新流行歌曲. 2 李寶錱編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80967 中國國寶建築: 近代傑作 莊裕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981 老子智慧 姚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998 大學智慧 姚淦銘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1001 大學智慧 姚淦銘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1018 刀鋒上的帝國: 宋遼夏金元亂史 馬兆鋒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1025 刀鋒上的帝國: 宋遼夏金元亂史 馬兆鋒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943 中庸智慧 姚淦銘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950 中庸智慧 姚淦銘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902 根管治療的真善美 陳志平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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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圖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璟璇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龍閣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澳登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橙智國際教育集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753 漸構: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畢業製作作品集. 108級張冠蓮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760 跨域設計產學國際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9第12屆陳合進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791 寄情湖畔的情與思: 樹德科技大學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19黃文樹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746 出走DEPARTURE: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108級畢業展楊裕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208 回顧藝生: 李進安水彩畫特輯. 2019 李進安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356 鹹鹹的鹽 教師指引手冊 廖之瑋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718363 草莓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718370 我的身體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718387 好冷好熱 教師指引手冊 汪淑惠, 游見惠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718394 臉(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002 獨角仙(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019 寄居蟹(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026 黃金鼠(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033 你住在哪裡?(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040 地底下(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057 多彩多姿的金龜子(中英雙語版) 黃淑華,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064 神奇的種子(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071 狗的一天(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088 我們都是松鼠(中英雙語版) 黃淑華,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095 鳥(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101 河流(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118 睡覺囉(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125 蛋(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132 紅蘿蔔和白蘿蔔(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149 竹節蟲(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156 吃吃吃(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163 水果真有趣(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170 你在做什麼?(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187 神奇的昆蟲(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194 誰喜歡水(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儒墨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通識教育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視傳系

樹德科大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設計學院



9789865400200 湯米想要一條尾巴(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217 小寶貝(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224 海葵和朋友(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231 什麼是圓的(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248 大樹(中英雙語版) 黃淑華,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255 蟬在哪兒?(中英雙語版) 黃淑華,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262 蛾和蝴蝶(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279 火車、火車,你要去哪裡?(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286 蒲公英找新家(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293 好吃的水果(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309 蔬菜(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316 豆豆世界(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323 你為什麼還不睡覺?(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330 地球上的顏色(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347 乾燥的地方(中英雙語版) 劉書玉文 平裝 1

9789865400354 蝸牛(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361 動物冠軍(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378 聽一聽(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9789865400385 世界上的原住民(中英雙語版) 何佳芬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751 覺色卡使用手冊 柯蕙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9093 技術型高級中學英文 陳文和等編著; 林秀春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9109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9130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董金裕等編著; 謝佩芬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9178 英文文法總複習講義 陳賢, 陳重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239 學測字彙王(2001-4500) 廖柏州, 黃鈺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246 (題霸)自然科學測全真模擬題本 王耀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260 (SUPER)化學: 教學講義 林虹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307 跨閱.數理人文 王政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321 物理(普通型高級中學) 林秀豪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338 地球科學(普通型高級中學) 梁文宗等編著; 米泓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345 生物(普通型高級中學) 丁宗蘇等編著; 陳俊宏主編 平裝 1

9789862179352 英文(普通型高級中學) 白玉璽等編著; 許展嘉, 張碧珠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9376 物理探究與實作(普通型高級中學) 盧政良, 梅期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383 化學探究與實作(普通型高級中學) 洪碩靖, 史昌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390 地球科學探究與實作(普通型高級中學) 鄭妙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406 探究與實作: 廚房的科學(普通型高級中學) 洪碩靖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413 生物探究與實作(普通型高級中學) 馬瑪宣, 許哲瑜, 蔡任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437 探究與實作 繽紛的光學(普通型高級中學) 李佳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451 公民與社會(技術型高級中學社會領域) 柳勝國, 陳姿穎, 徐致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468 生涯規劃(技術型高級中學綜合活動領域) 李玠錞, 黃思騰編著; 吳芝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505 公民與社會. 1(普通型高級中學) 王仟倖等編寫; 林安邦, 陳文政, 陳敦源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536 (領航)物理(普通型高級中學) 陸怡中, 高銘宏, 鍾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543 (領航)生物 蔡任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550 (月考王)數學. 1 黃豊閎, 陳仕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靛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騰文化



9789862179567 物理. B. 上(技術型高級中學) 葛士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574 (領航)化學(普通型高級中學) 李曉菁, 黃娟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611 化學. B(技術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 徐慧萍, 邱上峰, 蕭志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635 (月考王)生物 蕭天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659 (月考王)化學 姚月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727 (SUPER)普高公民與社會教學講義. 1 李芳媛, 林蒤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734 (領航)歷史. 1 邊遠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741 (領航)公民與社會. 1 廖翠雰, 曾麟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765 (月考王)公民與社會. 1 高慧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772 (領航)地球科學 陳宗元, 林佩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789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球科學教學講義 蕭崇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796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第二冊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819 英文. 2(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 黃玟君等編著; 林秀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840 (月考王)國文. 1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871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黃文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79901 (月考王)地理. 2 張家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956 (領航)地理. 2 章魚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970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 第二冊 柯佳伶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8002 各國商標制度實務指南. 系列2: 一帶一路. 上, 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篇范國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057 兩岸家國三十年: 臺灣陸配群體的政治認同研究王偉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064 議題聲量與台灣統獨意識的趨勢與消長: 結合三大數據庫搜尋引擎的比較杜聖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071 地方法制的理論與實踐 羅承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088 當代大哲論國際正義: 「普世價值」是否存在?林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0101 紅色滲透下的民主危機 陳俐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0118 生活在島嶼上 楊子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0125 黃宗羲儒學思想研究 朱光磊著 修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696 曠野嗎哪. 輯一: 與主同行 孫大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96235 衣櫥裡的哭聲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2889 中華民國斷交史 法律白話文運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896 八千里路雲和月 白先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902 獨舞 李琴峰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919 姐妹書 蔡素芬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232926 酒神賦 洪春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940 籤詩密碼 徐維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957 名將的戰略: 制霸天下的經營管理法則 皆木和義作; 顏雪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964 傳說 蔣勳著 三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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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橄欖



9789863232971 問津 羅智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988 弒母情結: 互相控制與依存的母女戰爭 齋藤環作; Miy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995 回望現實.凝視人間: 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王智明等編; 蕭仁豪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3008 讓沉睡的愛情甦醒 曾昭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15 關於單車,我說的其實是...... 公路車小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22 吉野葛 谷崎潤一郎著;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39 到梵林墩去的人 尉天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46 致我們暖暖的小時光 趙乾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53 格子舖 孫維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77 大聲說幹的女孩 安-索菲.樂莎傑(Anne-Sophie Lesage), 芳妮.樂莎傑(Fanny Lesage)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84 尋宅記 裴在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091 飛羽集 伊絲塔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107 華麗計程車 陳俊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3301 多采世界 FUN手寫: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第十二屆第十二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優勝同學等作; 鄭曉帆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9693318 絕地綠光 黃筱珮, 邱玉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20706 跨境之旅 李筱筠編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713 臉 亞斯莫編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720 異界潛艇堡Other world 亞斯莫編著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592 靜坐之後 王薀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474 嶺東科大55週年幸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4355 婚紗旅遊專題 王忠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74393 Amazing New Zealand 林千源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4209 沙鹿老街廟宇護照: 朝興宮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962 老熊和小鴨 梅.安裘麗(May Angeli)文.圖; 吳其鴻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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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七福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薄伽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聯合報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聯合線上



9789869814003 穿雲: 崇蘭里的故事 馬西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74 全通路跨域整合體驗中心建置與初步成果: 以環球科技大學為例盧盈光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67 氣候變遷下之漂浮綠色民宿 吳世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858 宇宙彌勒淨土 陳金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52872 生命太極數: 數字觀人術 彌勒皇佛作; 決賢神譯 平裝 1

9789866752889 AI與彌勒同在 彌勒皇佛作; 妙蓮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609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夢想篇 OK老師作 其他 1

9789869779616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改變篇 OK老師作 其他 1

9789869779623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行動篇 OK老師作 其他 1

9789869779630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宣傳篇 OK老師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036 中國鐵路郵政史(1888-1949) 林志明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827 5 Leadership-power organization practical handbook for leadersBenson Ho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028 入道捷徑: 解說禪宗重要開示<> 妙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2035 一日一修練: 賞識你自己 許添盛主講; 戴禹鑌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2042 不藥而癒.2: 跟你的身體說說話 王怡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48663 孫中山評傳 胡志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301 都柏林人 喬伊斯(James Joyce)著 ; 莊坤良譯注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155 熊本熊 森真理漫畫; 三条和都編劇; 熊本縣熊本熊團隊審訂; 游韻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179 當代中文語法點全集 鄧守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230 回首流亡路: 一九四九外一章 王臨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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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彌勒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環球華郵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資訊電商系



9789570853278 蒙娜麗莎逛美術館 林滿秋故事; 江長芳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285 台灣永遠的好朋友: 馬偕 周淑惠故事; 簡民熙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292 大家來逛祖師廟 吳望如故事; 陳麗雅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308 愛迪生+為什麼=電燈 林月娥故事; 張振松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315 樂觀上進的歐陽修 彭蕙仙故事; 黃郁欽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322 我好想養寵物 陳小介故事; 江長芳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476 台灣歷史故事. 2: 披荊斬棘的時代(1683-1732)張淑美故事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483 海倫凱勒的故事 林淑玟故事; 王元芳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520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 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李奭學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3537 邊鎮糧餉: 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 1531 -1602賴建誠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3599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王汎森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3612 遊藝黑白: 世界鋼琴家訪問錄 焦元溥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53629 遊藝黑白: 世界鋼琴家訪問錄 焦元溥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53636 遊藝黑白: 世界鋼琴家訪問錄 焦元溥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853643 遊藝黑白: 世界鋼琴家訪問錄 焦元溥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0853674 臺灣翻譯史: 殖民、國族與認同 黃美娥等著; 賴慈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681 予豈好辯哉: 傅佩榮評朱注四書 傅佩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698 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 李孝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711 最美麗的顏色是什麼? 羅蘭星著; 金艾格尼絲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728 克勞蒂特的力量從哪來? 徐寶泫著; 維奧拉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735 誰能做國王? 金英淑著; 李俊熙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742 庫安可以成為國王嗎? 車寶錦著; 金雅賢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759 為什麼趕走了帥氣廚師? 金英淑著; 鄭美藝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773 證明自己: 彭政閔 彭政閔著; 簡政光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803 英文文法有道理!(入門版) 劉美君, 呂佳玲, 徐志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810 廣場與塔樓: 從印刷術誕生到網路社群力爆發,顛覆權力階級,改變人類歷史的networkNiall Ferguson著; 葉品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827 命子 董啟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834 哈啾!癢癢! 蔡秀敏著; 林純純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841 啊!請小心意外小惡魔 蔡秀敏著; 蔡美保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858 台灣現代詩史 鄭慧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3865 古羅馬24小時歷史現場: 女奴、占星師、角鬥士、浴場服務生與元老院議員帶你穿梭時空2000年Philip Matyszak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889 我不想成為孩子童年的陰影啊!: 推特女星身兼苦手媽咪的抗焦慮日常Jenny Mollen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896 憤怒年代: 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Pankaj Mishra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02 讓對方不知不覺一直說好的交涉術: 芝加哥商學院、慶應大學都在用的協商技巧,教你避開談話陷阱,開口就把對手變盟友!印南一路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19 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 在悲傷與死亡的面前,我們如何說愛?主動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26 「米兔」在中國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26 「米兔」在中國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33 火槍與帳簿: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李伯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40 各行各業說中文: 課本 何沐容等編寫; 張莉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5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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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0853964 當我們住在一起: 64種居家常見的超級生物! 久留飛克明著; 村林タカノブ繪; 黃郁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71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 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著; 黃中憲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3988 懲罰的三大思辨: 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Didier Fassin著; 林惠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008 發現東亞: 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宋念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022 精確的力量: 從工業革命到奈米科技,追求完美的人類改變了世界Simon Winchester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039 書寫青春. 16: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 第十六屆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053 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 李孝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060 舌尖上的人生廚房 凌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077 宗教心理學之人文詮釋 蔡怡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4084 描描貓愛畫畫 曹俊彥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4091 一家人的南門市場 葉益青著; 張瓊文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4107 醒世姻緣 西周生原著; 蘇偉貞改寫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4121 水滸傳 施耐庵原著; 陳燁改寫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4138 臺灣與民主的距離 馬英九基金會, 長風基金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145 鏡花緣 李汝珍原著; 李潼改寫; 洪義男插畫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4152 保釣運動全紀錄 本田善彥著; 風間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789 水滸領導學: 悟水滸傳中的脫穎、輔佐、巔峰之道吳向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391 吾業遊民: 一個德國遊民血淚拚搏三十年的街頭人生Richard Brox著; 葉怡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176 創譯兄弟商英職人養成術: 52週英文質感優雅升級浩爾, 許皓, Dean Brownles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190 一個人的聖經 高行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4213 現代性的想像: 從晚清到五四 李歐梵著; 季進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4220 格理弗遊記 綏夫特(Jonathan Swift)著; 單德興譯注三版 精裝 1

9789570802153 聊齋誌異 蒲松齡原著; 陳煌改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431 大河劇中的幕末.戰國: 日本歷史人物(中日對照)笹沼俊曉著; 林彥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30448 新日本語能力測驗 考前衝刺讚: 聽解N3 筒井由美子, 大村礼子執筆; 草苑インターカルト日本語学校監修; 林彥伶中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7316 背對世界 湯瑪斯.梅勒(Thomas Melle)著; 楊夢茹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590 圖解RPA機器人流程自動化入門 西村泰洋著; 陳彩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705 雨揚老師的愛情風水幸福自創學: 掌握開運小祕方、輕鬆打理好風水、了解十二生肖個性特質、相信自己培養正能量,就能成功脫單,經營幸福的兩性關係!雨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712 就位: 從平庸到頂尖的關鍵練習,每天30分鐘,養成心流、持續力及精確度同時到位的高效習慣丹.查納斯(Dan Charnas)著; 林憶珊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729 美軍野外生存手冊: 集結美軍百年經驗,最權威的特種部隊絕境求生祕技美國國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著; 王比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7736 春畫: 從源流、印刷、畫師到鑑賞,盡窺日本浮世繪的極樂世界車浮代著; 蔡青雯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357743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作;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357750 夏洛特的研究: 福爾摩斯家族. I 布瑞塔妮.卡瓦拉羅(Brittany Cavallaro)著; 蘇雅薇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767 請問牛頓先生,番茄醬該怎麼倒? 羅伯特.沃克(Robert L. Wolke)著; 高雄柏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7774 藝數摺學: 18堂從2D到3D的「摺紙數學課」,讓幾何從抽象變具體,發現數學的實用、趣味與美李政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781 我擁群像: 栽進體內的微米宇宙,看生物如何與看不見的微生物互相算計、威脅、合作、保護,塑造大自然的全貌艾德.楊(Ed Yong)著; 甜寒, 楊仕音, 劉蓉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798 凌空之魂: 五十嵐大介作品集 五十嵐大介著;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804 環世界: 五十嵐大介作品集 五十嵐大介著;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811 天然植物營養素,啟動健康正循環,打造人體最強防護力: 75種五色蔬食x59種救命植化素x130道保健食譜,三位營養專家教你提高免疫力,降低發炎、防老抗癌,改善三高、遠離失智吳映蓉, 翁德志, 李芷薇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828 惡魔的背影: 五十起滅門謀殺與性侵懸案、縱跨六百公里的犯案足跡、塵封三十年的無解線索,一個調查記者的不懈追尋,帶來揭露「金州殺手」真面目的破案曙光蜜雪兒.麥納瑪拉(Michelle McNamara)著; 林琳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835 2020開運大預言&靈鼠年開運農民曆 雨揚居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842 游牧人生: 是四海為家,還是無家可歸?全球金融海嘯後的新生活形態,「以車為家」的銀髮打工客,美國地下經濟最年長的新免洗勞工潔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859 我的字體排印學之路: 字體排印新浪潮之父沃夫岡.魏因加特(中德對照)沃夫岡.魏因加特(Wolfgang Weingart)作; 田菡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866 餐飲店的賺錢數字: 好手藝、好服務還要懂算術,讓你點「食」成金的42堂數字管理課河野祐治著; 林欣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7873 [全圖解]寫給所有人的運算思維入門 草野俊彥著; 陳彩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880 圖解建築設備練習入門 原口秀昭著; 陳曄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897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一門不教公式,只講故事的數學課安.魯尼(Anne Rooney)著; 陳敏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7903 愛麗絲的訪客 克麗絲汀.曼根(Christine Mangan)作; 力耘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910 奧古斯特的終局: 福爾摩斯家族. II 布瑞塔妮.卡瓦拉羅(Brittany Cavallaro)著; 蘇雅薇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941 天藍色的謀殺案 莎拉.J.哈里斯(Sarah J. Harris)著; 江莉芬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958 刑務所之中 花輪和一著;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965 藻的祕密: 誰讓氧氣出現?誰在海邊下毒?誰緩解了飢荒?從生物學、飲食文化、新興工業到環保議題,揭開藻類對人類的影響、傷害與拯救茹絲.卡辛吉(Ruth Kassinger)著; 鄧子衿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7989 世界咖啡館: 用對話找答案、體驗集體創造力,一本帶動組織學習與個人成長的修練書華妮塔.布朗(Juanita Brown), 大衛.伊薩克(David Isaacs), 世界咖啡館社群(World Café Community)著; 高子梅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聯藝攝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8

鴻儒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531 聯藝攝影年鑑. 2020年 劉信宏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535 馬太福音研讀. 六, 十八至二十章-屬天教會的架構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316 原來如此 若智著 平裝 1

9789869796347 橫筆獨詩天下 陳進勇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6354 邂逅詩歌 李安娜著 平裝 1

9789869796361 華夏與戎狄同源: 秦始皇血緣和語言的啟示 朱學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85760 下堂將軍求復合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5777 下堂將軍求復合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5784 下堂將軍求復合 姒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5791 農門香掌櫃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5807 農門香掌櫃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5814 農門香掌櫃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5821 冤家自願當駙馬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5838 宮門第一婢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5845 宮門第一婢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5852 宮門第一婢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5869 宮門第一婢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5876 貴命糟糠妻 梨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5883 寧為宦妾 北岸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5890 寧為宦妾 北岸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5906 寧為宦妾 北岸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5913 深閨裡的小吃貨 白檀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5920 深閨裡的小吃貨 白檀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5937 胭脂夫人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5944 大人有福妻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5951 畫娘人財兩失 小湯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5968 畫娘人財兩失 小湯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5975 王爺寵妃成妻奴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5982 王爺寵妃成妻奴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5999 嬌娘愛財天下知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6002 嬌娘愛財天下知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6019 嬌娘愛財天下知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6026 嬌娘愛財天下知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6033 嬌娘愛財天下知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6040 茗門閨秀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057 庶命安福窩 瓜子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064 錯嫁福妻 雨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6071 錯嫁福妻 雨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6088 閨秀懶出閣 白玉京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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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9789577886095 閨秀懶出閣 白玉京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6101 閨秀懶出閣 白玉京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6118 我被魔星撩一生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125 代嫁嬌娘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6132 代嫁嬌娘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6149 相府出甜妻 秋濃林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6156 相府出甜妻 秋濃林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6163 相府出甜妻 秋濃林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6170 嬌妻嫁到福滿門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6187 嬌妻嫁到福滿門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6194 嬌妻嫁到福滿門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6200 大宅野丫頭 初錦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6217 大宅野丫頭 初錦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6224 奴婢嬌客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231 吉兆貴女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248 後宅好運女 雲黛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6255 後宅好運女 雲黛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6262 後宅好運女 雲黛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6279 實習貴妃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286 吉星照田園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6293 吉星照田園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6309 吉星照田園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6316 吉星照田園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6323 糕餅廚秀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330 望族貴媳 竹里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577886354 望族貴媳 竹里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577886347 望族貴媳 竹里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577886361 溫家藥娘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378 沖喜閒妻 栩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6385 沖喜閒妻 栩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6392 嫡女今世不當妾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577886415 嫡女今世不當妾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577886408 嫡女今世不當妾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577886439 嫡女今世不當妾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五 1

9789577886422 嫡女今世不當妾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577886446 紅杏今生不出牆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6453 娘子聘夫百萬兩 長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6460 娘子聘夫百萬兩 長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6477 娘子聘夫百萬兩 長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6484 娘子聘夫百萬兩 長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6538 郡王誘婚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6379 心理衡鑑大全 Gary Groth-Marnat, A. Jordan Wright著; 張本聖等翻譯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6430 商用微積分 何宗武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9096454 播音與主持技巧 張德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6461 金融市場概論 黃志典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9096478 基礎統計學: 觀念與應用 林惠玲, 陳正倉著 4版 平裝 1

9789579096485 國際金融: 理論與應用 黃志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492 管理學 戚樹誠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74

雙葉書廊



9789579096508 社會認知理論與科學性別刻板印象 宋鴻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96515 心理學: 認知、情緒、行為 賴惠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522 會計學: 最新IFRS及我國財報編製準則 劉玉琴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96539 會計學習題解答: 最新IFRS及我國財報編製準則劉玉琴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96546 探索管理經濟學 薛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577 社會認知理論與科學性別刻板印象 宋鴻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591 量化研究法. 二: 統計原理與分析技術 邱皓政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5717 陳奮雄文集 陳奮雄著 平裝 全套 1

9789577486196 教育研究的新視野: 「符號學」的觀點 姜得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57 就這麼有品看小說 安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88 六國教育制度分析: 美德英日法中 丁志權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486325 二程易說 黃忠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10 我的飲食養生圖典 賴慧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74 自然與人生 何清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01494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可愛的動物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00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美麗的植物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17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有趣的生活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24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奇妙的人體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31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自然的奧秘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48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神奇的科學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55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浩瀚的海洋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62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昆蟲與蜘蛛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79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世界風貌和建築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86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生命的奧秘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593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發明與發現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609 中國孩子愛問的十萬個為什麼: 軍事與武器 艾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616 素養.閱讀 高碧玉等編纂; 王淑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623 視覺藝術教育概論 吳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630 文學與音樂中的哲思: 情緒認知與人際互動 薛清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647 義達文選 王翠芳等編著;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307 游昌發<>. 1, 洛夫詩歌 洛夫詩; 游昌發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01760 中國文字. 新四十四期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01777 中國文字. 新四十五期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053 阿霞 廖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036 無父之城 陳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098 超棒喜劇這樣寫: 好萊塢喜劇教父編劇技藝大解密史提夫.卡普蘭(Steve Kaplan)著; 呂繼先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藝友出版社



9789869837309 超棒喜劇再解剖: 魯蛇如何變英雄?喜劇的獨特敘事結構大拆解史提夫.卡普蘭(Steve Kaplan)著; 呂繼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7330 鬼地方 陳思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9509 DIS-or-DER物間移記 SUPER ADD超級注意力不集中作; 安豬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012 大同百年風華 陳培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917 <>特刊: Love Infinity 列維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8662 山水 夢境 盧俊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223 洪德忠: 態 洪德忠作; 林庭如, Roy Y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293 霧峰向日葵家園青少年健身工廠運動健身訓練課程專題研究李慈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506 霧峰向日葵家園. 2019: 銀髮族、幼兒園、身心障礙者融合教育研習活動成果報告林豐隆, 林潔珍, 林立君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998 A key to grammar. 2 曾麗風編 四版 其他 1

9789869802000 力克GEPT全民英檢初級. 4 Solina Wu, Lifeng Tseng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2017 力克GEPT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測驗完全破題 Solina Wu, Lifeng Tseng編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364 臺灣美術全集. 第38卷, 江明賢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388 台灣現代陶藝家60 黎翠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395 臺灣美術全集. 第34卷, 黃鷗波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401 空間魔術師: 雕塑之都傳奇 蕭瓊瑞, 謝玫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22432 意象.藝象: 蘇一仲畫作品味析論 劉秋蘭作; 蘇一仲畫; 劉國明英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韻勝樂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藝星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霧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鏡采創意行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5108 小小提琴兒 黃馨蒂, 邱芷瑩, 林貞汝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902 中國景色: 大地采風錄 單之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8919 十歲女兒的紅樓夢: 走入親子共學的大觀園 劉雨菡, 李懷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8926 陪孩子畫唐詩: 用塗鴉培養孩子的詩心 劉雨菡, 李懷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48933 陪孩子畫唐詩: 用塗鴉培養孩子的詩心 劉雨菡, 李懷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48940 陪孩子畫唐詩: 用塗鴉培養孩子的詩心 劉雨菡, 李懷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2205 後植民計畫 陳泓易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0666 荷: 任文東展 任文東, 寶吉祥藝術中心, 柏謝爾.瑪庫(Bashir Makhoul)文字撰述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0673 新浪漫普普 德國造型大師 王小松個展 王小松, 高名潞, 貝婭特.萊芬莎特文字撰述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804 時空膠囊: 市定古蹟臺中林氏宗廟建築賞析 林慶弧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463 呂醫師的拉筋毛巾操: 消除身體7大系統病根告別痛、老、胖.呂紹達作 平裝 1

9789869542470 除汙去漬!正確洗衣: 台灣第一洗衣達人傳授「真正乾淨」的清潔術,3分鐘去除髒汙,拒絕「髒臭毒」殘留!沈富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585 餓死癌細胞的純淨飲食法 歐陽英, 蘇富家, 早乙女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8592 繡出世界風情!景物刺繡全圖集: 16種針法繡出234款超可愛的經典地標與風土名物金賢貞著; 王路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4301 MEOW!可愛貓咪刺繡日常: 第一本喵星人主題刺繡書,教你18種好用繡法,還有29款實用質感小物!全智善著; 吳咏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4325 頂尖營養師教你吃出瘦子體質 林佳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4332 鄒瑋倫的養腎食療: 權威女中醫的60道「補腎固精」料理,照著吃喝,養出年輕強腎力!鄒瑋倫作 平裝 1

9789869734356 在家做100%超抗菌清潔液體皂: 從潔顏煥膚、衣物去漬到居家殺菌,25款純天然無毒、環保萬用皂糖亞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1679 貓狗撿史: 鏟屎官必看 開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686 比句點更悲傷 大師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693 闇黑情緒: 接納憤怒、憂鬱、焦慮、嫉妒、羞愧、絕望、恐懼,你會更茁壯與強大邱淳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716 擺脫邊緣人生: 25則人際攻略,打造有歸屬感與自我價值的人生胡展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723 吃鯛魚讓我打嗝 傑西.艾森柏格(Jesse Eisenberg)著; 吳文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730 別人怎麼對你,都是你教的 黃啟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747 選擇性緘默症: 不說話的孩子 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754 分開旅行 陶立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懸弧令旦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齁實驗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吉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殿國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042 心靈饗宴 自得法師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709 神劇 默涵穆克塔(Mohamukt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991 飛躍龍門 陳美宇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404 除魔派對. 番外: 除魔運勢上上籤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411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752428 神使劇場: 月的朦朧路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435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752442 玫瑰色鬼室友. 卷七, 畢業季節 林賾流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52459 玫瑰色鬼室友. 卷七, 畢業季節 林賾流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001 智在生活. 第一輯 盧泰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769 清代新疆布魯特歷史研究(1758-1864) 張峰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783 水庫與地方創生治理研究 姚祥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790 王國維的「人間」執愛與我的詩情人生 陳茂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806 星雲大師著述「運用譬喻」模式研究: 以<>套書為例釋永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1035 可怕的驚奇謎團: 是巧合還是命中註定? 艾賓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1042 傳說中的生死謎團: 藏在硝煙中的可怕歷史 艾賓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1059 都是機會,絕不放棄: 業務高手培訓班 林姮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1066 失落的古文明: 神祕消失的繁華世界 艾賓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1073 隨時要為最壞的狀況做準備 吳麗娜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312 Super study fun starter co-writers Frieda Huang, Susan Lee, Nick Maclean1st ed. 精裝 1

9789869695329 Super study fun. 1 co-writers Frieda Huang, Susan Lee, Nick Maclean1st ed.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權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蘭珠安琪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愛瑜珈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德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8

寶華山寶山禪寺



9789869695336 Super study fun. 2 co-writers Frieda Huang, Susan Lee, Nick Maclean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1707 闇黑再臨: 格里莎三部曲之二 李.芭度葛(Leigh Bardurgo)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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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4362 睡眠救贖: 缺氧型失眠-魚池平衡理論 陳志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3276 洲尾紀事 林世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467 巴山夜雨: 讓回憶有了聲音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474 巴山夜雨: 每一滴都落在詩中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498 凝光初現: 華文俳句集(中日英對照) 郭至卿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04 渺光之律: 華文俳句集(中日英對照) 洪郁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11 鬼入門: 陳克華詩集 陳克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28 我的新世紀詩路: 李魁賢回憶錄 李魁賢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453535 褶藏川端町 妍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42 少年耶,麥凍路!: 後山靈異奇談 蕭福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59 馭夢少女.麼姆國度 李永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66 地球的背面 張純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73 相信火焰,但不相信灰燼: 羽弦詩集 羽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80 拉千禧之夢 蘇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597 一撇到西洋 明鳳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603 白日夢旅行趣: 環遊世界35國的奇蹟旅程 漢克, 克莉絲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610 卯 張心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627 邂逅 張心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634 咒術師: 溯源 非赫士.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641 凱南帶路遊高雄: 玩進新興、林園、甲仙、岡山與前鎮,吃喝玩樂5大路線全攻略!凱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658 門邊文學: 三邊文學之二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672 我的新世紀詩選 李魁賢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706 談臺灣肖楠: 觀點 王關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722 天闕封神 無極證道院, 武廟明正堂著 平裝 1

9789869708739 三曹成道捷徑史傳 本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單位總數：1846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觀古今藝術交流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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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微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讀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