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2335 血液的身體大冒險: 心臟噗通噗通 李昭乙作; 林盈楹譯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342 寶貝有禮貌: 派樂熊會說你好! Siriluck Rattanasuwaj文字; Piyama Aonjareon繪圖; 璟玟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359 寶貝有禮貌: 派樂熊會說謝謝你! Siriluck Rattanasuwaj文字; Piyama Aonjareon繪圖; 璟玟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366 寶貝有禮貌: 派樂熊會說對不起! Siriluck Rattanasuwaj文字; Piyama Aonjareon繪圖; 璟玟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373 性教育啟蒙: 身體的祕密 立體遊戲書 張慧著; 童捷繪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137 開動囉!開心吃飯不挑食: 肚子鬧鐘咕嚕咕嚕叫 李昭乙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151 我是健康好寶寶: 乖乖刷牙沒蛀牙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229 我是健康好寶寶: 按時睡覺有規律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380 我是健康好寶寶: 多喝開水不生病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397 我是健康好寶寶: 常常洗手沒細菌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03 我是健康好寶寶: 持續運動身體好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10 我是健康好寶寶: 天天洗澡好衛生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27 我是健康好寶寶: 看病吃藥不害怕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34 我是健康好寶寶: 多吃蔬菜不挑食 曲東, 烏克麗麗編著; 張朵拉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41 小白魚的深海冒險 Guido Van Genechten作; 童夢館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58 我的第一本重機博士小百科(注音版) 曾皓群文稿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65 不要羨慕別人,其實你很棒!: 想飛的小兔子 Bonnie Grubman著; Carolien Westermann繪; 童夢館編輯部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72 我的冠軍家庭: 家人的愛永遠都在! 尹真賢著; 悅瑄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89 如果你給老鼠玩手機: 到底該不該玩手機? Ann Droyd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496 小變色龍在那裡?123躲貓貓 Anita Bijsterbosch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2502 中華傳統習俗: 歡鑼喜鼓過新年立體遊戲書 邱嘉慧著; 侯彥禎繪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5008 臺灣第一鹽.塩埕北極殿. 2018: 戊戌年七朝慶成謝恩祈安醮誌李春景等撰文 2020-04-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0106 鹽埕老派生活指南: 早起時 曾國鈞等作; 曾國鈞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0113 鹽埕老派生活指南: 下晡時 曾國鈞等作; 曾國鈞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0120 鹽埕老派生活指南: 暗時 曾國鈞等作; 曾國鈞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201 歌頌祂的偉大 郭華冠新歌創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6804 STEAM原來如此 藍依勤腳本; 李勉之漫畫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23476 華麗の盛放!超大朵紙花設計集: 空間&櫥窗陳列.婚禮&派對布置.特色攝影必備!MEGU著; 周欣芃譯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623506 簡單x好作.初學35枚和風布花設計 福清著; 莊琇雲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623513 動物系人氣手作!DOGS & CATS.可愛の掌心貓狗動物偶須佐沙知子著; Alicia Tung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3044 921震後20年紀事: 以及核電爭議與全球氣候變遷黃榮村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29 你想了解的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但又沒敢問拉岡的)楊小濱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174 小兒子. 14, 好日子 駱以軍原著; 林庭歆繪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3198 日常提問: 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19蕭宇翔等作; 初安民總編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204 趙紫陽傳: 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 盧躍剛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73211 趙紫陽傳: 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 盧躍剛著 2019-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dx Educatio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叁捌地方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CAN國度音樂事奉中心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20-07-03)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90401~10906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塩埕北極殿



9789863873297 風神的玩笑: 無鄉歌者江文也 朱和之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334 不安、厭世與自我退隱: 易文及同代南來文人 蘇偉貞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341 云與樵: 獵影伊比利半島 蘇偉貞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358 時間不感症者: 重返魔都1930 徐禎苓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365 素說新語 朱振藩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389 地底下的鯨魚 許閔淳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396 牧羊人讀書筆記 朱敬一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402 史記的讀法: 司馬遷的歷史世界 楊照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419 雨客與花客 周芬伶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433 二0三0健保大限 張鴻仁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196 直笛小玩童. 上冊, 搖滾玩奏表演篇 趙偉竣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712 人人都能學會存股全圖解 << Smart智富>>真.投資研究室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79729 產業隊長教你看對主流產業選飆股 張捷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79736 巴菲特財報學: 用價值投資4大原則選出好股票 史迪格.博德森(Stig Brodersen), 普雷斯頓.皮許(Preston Pysh)著; 徐文傑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806 高獲利訂價心理學: 漲價賣到翻,低價照樣賺!一本搞懂消費者行為永井孝尚著; 賴惠鈴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813 餐桌上的偽科學系列: 維他命D真相 林慶順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17942 欲望的自動滿足: 啟動同步命運的力量,開展水到渠成的人生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著; 廖世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959 新人類: 掌握靈性進化指南,看見人類新面貌 李.卡羅(Lee Carroll)著; 邱俊銘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7973 人類的心智能: 超越達爾文演化論,揭露人類天生本具的獨特潛能桂格.布萊登(Gregg Braden)著; 謝明憲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986 老闆,來份法律蝦扯蛋！ Shn Chi編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7993 勝訴: 五天打通民事官司的任督二脈 戴家旭編著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69607 刑法分則 林東茂編著 2020-02-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651 精準取捨: 避開90％時間陷阱的高效工作術 理央周著; 謝濱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062 主導權: 從沒人理你,到人人聽你!巧妙支配97%人心的暗黑心理學: 57個攻心法則,讓你掌握大局,隻手遮天小羅密歐.羅德里格斯(Romeo Rodriguez Jr.)著; 卓惠娟譯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5079 危機領導: 在體現品格與價值的時代 桃莉絲.基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著; 王如欣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086 沒有不會讀書的孩子: 讓每個孩子都發光 修復讀書傷害,正向點燃學習欲望朴民根著; 尹嘉玄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5093 醜女與野獸: 從女性主義出發,顛覆你所認識的童話與神話故事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著; 葉旻臻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55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修行義 正果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24562 年輕學生的時尚經濟學: 從產學到職場,創造自己的美麗人生何格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869 白陽編年史. 1905-1940 林榮澤編著 2019-11-00 初版 精裝 卷1 1

9789865904647 濟佛的啟示: 靈妙籤詩解析 林榮澤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890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3, 國外聖訓1997-1998 林榮澤主編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家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8411 理想的讀本: 國文 何淑貞等撰述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48411 理想的讀本: 國文 何淑貞等撰述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610 喜覺支: 拾得三法印記. 2020 釋拾得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1313 Let's rhyme. II editor in chief Ling-Chun Kuo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2081 新版凜小花的水性色鉛筆練習帳 凜小花著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2098 激發孩子專注力的飲食革命 上原まり子著; 王韶瑜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104 益智!創意!用紙箱做立體機關玩具 日本轉動創意研究所監修; 林禕穠譯 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2128 初學石頭篆刻: 一刻就上手 張喬涵作 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193 小狐狸、月亮船與星星糖球 奇奇鳥, 妙妙貓文.圖 2019-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519 基礎生物統計學 沈明來, 張仲凱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6211 十妍雅集、美 劉懿慧等編輯 2020-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003 扶輪路上 你和我 薛秋雄著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55 慚愧僧文集. 第十一集 釋大願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381 人乘佛教 唯佛宗 一無法師 陳明安主講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5404 禪修的基礎: 二00七年一月廿八日於台灣台南 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2102 三0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詩人 吳曉東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54693 爭議的美味: 鵝肝與食物政治學 米歇耶拉.德蘇榭(Michaela DeSoucey)著; 王凌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822 從中土到邊陲: 伊斯蘭東漸歷史文化探索 林長寬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5524043 西班牙的靈魂: 宗教熱情與狂熱理想如何形塑西班牙的命運約翰.克勞(John A. Crow)著; 莊安祺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050 奧運的詛咒: 奧運、世足等大型運動賽會如何圖利財團、危害主辦城市的長期發展?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著; 梁文傑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十美廣告設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妍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十九度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上人文化

一爐香文化



9789865524067 每個屍體都會留下痕跡: 微物證據會說話,鑑識生態學家帶你進入案發現場派翠西亞.威爾特希(Patricia Wiltshire)作; 吳國慶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074 激進市場 艾瑞克.波斯納(Eric Posner), 格倫.韋爾(Glen Weyl)著; 周宜芳翻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098 怪奇物理的日常大冒險: 又酷又能學到東西的漫畫量子力學,迷人又好笑的相對論勞倫.薛弗(Laurent Schafer)作.繪; 宋宜真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104 自由之城: 反抗權威、宗教寬容、商業創新,開啟荷蘭黃金年代的阿姆斯特丹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著; 吳緯疆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4111 原始富足: 布希曼族的生存之道,以及他們能教給我們什麼?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著; 黃楷君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128 你不可能是漢族: 百年來民族魔咒大破解 吳銳著 2020-05-00 平裝 1

9789865524135 不公不義的勝利 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 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著; 陳儀翻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2844 體膚小事 黃信恩著 2020-04-00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2851 人生雖然好煩,就靠哲學扭轉它: 人生雖然有點廢,就靠哲學翻轉它. 第二部傅佩榮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868 寫真年代: 臺灣作家手稿故事. 3 向陽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875 給熟年的祝福帖 琹涵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882 叫我公主: 小華麗公主華麗頌 周芬伶著; 賴昀姿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899 生活邊緣 畢飛宇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905 大食人間煙火 廖玉蕙著 2020-05-00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2912 行星組曲 林一平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929 餘響入霜鐘: 禪宗祖師傳奇 鍾玲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950 新世紀20年詩選. 2001-2020 蕭蕭主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2936 新世紀20年詩選. 2001-2020 蕭蕭主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02943 新世紀20年詩選. 2001-2020 蕭蕭主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836 小紅帽; 長髮姑娘 羅莎琳.波納(Rosalinde Bonnet)圖; 瑪格麗‧傅立葉(Magali Fournier)圖; 李紫蓉譯寫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843 傑克與魔豆; 三隻小豬 克蕾森.布法雷(Crescence Bouvarel)圖; 巴斯卡‧維寇列 (Pascal Vilcollet)圖; 李紫蓉譯寫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850 白雪公主; 糖果屋 露西.布納利爾(Lucie Brunelliere)圖; 格雷琴‧馮斯(Gretch Von S.)圖; 李紫蓉譯寫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8301 人像模型百科全書: 模型製作技法 AMMO of Mig Jiménez S.L.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73328 印度佛學源流略論 呂澂著 2019-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473335 藏傳佛教密咒全集 大千編輯部編集 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4473342 中國佛學源流略論 呂澂著 2020-01-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0726 探索海洋的奧妙 卡蒂.佛朗哥(Cathy Franco)作; 伯納德.阿魯尼(Bernard Alunni)等繪; 潘從宇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0740 探索浩瀚的宇宙 克里斯汀.賽格涅爾(Christine Sagnier)作; 皮埃爾.波(Pierre Bon), 伊莎貝爾.羅納尼(Isabelle Rognoni); 潘從宇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18776 不動產經紀法規要論 曾文龍編著 2019-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8418783 民法概要考前得分衝刺 黃達元編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578418790 不動產估價學 游適銘編著 2019-09-00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048 生命傳記: 建立個人傳記或故事敘寫的練習本 卡爾-漢斯.芬克(Karl-Heinz Finke), 蘿拉.桑默菲爾德(Laura Summerfield)作; 陳脩平譯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992 開運佛經 大元印經會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7304 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 葉天士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元生活實踐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心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人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九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5034 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 擺脫思考同溫層，拆穿自我的誠實之旅褚士瑩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669 身體之書: 與自己重啟對話的生命手記 邱子瑜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720 給自己的10堂外語課 褚士瑩著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737 納尼亞傳奇: 魔法師的外甥 C.S.路易斯著; 彭倩文譯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5744 納尼亞傳奇: 獅子女巫魔衣櫥 C.S.路易斯著; 彭倩文譯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5751 納尼亞傳奇: 奇幻馬和傳說 C.S.路易斯著; 彭倩文譯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5768 納尼亞傳奇: 賈思潘王子 C.S.路易斯著; 張衍譯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5775 納尼亞傳奇: 黎明行者號 C.S.路易斯著; 林靜華譯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5782 納尼亞傳奇: 銀椅 C.S.路易斯著; 張衍譯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5799 納尼亞傳奇: 最後的戰役 C.S.路易斯著; 林靜華譯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5805 解壓放空店: 八耐舜子的笑看青春集 八耐舜子插畫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812 脆弱練習 陳繁齊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829 穿衣顯瘦: 一分鐘從飄大嬸味變身時尚佳人 窪田千紘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836 我其實是個內向的人: 面對人際關係,隱藏的是不安的自己南仁淑著; 陳品芳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843 在名為未來的波浪裡 原子邦妮文字/攝影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850 誰說企鵝不可以飛: 打破框架,遠離成人乏味症 傑森.寇特基圖文; 林師祺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874 看圖就懂!從好好走路開始: 正確使用身體法,讓你遠離老累痠痛,清爽每一天仲野孝明著; 林佳翰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826 黃嘉寧 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969 Grammar map 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策畫編著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2962 天圓地方非人間 陳浚豪[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7030 行政學 張潤書著 2020-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7177 簡易微積分 楊維哲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214 中國社會政治史. 一 薩孟武著 2020-08-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7283 一座小島 尹格麗.賈培特文; 勞爾.谷瑞迪圖; 李家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733 歷史思考大未來: 勾勒歷史教學的藍圖 Sam Wineburg著; 林慈淑等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740 從麵包到蛋糕的追求: 歐洲經濟社會史 何萍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863 天國的夜市 余光中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870 新日檢制霸!: N3單字速記王 三民日語編輯小組彙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7900 男爵薯國王與五月皇后 苅田澄子文; 北村裕花圖; 米雅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7924 案例憲法. I: 導論 李念祖, 李劍非編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931 二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撰; 徐文助校訂; 繆天華校閱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7962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嚴文儒注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7955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嚴文儒注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467979 社會學理論 蔡文輝著 2020-05-00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7993 兒女英雄傳 文康撰; 饒彬標點; 繆天華校注 2020-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8006 楊家將演義 紀振倫撰; 楊子堅校注; 葉經注校閱 2020-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8037 英文騎士團長:用繪本、橋梁書和小說打造孩子英語閱讀素養戴逸群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8068 數思漫想: 漫畫帶你發現數學中的思考力、邏輯力、創造力Chih C.Yang著; 朱志竣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8044 Matilda解讀攻略 林佳紋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8075 Love, Simon解讀攻略 林冠瑋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8082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解讀攻略 簡嘉妤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8099 Wonder解讀攻略 戴逸群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8129 波蘭史: 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 洪茂雄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8136 我的阿嬤媽媽 李芝殷文圖; 陳聖薇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8174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 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李貞德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8228 中國近代史 李雲漢著 2020-05-00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必佳英語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2460 威士忌尋道之旅: 日本威士忌中的職人精神與美學之道戴夫.布魯姆(Dave Broom)作; 周沛郁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538 精神益生菌: 打通腸腦連結,利用體內微生物操控情緒的精神醫療新革命史考特.安德森(Scott C. Anderson), 約翰.克萊恩(John F. Cryan), 泰德.戴南(Ted Dinan)作; 王惟芬翻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545 國家地理終極蜜月之旅 麥克與安.霍華德(Mike& Anne Howard)作; 林怡德, 孫曉卿翻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552 真的好奇怪: 希臘神話 莎拉.瓦斯納.弗林(Sarah Wassner Flynn)作; 廖崇佑, 戴榕儀, 江威毅翻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569 重返阿波羅: 開創登月時代的50件關鍵文物 蒂索.謬爾-哈莫尼(Teasel Muir-Harmony)作; 姚若潔翻譯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576 超能力地球百科 約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作; 邱淑慧翻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583 地圖的故事: 悠遊在現實與想像、科學與藝術之間的地圖學發現之旅貝西.梅森(Betsy Mason), 葛瑞格.米勒(Greg Miller)作; 陳義仁翻譯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590 為什麼不?: 小朋友的1111個大哉問 克里斯賓.波伊爾(Crispin Boyer)著; 張毅瑄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620 探險家學院: 獵鷹的羽毛 楚蒂.楚伊特(Trudi Trueit)著; 韓絜光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637 圖解運動小百科 艾爾貝托.貝托拉齊(Alberto Bertolazzi)作; 艾莉卡.德.皮耶里(Erika De Pieri)插畫; 林琬淳翻譯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644 義大利料理地圖: 深度探訪義大利飲食文化與100道經典義式家常菜尤金妮亞.彭恩(Eugenia Bone), 茱莉亞.德拉.克羅斯(Julia della Croce)撰文; 美國實驗廚房食譜; 林凱雄翻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651 細看建築: 深度欣賞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傑作 菲力普.威金森(Philip Wilkinson)作; 陳心冕等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668 國家地理終極捕食者百科: 有史以來最完整的世界捕食動物大全克麗絲汀娜.威爾斯頓(Christina Wilsdon)作; 陸維濃翻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675 終極太空百科: 一趟深入太陽系和其他星系的探索之旅大衛.A.阿吉拉(David A. Aguiler)作.插圖; 李向東, 陳逾前翻譯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22682 好多好多的魚 凱蒂.霍華斯(Katie Haworth)文; 布莉塔.特肯洛普(Britta Teckentrup)圖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699 好多好多的蟲 莉莉.莫瑞(Lily Murray)文; 布莉塔.特肯洛普(Britta Teckentrup)圖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705 國家地理圖解恆星系: 最權威的恆星、星系與星座導覽圖羅伯特.丁威迪(Robert Dinwiddie)等著; 胡佳玲翻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712 小心,這本書有細菌!: 認識細菌、病毒和真菌的強大微生物王國史蒂夫.莫爾德(Steve Mould)作; 吳宛勳,楊仕音翻譯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736 圖解籃球小百科 艾爾貝托.貝托拉齊(Albert Bertolazzi)作; 愛莉卡.德.皮耶里(Erika De Pieri)插畫; 吳若楠翻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743 旅遊大歷史: 人類遊走異鄉的起源與故事 賽門.亞當斯(Simon Adams), R. G.格蘭特(R. G. Grant), 安德魯.漢弗萊斯(Andrew Humphreys撰文; 孟令偉, 吳侑達, 黃怡瑋翻譯)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750 大危雞: 抗生素如何造就現代畜牧工廠,改變全球飲食方式?瑪琳.麥肯納(Maryn McKenna)著; 王惟芬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767 國家地理圖解太空: 從內太陽系到外太空,最完整的宇宙導覽圖詹姆斯.特菲爾(James Trefil); 李咰岱, 姚若潔著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719 INKSCAPE+TINKERCAD繪圖超簡單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30726 我是小導演: 影音剪輯(Windows 10版)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編著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9630733 Word 2019文書處理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9630740 PowerPoint 2019簡報製作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9630757 威力導演影音剪輯超簡單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編著 2020-04-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5729 我愛雪莉小姐 高小敏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5736 我的8號女友 高小敏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5750 阿囉哈!娜娜 高小敏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5767 劫後騎跡: 蔡正勝騎出自在人生 蔡正勝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5774 歸鄉.溪州.青春夢: 喬大與他的喬咖啡夢想屋 陳俊禎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5781 我的阿公阿嬤同學 鄭博真作; 吳嘉鴻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25798 送餐阿嬤 鄭博真作; 陳雨潔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4703 不愛穿裙子的美莉 鄭博真作; 袁知芃繪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4710 愛穿裙子的阿旺 鄭博真作; 袁知芃繪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135 Talk to Samantabhadra與普賢菩薩的對話 林雯莉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142 Talk to Matsoo與媽祖的對話 林雯莉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333 太極御覽 大同書院編著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663 漸修與頓悟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2670 心地法門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92687 觀行法要 白雲老禪師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同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好文化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三朵夏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大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小石頭文化



9789869692694 修行法要 白雲老禪師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07903 彌陀淨土法要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07910 普門品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47364 小狐仙的超級任務 王文華文; 施暖暖圖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047500 繪鬼菇的魔力 錵九九作; 嚕嚕插畫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623 那間慢吞吞的店 李光福作; 施暖暖插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630 偵探學園超展開 許芳慈作; 飽飽插畫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647 第歐根尼俱樂部 許芳慈作; 飽飽插畫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654 科學演繹法 許芳慈作; 飽飽插畫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047661 草莓心事三部曲 林佑儒文; 法蘭克圖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3900 木乃伊軍團: 埃及.金字塔.人面獅身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917 迷宮中的牛頭人: 希臘.神話.克里特島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924 深海喪屍: 太平洋.人魚.幽靈船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931 無敵巨神兵: 印度.神靈.濕婆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948 鯊魚騎士: 馬來群島.所羅門王寶藏.海盜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955 一億噸的巨獸: 聖母峰.西遊記.齊天大聖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962 決戰龍穴: 中國.易經.麒麟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979 天狗妖怪城: 日本.富士山.妖怪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442 一萬八千公里的冒險 王毅興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608 擱淺在森林 秦佐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620 1968年後法國女權演進之研究: 以女大學生、女教師和女電視記者為中心林麗容著 2019-07-00 精裝 1

9789869556637 Say hello 林麗容著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1121 不藏私: 超實用的氣場操縱術 俞建安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1138 讀心,停、看、聽: 讀懂人心關鍵的63種方法 詹志輝編著 2020-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111145 小故事裡的智慧 楊子潔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111152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超強揭祕讀心術 張仲瑋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352 歐亞視域下歐洲語文教育的創新與發展 張守慧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369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 ein beispielhaftes modell zur förderung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 von daf-lernern anhand von günter grass' mein jahrhundert und fundsachen für nichtleser劉惠安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7858 刑法【分則】精修 陳盛編授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865 運輸學用書. 下冊: 公路.水道.航空.郵政.電信.管道運輸學精修劉名傳編授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於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上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東海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三和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角落文化



9789869384254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54647 盡情煩惱吧,人生這樣思辨才有答案! 押谷由夫著; 王榆琮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678 有趣到讓你不想睡的病理學通識: 大阪大學最熱門病理學講義,秒懂「病」是如何發生的,預防和治癒的邏輯原來我能理解仲野徹著; 黃雅慧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692 日本人不說但外國人一定要懂的禮儀: 用筷有十八禁忌、送禮最好附熨斗?七百年歷史的禮儀宗家告訴你,連陌生人看了也按讚的舉止。小笠原敬承齋作; 劉錦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715 大避險: 避險基金超級經理人分析,為什麼空頭將至?該持有什麼可以避災甚至發財?景氣還要多久才會來?塚口直史作; 鄭舜瓏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722 從裝懂到聽懂,現代音樂簡史 王碩, 儲智勇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9654739 辣木的奇蹟 大山知春作; 羅淑慧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746 寶可孟刷卡賺錢祕笈: 小資族靠信用卡加薪100％,理財達人賴孟群示範,讓刷出去的錢自己跑回來。寶可孟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753 回嗆的修養: 被人說了難聽話時,你要如何反擊?對方不但語塞、還無法惱怒森優子著; 郭凡嘉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784 自戀者施虐,竟讓你愛到無法自拔 梅蘭妮.唐妮雅.艾凡絲(Melanie Tonia Evans)著; 黃庭敏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791 暗黑民國史: 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余杰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807 我一定要跟你聊超過15分鐘 野口敏著; 王榆琮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814 手起刀落: 外科醫療史 阿諾德.范德拉爾(Arnold van de Laar)著; 謝慈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821 大清皇帝陪我吃頓飯 袁燦興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845 養背,明年更年輕 克里斯.克洛利(Chris Crowley), 傑洛米.詹姆士(Jeremy James)著; 吳宜蓁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852 人生很難, 你可以不必假裝強大 王璽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838 B2B業務關鍵客戶經營地圖: 一張A4紙五大關鍵思考,客戶從此不亂殺價不砍單,搶著跟你做生意。吳育宏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54876 麥肯錫不外流的簡報格式與說服技巧 高杉尚孝著; 李佳蓉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654906 做事輕鬆的人都很懂的正向誘導技術 內藤誼人著; 劉錦秀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726 台灣百年視覺設計 楊宗魁策編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7733 台灣百人視覺設計 楊宗魁策編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3709 HOME 林廉恩文.圖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3785 夢遊 顏志豪文; 薛慧瑩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712 Demon inside. 凡布魯夢饜(下) Jeff Wong漫畫繪製; C. T. Yen漫畫編劇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729 Code H PIG3rd.Noki編劇.漫畫 2020-02-00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0536 360°無死角解析: 漫畫角色設計入門 藤井英俊監修; 蘇聖翔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43 RIZAP式精準糖質速查手冊 RIZAP株式會社作; 凃雪靖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50 捲捲揉快製麵包 清水美紀作; 江宓蓁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67 夢想路上,遇見防彈與36位哲學家 車玟周作; 莫莉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74 畫得像拍照!水彩畫.素彩畫複合媒材與技法 渡邊哲也作; 黃詩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81 今晚就秒睡！ 大谷憲, 片平健一郎作; 丁冠宏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0598 世界威士忌嚴選150款 和智英樹, 高橋矩彦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716 春夏秋冬野生酵母 烘焙研究手札 星野太郎.真弓作; 丁冠宏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120 動物博物館 凱蒂.史考特(Katie Scott), 珍妮.布魯姆(Jenny Broom)作; 王心瑩譯2016-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0361 植物博物館 凱西.威利斯(Kathy Willis)撰文; 凱蒂.史考特(Katie Scott)繪圖; 周沛郁翻譯2017-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42906 i世代報告: 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著; 林哲安, 程道民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2913 烹: 水、火、風、土,開啟千百年手工美味的秘鑰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作; 韓良憶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2920 水彩Lesson One: 王傑水彩風格經典入門課程 王傑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2944 宛如走路的速度: 我的日常、創作與世界 是枝裕和著; 李文祺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品生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2859 陳式太極拳推手技法 王西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866 雜病治療大法(附: 金匱醫案 左季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873 太極拳勁意圖解: 非視覺太極 萬周迎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880 太極拳理法與勢法: 輕敲太極門 萬周迎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897 尊師重道 正本清源: 太極拳研究之匡正源流. 上李萬斌, 羅名花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03 三豐宗岳 千古流芳: 太極拳研究之匡正源流. 中李萬斌, 羅名花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10 揭示真相 彰顯傳承: 太極拳研究之匡正源流. 下李萬斌, 羅名花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27 陳式太極拳老架技擊秘訣 王西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34 左季雲證治實驗錄 左季雲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41 陳式太極拳老架 王西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58 樂傳太極與行功 樂匋原著; 鍾海明, 馬若愚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65 趙堡太極拳拳理拳法秘笈 王海洲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72 少林拳術秘訣 陳鐵笙原著; 三武組整理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989 零基礎學推手 劉嗣傳編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2996 少林拳術精義 張大用, 祝文瀾原著; 三武組整理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009 盧式心意拳傳習錄 余江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016 <>今釋 焦建國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3023 禁忌遊戲: 愛的魔法 酒井潔著; 蔡德華編譯 2020-06-00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953 晚晴集 弘一大師編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561 破繭而出(精華版) 丁原俠著 2019-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9713 快樂學西洋棋 李若凡, 高懿屏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44284 惡作劇女孩 卡崔娜.南斯塔德(Katrina Nannestad)作; Salt&Finger繪; 王翎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291 思考的孩子: 國際安徒生獎得主、繪本大師安野光雅自剖五十年創作原點與兒童觀安野光雅作; 林佩瑾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307 繼承人遊戲 艾倫.拉斯金(Ellen Raskin); 黃鴻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61775 輕鬆寫客語: 簡明客語拼音系統的介紹與練習 黃瑞循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4140 大陸台商1000大. 2019年 朱漢崙等採訪撰稿; 梁寶華總編輯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6317 我在戀愛綜藝攪基 李思危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56324 我在戀愛綜藝攪基 李思危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8727 有一種境界叫捨得(十週年典藏版) 黃冠誠作 2020-0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741 三高,你吃對了嗎? 陳偉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758 有一種智慧叫以退為進 李家曄, 袁雪潔作 2020-03-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789 翻轉中醫 鄭集誠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796 圖解嬰幼兒撫觸捏脊按摩法 隨曉峰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魚乾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陸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商財經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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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悟淨修苑



9789869862738 SAY NO TO大腸癌: 一次破解腸癌迷思,讀懂預防與治療方法,擁抱無癌快活人生!林肇堂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1405 大眾詩集 翁正雄總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8145 專瘦下半身,超有效局部塑身操 Shopping-Wang著 2014-07-00 平裝 1

9789865718428 顧血管,輕鬆遠離高血壓: 比吃藥更健康的超效降壓控制法張明正著 2015-07-00 平裝 1

9789865718442 去斑、美白: 告白斑點美人,再現水噹噹的肌膚 王文亮著 2015-08-00 平裝 1

9789865718466 躺著都能瘦的懶人瘦身包 荒川裕二著 2015-09-00 平裝 1

9789865718480 發揮女性價值,享受幸福的另一種滋味 章心妍著 2015-10-00 平裝 1

9789865718503 用錢哲學: 讓你的錢更有價值 林想著 2015-11-00 平裝 1

9789865718510 越吃越瘦: 低卡燃脂瘦身食物,吃再多都不會胖 吳雅婷著 2015-12-00 平裝 1

9789865718534 降血糖,輕鬆克制糖尿病 陳立民著 2016-01-00 平裝 1

9789865718664 自我消除肩頸酸痛 劉庭芳著 2016-07-00 平裝 1

9789865718770 上帝的禮物: 聖經教會我的人生哲理 沈源著 2017-01-00 平裝 1

9789865718787 改善體脂肪,讓身體自然瘦 陳雅娟著 2017-01-00 平裝 1

9789865718794 凍齡 Stella Lin著 2017-02-00 平裝 1

9789869568197 伊索寓言80篇 伊索著 2019-01-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55200 習慣教育: 孩子的習慣是這樣養成的 童雪婷著 2018-07-00 平裝 1

9789869655217 伊索寓言80篇 伊索著 2018-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55224 伊索寓言80篇 伊索著 2018-08-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55231 挫折教育: 挫折孕育著成長的智慧與經驗 童雪婷著 2018-09-00 平裝 1

9789869655248 安徒生童話 安徒生著 2018-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55255 安徒生童話 安徒生著 2018-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55262 格林童話 格林著 2018-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55279 格林童話50篇. 2 格林著 2018-12-00 平裝 1

9789869655286 影響家庭教育成效的36個細節 水靈著 2018-12-00 平裝 1

9789869655293 格林童話50篇. 3 格林著 2019-01-00 平裝 1

9789869728805 世界經典童話24篇. 1 約瑟夫.雅各布斯等著 2019-02-00 平裝 11

9789869728805 世界經典童話24篇. 1 約瑟夫.雅各布斯等著 2019-02-00 平裝 -9

9789869728805 世界經典童話24篇. 1 約瑟夫.雅各布斯等著 2019-02-00 平裝 -1

9789869728812 世界經典童話24篇. 2 卡洛.科洛迪等著 2019-03-00 平裝 1

9789869728829 孩子如何教育才能成功: 巴菲特送給父母教育兒女的37句話阿卡著 2019-02-00 平裝 1

9789869728836 世界陸地動物圖鑑大百科 Young主編 2019-04-00 平裝 1

9789869728843 世界飛行動物圖鑑大百科 Young主編 2019-05-00 平裝 1

9789869728850 世界海洋動物圖鑑大百科 Young主編 2019-06-00 平裝 1

9789869728867 豪夫童話10篇 威廉.豪夫編著 2019-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28881 豪夫童話10篇 威廉.豪夫編著 2019-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28874 侏羅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邢立達, 韓雨江編著 2019-07-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28898 成語故事80篇 梁曉林編著 2019-09-00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811101 成語故事80篇 梁曉林編著 2019-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11118 中國神話故事35篇 梁曉林編著 2019-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11125 中國神話故事35篇 梁曉林編著 2019-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11132 節日習俗的故事29篇 梁曉林編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811149 天方夜譚16篇 梁曉林編著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11156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著 2020-05-00 平裝 1

9789869811163 天方夜譚16篇 梁曉林編著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11170 天方夜譚16篇 梁曉林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811194 白堊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邢立達, 韓雨江主編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994 金光明經精要: 具足不可思議功德智慧 唐.義淨原譯; 梁崇明編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810 大寶積經精要: 修學無漏智慧 菩提流志等原譯 ; 梁崇明編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6210 老是一種幸福: 長年紀，也長智慧的八項思考 邱天助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45708 財富的幾何學: 行為金融大師教你排除大腦中的貧窮因子,正確錨定金錢與幸福的關係,讓投資與財務規劃100%發揮布萊恩.波提諾(Brian Portnoy)著; 李靜怡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3

大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眾詩學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智文化



9789865511074 漫畫 贏得好人緣的人際關係心理學 YUUKI YUU監修; 二尋鴇彥繪; 謝敏怡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081 讓自己快樂 亞伯.艾里斯著; 蘇子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098 道草: 孤獨與迷茫的極致臨摹,夏目漱石創作生涯唯一自傳體小說夏目漱石作; 陳系美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104 女生徒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1111 御伽草紙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128 行人 夏目漱石作; 林皎碧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1135 對付難搞魔人的不內傷心理學: 64個讓人生瞬間舒爽的心理溝通技巧齊藤勇著; 周天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142 非典型美術館: 西洋美術史超入門,第一本!從人性角度教你西洋美術鑑賞術,超過158幅此生必看名畫全解析山田五郎, 小山淳子著; 蔡昭儀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1159 名畫的構造: 從焦點、路徑、平衡、色彩到構圖,偉大的作品是怎麼畫出來的?22堂結合「敏感度」與「邏輯訓練」的視覺識讀課秋田麻早子著; 蔡昭儀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166 史上最強哲學入門: 從釋迦牟尼、孔孟老莊到禪宗,啟悟自我內心的13位東方哲人飲茶作; 江裕真譯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11173 史上最強哲學入門: 從柏拉圖、尼采到沙特,解答你人生疑惑的31位西方哲人飲茶作; 江裕真譯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11180 雪球心法 莫.邦內爾(Mo Bunnell)作; 陳琇玲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197 素描的樂趣 安德魯.路米斯著; 林奕伶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1203 所有問題,都是一場賽局: 贏家邏輯:洞悉高勝算決策,操縱與雙贏的策略思考川西諭著; 高菱珞譯 2020-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11210 像數學家一樣思考: 26堂超有料大腦衝浪課,Step by Step揭開數學家的思考地圖安.魯尼(Anne Rooney)著; 李祐寧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234 人類的明日之戰 傑米.巴特利特著; 林曉欽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76655 刑事訴訟法焦點速成+近年試題詳解二合一高分寶典溫陽, 智摩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8611 公務員法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20-03-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168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業能力測驗(重點整理+模擬試題)王文宏, 邱雯瑄著作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9380 絕對高分!郵政企業管理(含大意) 高芬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9397 絕對高分!企業管理( 含企業概論、管理學 ) 高芬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9540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林筱涵編著 2020-03-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663 會計學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歐欣亞編著 2020-03-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9670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含概要) 張瀚騰編著 2020-03-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694 不動產估價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 林筱涵編著 2020-03-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717 刑事訴訟法焦點速成+近年試題解析 溫陽, 智摩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9731 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包括移民人權) 翊傑編著 2020-03-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9755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含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李宜藍編著 2020-02-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9779 人事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20-03-00 第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9786 郵政三法大意: 逐條白話解構(內勤) 畢慧編著 2020-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9793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20-03-00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9823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2020-03-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9830 文化行政類(文化人類學)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馬凌編著 2020-03-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9847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郵政五法)陳金城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9847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郵政五法)陳金城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9854 自動控制 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翔霖編著 2020-06-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9861 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翊銜編著 2020-03-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9878 英文焦點速成 劉似蓉編著 2020-03-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9885 公民焦點速成 蔡力編著 2020-03-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9892 國文: 測驗(包含公文格式用語)焦點速成 高朋編著 2020-04-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9908 公民: 看這本就夠了 邱樺編著 2020-03-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915 主題式機械原理(含概論、常識)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2020-03-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9922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2020-03-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9939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2020-04-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946 地方自治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朱華聆, 郝強編著 2020-04-00 第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9953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張玉玲編著 2020-04-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9960 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林志忠編著 2020-04-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977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成宜編著 2020-04-00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9984 臺灣原住民族史及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含概要、大意)邱燁編著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9991 法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成宜編著 2020-04-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0008 行政學大意焦點速成 林志忠編著 2020-04-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0015 記帳士證照21天速成 賦誠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022 運輸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白崑成編著 2020-04-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200039 國文: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高普版) 廖筱雯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046 國文: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記帳士版) 廖筱雯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053 國文: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不動產版) 廖筱雯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060 戶籍法規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紀相編著 2020-04-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0077 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章庠編著 2020-05-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200084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釋義+試題演練)陳旭鳳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091 主題式機械製造(含識圖)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2020-04-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200114 教甄評審想的跟你不一樣: 教甄複試搶分攻略 謝龍卿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121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歷年試題解析 李俊毅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5200138 無形資產評價管理師(初級、中級)能力鑑定速成陳善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145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一次過關 可樂編著 2020-05-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0152 人事行政大意焦點速成 林志忠編著 2020-05-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200183 金融基測考科. 2[票據法+銀行法]焦點速成 李亭, 林蓉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190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法(含概要) 成在天編著 2020-05-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200206 保健食品概論. 1, 實務篇 黃馬克, 李明怡編著 2020-05-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0213 交通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白崑成編著 2020-05-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200220 普通科目(國文、公民、英文)歷年試題澈底解說紫彤, 伍湘芬, 蔡翼編著 2020-05-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0237 職業衛生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0244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測驗一次過關 蔡季霖編著 2020-05-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0251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2020-05-00 第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26359 楊力<>時辰養生 楊力著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366 飲食營養與衛生安全 朱長征, 房四輩主編; 茅建民主審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397 家具史 陳于書主編; 陳于書, 熊先青, 苗豔鳳編著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403 輕鬆泡茶成高手.家庭茶藝 李洪編著;王緝東攝影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410 暢遊澳大利亞 包括編著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434 美容營養學 鄭民主編; 馮小蘭, 王蓓副主編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458 寶石名鑑 朱倖誼著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6465 陽台花草混栽園藝 日本枻出版社編輯部編; 台灣樂活文化譯; 澤泉美智子監修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741 城市越界: 大葉大學國際設計工作營. 2019 紀彥竹, 林永恩總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734 大學通識教育深耕與創新 黃俊傑等著; 宋秀娟主編 2019-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765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二十一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9936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139943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406585 邊緣人的合奏曲 奇戈契.歐比奧馬(Chigozie Obioma)著; 陳佳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592 樹之書: 知識發展的樹狀視覺史 曼努埃爾.利馬(Manuel Lima)著; 林潔盈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608 時間 李炡昊繪著; 張琪惠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6622 我與我們之間只差一句晚安 爽爽貓 By SECOND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639 絕對做得到的持續術 石田淳作; 邱麗娟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6646 你值得過更好的生活 羅伯特.薛弗德(Robert Scheinfeld)著; 陳琇玲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6653 一千零一個點子之後: NETFLIX創始的祕密 馬克.藍道夫(Marc Randolph)著; 許恬寧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660 制心: 蔡志忠的微笑人生 蔡志忠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677 我不是孵蛋器: 憤而提筆的懷孕日記 宋赫娜著; 陳宜慧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684 黑天鵝語錄: 隨機世界的生存指南,未知事物的應對之道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著; 席玉蘋, 趙盛慈譯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6691 手塚番: 我曾伺候過漫畫之神 佐藤敏章著; 黃鴻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707 戰爭 何塞.豪爾赫.萊特里亞(José Jorge Letria)著; 安德烈.萊特里亞(André Letria)繪; 吳俞萱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6714 保羅先生腦洞大補帖: #補點幽默#補點怪趣味#化憂解愁_必備良藥保羅先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721 異鄉人 卡繆(Albert Camus)作; 嚴慧瑩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738 尋找異鄉人: 卡繆與一部文學經典的誕生 艾莉絲.卡普蘭(Alice Kaplan)著; 江先聲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745 遇見奇卡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著; 吳品儒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752 雲遊者 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著; 葉祉君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769 夜巡貓 深谷薰著; 丁世佳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406776 海歸線 今敏著; 馬世儀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783 寂寞島嶼: 50座你從未也永遠不會踏上的島嶼 茱迪思.夏朗斯基(Judith Schalansky)著; 劉燕芬譯 2020-06-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6790 大海的一天 徐至宏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806 3500公里的相遇: 一個女孩的朝聖之路 鴨寶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葉大學建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7

千華駐科技



9789865406813 女人的計畫: 經歷過家暴、挫折、貧窮後,她仍保有美麗、冒險、家庭、成功、健康。她是鋼鐵人伊隆．馬斯克的媽媽梅伊.馬斯克(Maye Musk)著; 劉復苓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6820 我要和你在一起 辛娜.雷雅(Synne Lea)著; 史提恩.霍爾(Stian Hole)繪; 李清玉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3182 斷鏈之後: 科技產業鏈的分整合 黃欽勇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5409 Abaqus實務攻略: 入門必備 士盟科技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839 日本語初級大地3.4聽解文法練習 佐々木薫, 西川悦子, 大谷みどり編著 2020-01-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846 滿點讀解. N4 田代ひとみ等著 2020-03-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853 滿點讀解. N3 田代ひとみ, 宮田聖子, 荒巻朋子著 2020-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860 商務日文能力測驗 讀解 實力養成問題集 宮崎道子監修; 瀬川由美著 2020-03-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1877 漱石文学と『荘子』の是非論 吳雪虹著 2020-04-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581 果豐美醬: 極品果醬與鹹味常備醬 ムラヨシマサユキ作; 王雪雯翻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598 熟食冷肉正統技術大全 吉田英明作; 胡家齊翻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4201 ACQUA PAZZA 東京名店配方大公開 日高良實作; 胡家齊翻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3147 當動物踏上遷徙的旅程 蘿拉.諾爾斯(Laura Knowles)文字; 克里斯.麥登(Chris Madden)繪圖; 周怡伶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307 凱文公主 麥克.艾可菲(M. Escoffier)文; 羅蘭.加里格(R. Garrigue)圖; 吳愉萱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321 寶寶睡好,媽媽好睡 清水悅作子; 高橋美起插圖; 李彥樺翻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3345 最幸福的禮物 宮野聰子文.圖; 游珮芸翻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352 我們製造的垃圾 蜜雪兒.洛德文; 茱莉亞.布拉特曼圖; 褚士瑩翻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369 5分鐘孩子的邏輯思維訓練(輕鬆上手): 腦力全開35題活用5大思考迴路索尼國際教育作; 李彥樺翻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3376 5分鐘孩子的邏輯思維訓練(得心應手): 腦力全開35題活用5大思考迴路索尼國際教育作; 李彥樺翻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3383 5分鐘孩子的邏輯思維訓練(輕鬆上手+得心應手): 腦力全開35題活用5大思考迴路索尼國際教育(Sony Global Education)作; 李彥樺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03390 在他們成為世界知名作家之前: 那些你意想不到的成長抉擇伊莉莎白.海德(Elizabeth Haidle)文.圖; 呂奕欣翻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406 忍者學校: 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 宮西達也文.圖; 王蘊潔翻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3413 出生前就決定好 信實文.圖; 蘇懿禎翻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338 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 1, 意想不到的觀察NHK「科學觀察法」製作團隊編著; 吉竹伸介繪圖; 李彥樺翻譯; 邱明成審訂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420 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 2, 膽大心細的假設NHK「科學觀察法」製作團隊編著; 吉竹伸介繪圖; 李彥樺翻譯; 邱明成審訂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437 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 3, 實踐想法的實驗NHK「科學觀察法」製作團隊編著; 吉竹伸介繪圖; 李彥樺翻譯; 邱明成審訂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3444 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 NHK「科學觀察法」製作團隊編著; 吉竹伸介繪圖; 李彥樺翻譯; 邱明成審訂2020-06-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0314 杜小悅的異想1985 湯素貞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0321 故宮院長說故宮 李文儒著 2020-0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0345 康熙大傳 關河五十州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0352 大清 八旗軍戰爭全史. 上: 努爾哈赤的關外崛起李湖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0369 魯迅文選 魯迅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970 阿鼻劍之圖像筆記 鄭問繪; 馬利編劇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55723 鐵男孩外傳: 山寨之城. 1 麥人杰(Richard Metson)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5730 不怕小孩問:寫給父母的親子性教育指南 賈斯汀.里查森(Justin Richardson), 馬克.查斯特(Mark A. Schuster)作;柯清心譯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55747 假聲男高音 尼古拉.德魁西(Nicolas de Crécy)作; 陳文瑤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大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士盟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730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含工程力學概要、機械力學概要). 2020(104-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1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機械設計(含機械設計概要、機械原理概要、機動學與機械設計). 2020(103-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3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莊伯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4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20(99-108年試題)張碩, 詹森, 韓特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7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流體力學(含流體力學概要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流體力學與水文學). 2020(103-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8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熱力學(含熱傳學、熱工學). 2020(101-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39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磁學(含電磁學與電磁波). 2020(100-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41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土壤力學(含土壤力學概要)). 2020(106-108年試題)程逸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541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工程技師). 2020(102-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558 工程數學決戰60天 周易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756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2020(107-108年試題)洪逸, 張逸,張凡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63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路學). 2020(103-108年試題)張鼎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64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學). 2020(105-108年試題)鄧茗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664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資訊類)共同+專業. 2020(103-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67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020(103-108年試題)程逸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68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半導體工程). 2020(99-108年試題)劉強, 袁大為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69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概要). 2020(99-108年試題)孫廷、陳澤, 蔡宏恩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0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 2020(100-108年試題)陳澤, 余宏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1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 2020(104-108年試題)陳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2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法學大意). 2020(106-109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陳理, 鄭瑋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3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廢棄物處理工程(含廢棄物處理工程概要、廢棄物工程)). 2020(102-108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4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保行政學(含環保行政學概要)). 2020(104-108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5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空氣污染與噪音防制). 2020(102-108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63 研究所講重點(最佳力學武器-靜力學) 張皓編著 2020-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777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儀表概要). 2020(99-108年試題)劉強, 余宏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8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通信與系統). 2020(99-108年試題)時越, 項揚, 余宏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79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力系統). 2020(102-108年試題)林力, 袁大為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20(105-108年試題)張逸, 羅文, 陳峻楓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1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商事法). 2020(102-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24 消防法規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2020-03-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3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文化行政概要)). 2020(101-108試題)(申論題型)洪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4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2020(97-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洪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5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本國文學概論(含本國文學概要)). 2020(101-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李華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62 移民特考試題大補帖(移民行政類)普通+專業. 2020(108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7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與管理(含環境規劃與管理概要)). 2020(102-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8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含資訊管理、資訊管理概要、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概要)). 2020(104-108年試題)(申論題型)丁祺、楊智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89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污染防治技術(含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要、水污染與土壤汙染防治)).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劉力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0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稅務法規概要)). 2020(103-108年試題)(測驗題型)何菲, 張天啟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1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稅務法規概要)).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何菲, 張天啟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2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含資料結構與資料庫及資料探勘)). 2020(101-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3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含程式語言概要、程式設計概要)).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洪捷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4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管理(含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與設計概要、系統分析與資訊安全)).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 張瑞, 楊智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5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含資料處理概要)). 2020(100-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林偉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61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技師). 2020(102-108年試題)鄧茗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7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立法程序與技術).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文翊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8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藝術概論(含藝術概要)). 2020(101-108年試題)(申論題型)高尚谷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799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 2020(106-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0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含環境微生物學概要、環境化學概要)). 2020(102-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1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含環境科學概要)). 2020(102-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2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袁湘琴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3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含地方自治概要). 2020(103-108年試題)(測驗題型)袁湘琴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4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 2020(106-108年試題)(測驗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20(105-108年試題)(測驗題型)張逸, 羅文, 陳峻楓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6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際經濟學.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蔡琳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7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水處理工程(含水處理工程概要、給水及汙水工程)). 2020(103-108年試題) (申論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8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020(103-108年試題)(測驗題型)程逸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09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世界文化史. 2020(101-108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永恩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10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法學知識、英文、綜合法政知識)). 2020(108年試題)(測驗題型)Jacob Wu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11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租稅各論). 2020 (100-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12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020(105-108年試題)(測驗題型)牧翰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13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020(105-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牧翰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14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租稅各論. 2020 (100-108年試題)(測驗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15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財政學(含財政學概要)).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16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財政學(含財政學概要)). 2020(103-108年試題)(測驗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大碩教育



9789863458180 公職考試講重點(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洪澤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819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大意. 2020(105-109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魏合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203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總整理 林文興, 林坤層編著 2020-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821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法務類. 2020(103-108年試題)文翊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22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含作文、公文)). 2020(106-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箏, 李華, 紫彤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23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人類學. 2020(97-108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永恩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26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學. 2020(104-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27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學. 2020(104-108年試題)(測驗題型)謝望民等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28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政治學(含政治學概要)). 2020(104-108年試題)(測驗題型)謝望民等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29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 2020(102-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30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概要). 2020(102-108年試題)(測驗題型)謝望民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31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人力資源管理. 2020(101-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趙敏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32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2020(105-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文心等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33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政治學. 2020(104-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等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340 材料熱力學必考習題 楊慧德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8357 研究所講重點(流體力學新傳) 林禾編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836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政策. 2020(99-108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等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37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心理學(含心理學概要)). 2020(106-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心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38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交通行政. 2020(106-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吳亮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401 研究所講重點(流體力學新傳) 林禾編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841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衛生學與環境影響評估技術.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42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大意). 2020(106-109年試題)(測驗題型)張鼎, 余宏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44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經濟學). 2020(100-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楊莉等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456 國營事業講重點(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林隆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8463 國營事業講重點(化工熱力學與化學反應工程學)林隆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847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抽樣方法與迴歸分析(統計實務、統計實務概要)). 2020(104-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司馬騫, 徐明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48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各國人事制度).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49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社會學(含社會學概要). 2020(104-108年試題)(申論題型)劉學編著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5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貨幣銀行學). 2020(103-108年試題)(申論題型)楊莉等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852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含公務員法概要)). 2020(104-108年試題)(申論題型)魏合編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362 高績效的魔鬼藏在細節裡: 領導14萬人的普利司通CEO, 打造最強團隊的25個鐵則!荒川詔四著; 侯詠馨譯 2018-11-00 平裝 1

9789578710351 麥肯錫服務客戶最強的19個行銷細節: 原來改幾個字,就能換來業績成長10倍!大嶋祥譽著; 侯詠馨譯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368 不捕魚了,我們養牛: 從魚塘到牧場,整個世界的零售模式正在改變!尹佳晨, 關東華, 鄭彤編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578710474 讓粉絲剁手指也要買的23個行銷技巧: 只要抓住1000個「愛你狂粉」,就能產生暢銷的連鎖效應!尹佳晨, 關東華, 鄭彤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578710528 連凱因斯也想學的38堂極簡經濟學: 一看就懂!從投資到管理,讓你3年輕鬆賺千萬!錢明義著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8710542 補教老師的當沖日記: 我用K線3年賺一億 相良文昭著; 賴惠鈴譯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559 態度定高度: 哈佛大學的37堂菁英必修課 韋秀英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566 為何有錢人都用EXCEL理財筆記術: 33招致富秘笈,薪水3萬也能翻身!艾莉思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566 為何有錢人都用EXCEL理財筆記術: 33招致富秘笈,薪水3萬也能翻身!艾莉思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573 亞當.史密斯教你終結貧窮的經濟學: 先動優勢、賽局理論等39個技巧,讓你財富翻倍!錢明義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8710580 連行銷鬼才也佩服的76個超爆點故事力: 我該如何在Line、臉書推出狂銷產品呢?孫清華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10603 彼得.杜拉克也提出反本能計畫: 37個科學的方法,管理你人性的弱點!劉船洋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8710610 刀神的海期實戰課 10倍獲利術: 一小時學會,60分K與斜率操盤的致勝雙刀流!刀神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8710627 回話的藝術: 有些時候你不該說「正確答案」,你該說的是「聰明答案」鈴木銳智著; 易起宇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634 88張圖看懂技術分析: 你也能跟他一樣,10年賺到7000萬!渋谷高雄著; 石學昌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641 業務之神的聊天術: 不推銷,讓業績從0到1億 辻盛英一著; 黃瓊仙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8710665 稅務專家教你入門基金.保險3年存100萬: 簡單5張表格,幫你做到財務自由!簡七作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8710689 超溫暖銷售術: 37個技巧教你,看出連顧客自己也沒察覺的需求!南勇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8710696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 買股票、基金、房地產,這樣算才會賺蕭世斌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726 堅定的態度: 在霸凌與偏見的世界裡,我決定在16歲時戰勝你!艾莉克絲.庫柏, 喬安納.布魯克斯著; 龐元媛譯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9723 摺出宇宙: 給孩子的第一本太空探索摺紙書 麗塔.福爾克(Rita Foelker)作; 朱曉穎翻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9990 小貓打瞌睡 市居美佳文.圖; 劉握瑜譯 2020-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9990 小貓打瞌睡 市居美佳文.圖; 劉握瑜譯 2020-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13139 兒歌識字學堅持. 比薩斜塔篇 李光福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3146 西瓜籽 葛瑞格.皮佐利(Greg Pizzoli)文.圖; 郭恩惠譯 2020-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13160 鳥兒的家 何華仁文.圖 2020-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13177 你爸爸我媽媽 李光福著; 陳盈帆繪圖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3191 奇怪的媽媽 白希那文.圖; 林玗潔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4

送存冊數共計：94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小魯文化



9789865513214 摺出花園: 孩子的第一本創意自然摺紙書 麗塔.福爾克(Rita Foelker)作; 黃莀䒴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3221 貓熊澡堂 tupera tupera文.圖; 劉握瑜譯 2020-06-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13245 衣服怎麼穿才好呢? 全美敬文; 李海丁圖; 林玗潔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3252 超神奇牙膏 宮西達也文.圖; 陳瀅如譯 2020-06-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13276 四邊形.玩幾何: STEAM數學繪本 大衛.阿德勒文; 愛德華.米勒圖; 劉弈均, 賴韻婷翻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3306 蔬菜白熊 柴田啟子文.圖; Choyce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3320 南瓜弟弟忘東西 高山榮子作; 武田美穗繪; 周姚萍譯 2020-06-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13344 真的可以吃嗎? 林柏廷文.圖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3351 原來星空是這樣子啊! 村田弘子文; 手塚明美圖; 邱承宗譯 2020-06-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646 火車出發了: 立體遊戲書 蘇菲.佩納(Sophie Prénat)文; 凡希安.西弗(Vinciane Schleef)圖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691 小花園 赫威.托雷(Hervé Tullet)文.圖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626752 地球探索大發現 安娜蘇菲.包曼(Ann-Sophie Baumann), 皮耶利克.格拉維歐(Pierrick Graviou)文; 迪迪耶.巴力席維圖; 邱淑慧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769 洞裡有什麼? 赫威.托雷文/圖; 上誼編輯部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783 星空下的等待 珊卓拉.迪克曼(Sandra Deickmann)文.圖; 海狗房東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806 我才沒有迷路 板橋雅弘文; 茂利勝彥圖; 邱瓊慧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868 我家是動物園 正道薰文; 大島妙子圖; 游珮芸譯 2020-05-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461 海期致勝關鍵: 操盤高手獲利策略 郭子維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6708 早一點看懂趨勢的投資用經濟指標: 從漢堡、房地產到金屬價格的景氣觀測技術賽門.康斯戴伯(Simon Constable), 羅伯.萊特(Robert E. Wright)著; 陳儀譯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859 精進潛意識: 砍掉你的隱形負思維,奪回命運自主權哈利.卡本特(Harry W. Carpenter)著; 申文怡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866 計時簡史 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著; 黃開譯 2017-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903 慢讀秒懂: Vista的數位好文案分析時間 鄭緯筌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941 學習的26種方法: 啟發孩子更好懂的史丹佛基礎教育指南丹尼爾.施瓦茨(Daniel L. Schwartz), 潔西卡.曾(Jessica M. Tsang), 克莉絲汀.布萊爾(Kristen P. Blair)合著; 薛浩然譯2018-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997 「教養」是一種可怕的發明: 解救現代直升機父母的親子關係人類學艾利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著; 林楸燕, 黃書儀譯2018-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17 玩別人的錢: 金融的黑歷史與那些「圈內人」的高風險秘密約翰.凱(John Kay)著; 英倫翻譯社, 謝孟宗譯 2019-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209 好音樂的科學. II: 從古典旋律到搖滾詩篇-美妙樂曲如何改寫思維、療癒人心約翰.包威爾(John Powell)著; 柴婉玲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223 文藝復興並不美: 那個蒙娜麗莎只好微笑的荒淫與名畫年代亞歷山大.李(Alexander Lee)著; 林楸燕, 廖亭雲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261 同學,你只是不想太累: 那些最快最簡單的方法,為什麼救不了你的學習痛苦？郭彥余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278 大股東寫給董事長的8封信: 巴菲特、葛拉罕與維權投資人如何影響近代企業的思想與行動傑夫.葛蘭姆(Jeff Gramm)著; 陳昌儀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021 帶著生物學到食堂: 招待吃貨的們的科學餐-關於糖、脂肪、代謝疾病的流言與傳奇王立銘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045 人心可鑑: 現代科學心理學家的實驗與發現 彭凱平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069 用行銷改變世界: 品牌力背後觸動人心商業洞察許子謙,米卡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083 萬物視覺化: 收藏大霹靂到小宇宙: 人類與物質的科學資訊圖<>雜誌著; 畢馨云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137 OI向外看的洞見: 如何在資訊淹沒的世界裡找出最有價值的趨勢?約恩.里賽根(Jørn Lyseggen)著; 王婉卉譯 2018-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144 上帝的手術刀: 基因編輯懸疑史 王立銘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175 鋼索上的管理課: 駭客、災變與多變動時代的韌性管理學吳明璋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182 面對未來的智造者: 工業4.0的困惑與下一波製造業再興劉仁傑等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205 讓我們假裝沒發生過!我那徹底荒謬的人生,但我愛死這個版本珍妮.勞森(Jenny Lawson)著; 林楸燕譯 2018-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212 大腦裡的珍.奧斯汀: 從文學讀懂情緒科學,破譯你我大腦中的高敏感社交誤區溫蒂.瓊斯(Wendy Jones)著; 趙睿音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229 口感科學: 由食物質地解讀大腦到舌尖的風味之源(收錄50道無國界全方位料理)歐雷.莫西森(Ole G. Mouritsen), 克拉夫斯.史帝貝克(Klavs Styrbæk)著; 王翎譯2018-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274 打開文學的方式: 練習當個「細讀者」你也是世界文學業餘分析師王敦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281 未來世界的倖存者: 終極技術大革命的前夜,每個人都該思索與知道的事阮一峰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311 人機文明傳: 一部技術拐點上的世界通史 杜君立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328 中國式好人 刀爾登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335 增長的策略地圖: 畫出「增長五線」： 企業面對未知的撤退與進取經營邏輯王賽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366 舊山河 刀爾登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373 不必讀書目 刀爾登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397 哲學的追問,科學的革命: 用通俗語言寫給現代人的思想入門課陳嘉映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403 從思考到解題 愛德華.伯格(Edward B. Burger)著; 張簡守展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427 爸爸寄來的經濟學情書: 一個父親對女兒訴說的資本主義憂鬱簡史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著; 黃書儀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434 適應: 金融演化新思維 羅聞全(Andrew W. Lo)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441 幕僚的宿命: 一間工廠的管理變革與權力遊戲 Matt Huang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458 大指揮家與古典音樂: 當代指揮大師的工作技藝、曲目觀點與後臺故事約翰.莫塞里(John Mauceri)原著; 竇永華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465 政治經濟學的通識課: 思想家講堂 : 近代國家興盛與衰弱的51個課題黃琪軒原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472 十三個墓地,十三個奇想故事: 為了思索「如何活」?一個CEO策略顧問走訪馬克思、蕭邦到自己的墓地筆記王賽原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億



9789579689489 AI背後的暗知識: 機器如何學習、認知與改造我們的未來世界王維嘉原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87244 魔法樹. 2, 顛倒國、甜點國、壞脾氣國、想做什麼都可以國...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著; 林小杯繪; 聞翊均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251 森林小公主: 歐洲瑰寶.德國青年風格藝術名家 希碧勒.馮.奧弗斯(Sibylle von Olfers)著; 管中琪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87268 最美的森林: 需要我們一起來保護 愛曼汀.湯瑪士(Amandine Thomas)著; 許雅雯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87275 漫畫STEAM科學史. 4, 科學革命的啟程,奠定國高中理化基礎鄭慧溶著; 辛泳希繪; 鄭家華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487282 人為什麼會生病: 人智醫學中的健康與疾病 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著; 李佩玲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487299 依戀理論三部曲. 1, 依附 約翰.鮑比(John Bowlby)著; 汪智豔, 王婷婷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305 故事是教養的魔法棒(華德福經典教養書) 蘇珊.佩羅(Susan Perrow)著; 張書瑜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487336 小不點卡卡伊養了一隻小鱷魚 娜塔莉.迪耶戴雷(Nathalie Dieterlé)著; 王卉文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5703 國王的新衣 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立原繪里花改編; 田中鮎子圖; 林家羽譯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710 不用玩具,我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金希暎文圖; 魏嘉義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727 上什麼樣的學校好呢? 卡洛琳.洛克(Caroline Roque)作; 葛雷果.馬畢爾(Grégoire Mabire)圖; 黃婷涵譯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734 陪孩子談生命教育套書 謝淑美(Carol Hsieh)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9125758 幫助別人,下次也會有人幫你 潔哈丁.高蕾(Géraldine Collet)文; 塞巴斯汀.夏伯特(Sébastien Chebret)圖; 黃婷涵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765 每一次流淚都是值得紀念的時刻 鄭夏攝文; 元慧榮圖; 陳怡妡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772 給孩子的防病毒、自我保健套書 謝淑美(Carol Hsieh)總編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9125789 每一個孩子都是一首歌 尼古拉.戴維斯(Nicola Davies)文; 馬可.馬汀(Marc Martin)圖; 張家葳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796 救救我們堆滿塑膠的地球 尼爾.雷登(Neal Layton)文.圖; 翁菀妤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802 即使有苦難,世界還是充滿愛 邊志賢文; 安茶淵圖; 陳思瑋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819 這是祕密 朴賢珠文.圖作; 陳怡妡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317 和蔡桃貴一起長大: 阿嘎&二伯的育兒QA寫真紀錄蔡阿嘎, 二伯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5886 想太多的你,不當好人也沒關係: 我決定無所畏懼,為自己再活一次!克莉司德.布提可南(Christel Petitcollin)著; 邱瑞鑾譯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893 正念芳療: 英國IFA前教育主席教你用精油協助靜心冥想,全身放鬆,一夜好眠!海瑟.唐恩.高芙瑞(Heather Dawn Godfrey)著; 林岱瑩, 鄭百雅翻譯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909 戀愛低體溫症: 讓戀愛冷感的你不再逃避與不安,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高橋リエ著; 劉淳翻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916 圖解新手媽媽成功餵母乳: 把握產後60天追奶期,無痛疏通塞奶、石頭奶!一次搞懂親餵、瓶餵的所有秘訣鍾惠菊著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6005923 精油調香實驗室: 跟著大師分辨各種香氣類型,快速提升嗅覺敏銳度!自製室內薰香、香水、精油鍊香氣珍妮佛.碧絲.琳德(Jennifer Peace Rhind)著; 鄭百雅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985 中醫芳療診察室: 中醫師教你用對精油對抗呼吸道疾病，感冒、腸病毒、肺炎快快好!李嘉菱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61881 臺灣立體地圖 周宇廷著 2019-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1898 世界立體地圖 周宇廷著 2019-10-00 其他 1

9789863861904 汽考照指南(完整版) 周宇廷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776 夢的實踐: MAPS種子教師教學現場紀實 MAPS種子教師合著; 王政忠總策劃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455 6週重建齒質飲食法: 遠離口腔疾病,喚醒自癒力,逆轉慢性病史蒂芬.李(Steven Lin)作; 楊心怡譯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0462 靜下來工作: 一位禪師與Google團隊共同開發的七項覺知練習馬克.雷瑟(Marc Lesser)著; 劉碩雅譯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0479 讓聲音乾淨清亮,身體變得超健康 角田晃一著; 駱香雅譯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0486 最簡單、居家隨時做的結構調整運動: 感恩身體的功課楊定一作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0493 腫瘤地圖 蘇志中作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頭佛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小樹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911 再見楊德昌(典藏紀念版) 王昀燕著 2020-04-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15429 現在， 什麼才重要 蓋瑞.哈默爾(Gary Hamel)著; 李芳齡譯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433 逆境中更易尋快樂: 達賴喇嘛的生活智慧 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翁仕杰譯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478 Secrets to winning Kelly Poulos, Emily Liu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2419168 最後吃，才是真領導 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著; 顏和正譯 2014-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229 跳脫標準答案的思考術: 殺手級提問 搶先一步找到大創意菲爾.麥肯尼(Phil McKinney)著; 顧淑馨譯 2014-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9458 行銷3.0: 與消費者心靈共鳴 菲利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 陳就學(Hermawan Kartajaya), 伊萬.塞提亞宛(Iwan Setlawan)著; 顏和正譯2014-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3460 勇氣30: 信邦電子30年成長之路 李俊明作 2018-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198 小人物 麗莎.布倫南-賈伯斯(Lisa Brennan-Jobs)著; 韓絜光譯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228 懂一點法律 勞資不對立,管理不犯錯 陳業鑫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266 氣候緊急時代來了 大衛.華勒斯-威爾斯(David Wallace-Wells)著; 張靖之譯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334 情緒解鎖 馬克.布雷克特(Marc Brackett)著; 朱靜女譯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358 我只想好好上班!: 新鮮人求職、就職、升職、離職的應對解答之書雅莉珊卓.賴維特(Alexandra Levit)作; 陳琇玲譯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118 AI & ROBO applications in asset management and ETF industryauthor Julian, Tsung Sheng Liu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8676 每個人的商學院.商業基礎: 客戶心理是一切需求的起始點劉潤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690 都是為你好,難道我會害你嗎? 片田珠美著; 米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06 東京建築女子的日本建築選品 李昀蓁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13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解決日常教養問題的1001種方法: 溫和堅定27種態度X92個教養現場難題,簡單實用,育兒更輕鬆!簡.尼爾森(Jane Nelsen), 琳.洛特(Lynn Lott), 史蒂芬.格林(H. Stephen Glenn)著; 陳玫妏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20 首爾大學韓國語. 6A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陳彗瑜, 曾子珉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37 再見,朋友!哈囉,朋友! 科里.杜若菲德(Cori Doerrfeld)文.繪; 李貞慧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8744 草泥馬也會談戀愛嗎?: 33篇療癒系哲學難題與解答彼得.凱夫(Peter Cave)著; 丁宥榆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51 提姆.庫克: 從「不同凡想」到「兆元企業」,帶領蘋果再創新高峰利安德.凱尼(Leander Kahney)著; 楊芩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68 美國留學會話: 申請學校.校園英文.實用資訊 Judd Piggott總編審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75 每個人的商學院.商業實戰. 上: 啟動行銷引擎,激勵流量與銷量劉潤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82 每個人的商學院.商業實戰. 下: 打造不失真的產品與精準訂價劉潤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8799 女子力不是溫柔,是戰鬥: 再簡單的小日子,也要挺身前進劉冠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313 禪七開示. 1: 惟覺安公老和尚一九九四年暑期大專精進禪七開示錄文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667 石頭說 王火本作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1187 和MASA一起吃幸福便當: 最適合料理新手の106道不失敗完美比例便當菜山下勝著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20004 好吃必學的102道地中海料理 謝宜榮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011 MASAの日本四季幸福餐桌 山下勝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028 瑜伽之鑰: 融合傳統、現代瑜伽觀點與呼吸法、體位法練習，從心開始自我提升,感受生活的美好。康烈旭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035 餐桌上的味與美:60道私房料理 X精選日本職人餐器，一起打造屬於自己的美味光景張菡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042 零壓力!餐桌療癒料理: 品味料理幸福感,集美味、簡單、小資於一體的無壓力餐桌提案楊晴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059 食樂: 120℃低溫、減醣、低碳、排毒減敏的安心料理，吃對食物，健康、美味又快樂!喻碧芳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066 肉味廚房 陳秉文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天王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文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元大投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文化

王小燕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雜誌



9789869914208 假失憶 天王星人作 2020-05-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14215 假失憶 天王星人作 2020-05-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14239 我們可以成為彼此的菜嗎? 天王星人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4246 不要亂裸泳 天王星人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897 中醫脈診秘訣: 脈診一學就通的奧秘 張湖德, 王仰宗, 曹啟富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615 YES！自己做一本書：剪剪貼貼，塗塗畫畫， 做一本好玩的書！大頭兒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622 林聰明沙鍋魚頭,家的味道 林佳慧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639 錢包之神：只要一個錢包，就能使人生與財運上升淺野美佐子著; 雷鎮興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646 精油香水第一次玩就上癮 Nina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653 精油抓周 邱凱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677 日日,茶日子 李啟彰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013 橫向領導: 不是主管,如何帶人成事? 羅傑.費雪(Roger Fisher)著; 艾倫.夏普(Alan Sharp)撰文; 劉清山譯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68 常識統計學: 拆穿混淆的假設、揪出偏差的數據、識破扭曲的結論,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十八堂公開課蓋瑞.史密斯(Gary Smith)著; 劉清山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82 發現問題思考法: 突破已知框架,打開未知領域,升級你的思考維度細谷功著; 程亮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099 怪物博物館: 108怪,以及牠們的履歷書 劉星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04 複雜應變力: 擺脫九大決策陷阱,改變思維,刷新管理與領導模式史蒂芬妮.伯格特(Stephanie Borgert)著; 壽雯超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11 直覺思維: 你超越邏輯的快速決策天賦 捷爾德.蓋格瑞澤(Gerd Gigerenzer)著; 余莉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28 管理的常識: 讓管理發揮績效的8個基本概念 陳春花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35 經營的本質: 回歸4個基本元素讓企業持續成長 陳春花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42 會計思維,你的最強理財武器: 從家庭帳本到企業分析,增值你的財富,有效管理每一塊錢小山龍介, 山田真哉著; 阿修茵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59 危難求生手冊: 緊急時刻,專家教你怎麼做! 約書亞.皮文(Joshua Piven), 大衛.博傑尼(David Borgenicht)著; 林楸燕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66 本質思考習慣: 逃脫陷阱,從根本解決問題的九大鍛鍊米澤創一著; 郭書妤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73 抗壓韌性: 世界菁英的成功秘密,人人都可鍛鍊的強勢復原力久世浩司著; 賈耀平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80 搞定的技術: 給想完成很多事,但總是被拖延症耽誤的人小倉廣著; 楊雅智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097 Google地圖革命: 從Google地圖、地球、街景到「精靈寶可夢GO」的科技傳奇內幕比爾.基爾迪(Bill Kilday)著; 夏瑞婷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03 半小時漫畫唐詩 陳磊, 半小時漫畫團隊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10 一人創業思考法: 東京「未來食堂」店主不藏私的成功經營法則小林世界著; 高彩雯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27 詩神們,來點厭世聊癒系吧! 唐詩成語故事趴,143個成語,99篇穿越傳奇單昌學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34 壞事總是發生，為什麼這次不一樣？: 投資人常犯的49個致命錯誤班.史坦(Ben Stein)著; 侯偉鵬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41 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 從50個課題切入,看懂歷史發展的脈絡與邏輯張宏杰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58 成長思考力: 創造人生良性循環的七個行動法則赤羽雄二著; 溫玥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65 憂鬱症自救手冊: 如何治療?怎樣照顧?你和家人的自助指引李.科爾曼(Lee H. Coleman)著; 董小冬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72 法式甜點學: 從概念到鑑賞、從技藝到名廚,帶你看懂、吃懂法式甜點門道的行家養成指南陳穎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89 經濟學的思考方式: 經濟學大師寫給大眾的入門書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著; 吳建新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096 經濟學的思考方式: 經濟學大師寫給大眾的入門書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著; 吳建新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6522 文興心語 林慶國著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4857 來自日本NHK 打造健康身體的食材大全 池上文雄等監修; 高淑珍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4888 活出你的原廠設定: 正視內在渴望,完整接納最初始的自己!蘇予昕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913 東京藝大美術館長教你日本美術鑑賞術: 一窺東洋美學堂奧的基礎入門秋元雄史著; 羅淑慧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920 聰明懶人學: 不瞎忙、省時間、懂思考,40則借力使力工作術紀坪著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1944 超譯沉思錄 馬可斯.奧理略.安東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著; 楊明綺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951 連拜託都不用,這樣暗示最有效: 漫畫超圖解!用「暗示」就能順利動搖他人的心内藤誼人著; 羊恩媺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968 德米安: 徬徨少年時: 告別彷徨,堅定地做你自己。全新無刪減完整譯本,慕尼黑大學圖書館愛藏版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趙麗慧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元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天主教文興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日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318 降伏其心 釋普獻講述 2020-06-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9612 觀音佛祖百首靈籤 關聖帝君, 劉易智作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719629 雷雨師易經解靈籤 關聖帝君, 劉易智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416 好臭啊! 陳進隆文; 林渝驊圖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4423 阿嬤的幸運粥 陳進隆文; 郝麗珠圖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183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2020-02-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9710190 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2020-03-00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4603 善惡魔法學院: 戈瓦登詛咒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王娟娟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641 你是你,笨蛋是笨蛋: 不讓身邊煩人豬頭搞到內心焦躁,更能專注提高自我價值的「最強心理手段」西村博之著; 林巍翰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658 170種病痛速查對症芳療全醫典: 300種療癒配方x12項技法步驟x75款精油詳解,讓植物能量做你的私人醫師,心靈創傷、身體疼痛都能撫平Althea Press編著; 賴孟宗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665 拿心理學當暗器,贏在每一個人際賽局 吉爾斯.阿諾帕地(Gilles d'Ambra Azzopardi)作; 彭小芬翻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689 職場開放性關係 艾薇。蕭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696 覺醒媽媽的心理課: 疲憊媽媽內心的「有毒情緒」,該如何覺察與療癒的練習尹宇相著; 葉雨純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765 走過。幸福。 陳登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932 建築履歷師認證用書 林煌欽等編著; 蘇煜瑄總編輯 2019-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9216 老房屋重建都更實務 林煌欽等編著; 蘇煜瑄總編輯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9223 都市更新危老重建不動產專業人員就業實務 蘇煜瑄總編輯 2020-04-00 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54461 我們還有沒有勇氣相遇 古柏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485 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事業: 有熱情,無倦勤的新生存法則我的事業,我自己決定: 不安穩時代的新生存法則賴瑞.史密斯(Larry Smith)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515 日本股神教你暴跌變暴賺的線圖技術 相場師朗作; 張婷婷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522 可複製的銷售鐵軍: 外商實戰專家教你打造最強業務團隊的22條帶人法則仲崇玉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539 覆盤: 馬光中醫30年創新之路 陳培英文字整理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546 99%零失誤精準工作術: 36個簡單上手的思考習慣中尾政之作; 沈俊傑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553 大人的11堂寫作課: 實現讓生活、工作都成功的複利人生粥左羅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560 偷學億萬散戶贏家的神準挑股術 日經理財作; 劉格安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577 我長成了你喜歡的樣子 yoyo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300 壯士行何畏: 習武練功筆記之六 徐紀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753 輔具服務人員理論基礎 陳健智著 2019-07-00 平裝 1

9789579119634 The extension of space in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ly extended space and human rights in theorie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aiwanese and American poetryauthor Sarah Yihsuan Tso 2020-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木林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木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后玩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丰光國際



9789579119733 咖啡廳教你人生 雪倫湖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740 重返地球 藍色水銀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19757 南唐後主李煜之研究 蔡輝振, 楊秋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7243 幸福人生的錦囊: 白陽易經讀書會.【上經】研習本林榮澤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7250 白話白陽易經. 下經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7267 白陽易經講解本. 四, 厚植軟實力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763 不同版本<>引用詩歌的比較研究 李家人撰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787 琉璃.邂逅 徐行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198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八屆: 天帝教復興39週年暨本師世尊涵靜老人證道25週年追思黃秋俐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5140 電影商業謀略: 理論與實務 程予誠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8363 電影政策: 國家競爭軟實力從北京看臺北 程予誠編著 2014-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00 掌握電影: 好電影是這樣拍成的 程予誠著 2016-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503 政治框架中的<>雜誌(1949-1956) 賴胤曄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125 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之研究 鈴木哲造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712 數學好好玩. I: 174道提昇空間智力與數學能力的推理遊戲許建銘著 2018-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8712 數學好好玩. I: 174道提昇空間智力與數學能力的推理遊戲許建銘著 2018-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2913 組織文化與領導 Edgar H. Schein, Peter A. Schein著; 王宏彰等譯 2020-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4306 西方美學關鍵思維 曾長生著 2019-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635273 人類理解論 約翰.洛克(John Locke)著; 關文運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280 國學概論暨講演錄 章太炎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815 意外的臨界點: 皇權傳承與僖宗朝前期(873-880)的政治角力潘子正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822 觀光英語 黃惠政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884 領隊帶團實務: 帶團技巧與緊急事件案例分析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5921 井字格取名法之研究與教學實踐 謝明輝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621 圖解食品添加物與實務 張哲朗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6737 中醫護理 葉美玲, 許晴哲, 陳靜修著 2020-02-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7636768 電競運動管理概論 鍾從定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836 統計學: SPSS操作與應用 林曉芳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6966 婚禮顧問 李佩純等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7000 Python網路文字探勘入門到上手 陳寬裕著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637178 街道美學 蘆原義信著 ; 尹培桐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208 王船山氣化生命論 康自強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253 邏輯學原來這麼有趣: 顛覆傳統的18堂邏輯課 董桂萍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390 抽樣理論之應用 謝嫣娉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420 夢的解析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 呂俊, 高申春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468 渴望「形式」的「感受」: 先秦儒家的政治考古學李雨鍾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475 智慧學校校長科技領導: 理論實務與案例 張奕華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574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 2020-02-00 24版 平裝 1

9789577637604 財金時間序列分析: 使用R語言 林進益著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637628 天堂在哪裡?: 穿越民國諜報時代,女兒對父親的時空對話韓天華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642 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 洪健榮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659 兒少法規 林士欽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758 人間詞話講疏 王國維著; 許文雨講疏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090 談美 朱光潛著 2020-03-00 2版 平裝 1

9789577637765 歐利根駁斥柏拉圖 Mark J. Edwards著; 羅月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772 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 諸神的愛 鄭振鐸編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789 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 鄭振鐸編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840 數學好好玩推理遊戲套書 許建銘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637871 戰鬥科學: 大數據: 老大哥隱藏的祕密! 金玄秀文字; 無應先生, 尹孝植圖畫; 蔡佳燁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888 高中三年的中翻英一本搞定: 五段式中翻英譯法葉怡成著 2020-01-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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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仁風文創書苑



9789577637901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微積分與微分方程式林振義著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7918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線性代數 林振義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925 必備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20-02-00 27版 平裝 1

9789577637956 傳統字譜吟詩: 附吟詩錄音 陳茂仁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963 核心素養的課程與教學 蔡清田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970 素養導向的教學實務: 教師共備觀議課的深度對話劉世雄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987 發展與適性輔導概論 吳明隆, 蘇素美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007 營養與美容 張效銘, 高益添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014 圖解行政法 王保鍵著 2020-01-00 九版 平裝 1

9789577638038 東大教授十小時教會你大學四年的統計學 倉田博史著; 李其融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052 物理化學 高憲明著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076 國中理化一點都不難 陳大為等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8083 教師教學方法與效能的第一本書 林進財, 林香河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106 詩論 朱光潛著 2020-05-00 2版 平裝 1

9789577638113 探究與實作: 科學遊戲導向 許良榮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120 教學原理與實務 張清濱著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137 教師協作: 教學輔導案例輯 賴光真, 張民杰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38144 約翰.彌爾自傳 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著; 陳蒼多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151 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 陳麗桂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168 清代漢學與新疏 林慶彰等合著; 張素卿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199 專業倫理: 設計倫理 喻肇青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205 AI人工智慧導論: 理論實務及素養 葛宗融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236 城市中的老鼠: 環遊世界 申愛咪(Ami shin)著; 李雅如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38243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盧守謙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8250 寵物居家保健按摩原理與實務 張維誌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267 大學國文好好用(試行版)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638274 立法技術關鍵指引 劉厚連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298 清代漢學與左傳學: 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張素卿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28 專業倫理: 法律倫理 史慶璞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35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認可基準與測試方法暨判定要領盧守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42 圖解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盧守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59 數學不好不是你的錯 吳作樂, 吳秉翰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66 李家同談精密工業: 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李家同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73 圖解資訊系統安全 陳彥銘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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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63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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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638403 網頁設計手冊. 上, 網站開發基礎16堂課 高慧君, 魏仲良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410 大學諮商中心的新變化與新挑戰 陳若璋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427 失落、哀傷諮商與治療: 客體角色轉化模式 吳秀碧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434 金融科技、人工智慧與法律 汪志堅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441 記錄片導論 Bill Nichols著; 井迎兆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458 眷村裡的女人 黃秀端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465 成語練功坊 于學玉等合著; 施教麟主編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489 都市水患風險治理: 人文社會之面向 許耿銘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496 繼承: 案例式 郭欽銘著 2020-02-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502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7638519 敘事教育學: 生命史取向 Ivor F. Goodson, Scherto R. Gill著; 丁奇芳等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533 暴力犯罪: 原因、類型與對策 楊士隆等著 2020-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8540 Google Analytics疑難雜症大解惑: 讓你恍然大悟的37個必備祕訣曾瀚平, 鄭江宇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557 行政法學教程 戚淵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564 藥物濫用、毒品與防治 楊士隆等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8571 航港作業實務 張雅富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588 應用磁性物理 任盛源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595 環境氣象學 陳康興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601 海洋汙染防治 華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618 建築設計: 涵構與理路 李峻霖, 莊亦婷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649 藝術行銷: 藝術/行銷斜槓人的雙刀心法 夏學理等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656 菊與刀 露絲.潘乃德(Ruth Fulton Benedict)著; 山藥譯 2020-03-00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577638687 圖解智慧財產權 曾勝珍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8694 圖解民法 楊智傑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8700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20-02-00 22版 平裝 1

9789577638717 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 劉嘉發等著; 許福生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724 <>選文: 一場哲學與心靈的對話 傅孝維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779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20-02-00 52版 平裝 1

9789577638786 信託法 王志誠著 2020-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7638793 臨床案例醫療法律 楊哲銘著 2020-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7638809 先進微電子3D-IC構裝 許明哲著 2020-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7638823 人力資源管理 戴國良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830 人的行為: 經濟學專論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 謝宗林譯2020-04-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8915 人的行為: 經濟學專論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 謝宗林譯2020-04-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638847 諮商原理與技術 牛格正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854 兒童輔導與諮商 林建平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8908 財務管理新論 李智仁, 林景新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922 禮記道統觀與政教思想 陳章錫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9004 專案工程契約管理 王伯儉著 2020-03-00 2版 平裝 1

9789577639011 智慧財產行政程序與救濟: 案例式 林洲富著 2020-03-00 3版 平裝 1

9789577639059 基礎稅務會計 吳嘉勳, 吳習著 2020-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577639097 建築美學.永續城鄉: 空間、社區、不動產的循環經濟張桂鳳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196 大陸法傳統: 西歐與拉丁美洲的法律制度概述 John Henry Merryman, Rogelio Pérez-Perdomo著; 藍元駿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394 旅遊實務. 上 楊正情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400 西餐烹調實習. 上 洪錦怡, 曾淑鳳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417 食品加工. 上 施明智, 陳燕瑩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52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飲料實務 柯淑屏, 張嘉云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9530 導覽解說實務 楊正情, 張惠文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954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烘焙實務 丁秀娥, 何正雄, 黃美瑾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9554 食品微生物 陳俊成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957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王允上, 范文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615 PDS校長的領導創見、實踐策略與辦學績效關係之研究林進山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76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位攝錄影實務 邱成順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06144 現代電影學 程予誠 199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54466 電影敘事影像美學: 剪接理論與實證 程予誠著 2008-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1266 電影商業脈絡思維: 理論與實務 程予誠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461 兔子Alex今天繼續練習幸福: 孤獨與孤獨相遇 變成了一份愛Alex韓著; 安茶淵繪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8485 怦然心動 散步首爾 李夏覽著; 高胤茹編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8492 怦然心動 鐘路散步 首爾市鐘路區廳, 南相旭, 宋昭珍作; 許文柔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7117 安靜力: 每天10分鐘,揮別躁動與空虛,重新遇見美好的自己坎吉育.塔尼耶(Kankyo Tannier)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469 極耐力: 解密心智、身體與人類表現的極限彈性艾力克斯.哈欽森(Alex Hutchinson)著; 林麗雪, 吳盈慧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650 梵谷與日本 原田舞葉作; 劉子倩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681 為失竊少女祈禱 珍妮佛.克萊門(Jennifer Clement)著; 黃意然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704 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 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 Foster)著; 張綺容譯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97728 破果 具竝模著; 馮燕珠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667 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李孟紅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735 失蹤的消防車 麥伊.荷瓦兒(Maj Sjowall), 培爾.法勒(Per Wahloo)合著; 柯翠園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742 邊緣印度 程敏淑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759 一本你希望父母讀過的書(孩子也會慶幸你讀過)菲莉帕.派瑞(Philippa Perry)著; 洪慧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766 庭守之犬 岩井俊二著; 邱香凝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773 小孩遇見詩: 五個媽媽 吳俞萱等作; 夏夏主編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7780 小孩遇見詩: 想和你一起曬太陽 吳志寧等作; 夏夏主編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7797 尋琴者 郭強生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810 我的寵物大犀牛 強.艾吉作; 賴嘉綾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7827 The Small Big台灣特有種: 跟著公視最佳兒少節目一窺台灣最有種的物種公共電視<>製作團隊作; 傅兆祺繪圖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97889 The Small Big台灣特有種: 跟著公視最佳兒少節目一窺台灣最有種的物種公共電視<>製作團隊作; 傅兆祺繪圖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97834 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 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著; 韓良憶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865 幸災樂禍 蒂芬妮.史密斯(Tiffany Watt Smith)著; 林金源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872 寄生大腦: 病毒、細菌、寄生蟲如何影響人類行為與社會凱瑟琳.麥考利夫著; 張馨方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896 中間的人 石芳瑜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919 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 國際志工的微小力量 朱永祥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926 雨季的孩子 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enez)著; 林品樺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7933 薩伏大飯店 麥伊.荷瓦兒(Maj Sjowall), 培爾.法勒(Per Wahlöö)合著; 許瓊瑩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940 超級工程MIT. 1, 穿越雪山隧道 黃健琪文; 吳子平圖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957 魯邦的女兒 橫關大作; 李漢庭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964 為什麼你替別人著想,自己反而受傷?: 放下對他人的期待,活出內在價值,與不完美的世界和解李東龜著; 簡郁璇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971 貝加爾湖隱居札記 席爾凡.戴松著; 梁若瑜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7995 繞頸之物: 全球最受矚目的當代非裔英語女作家阿迪契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著; 徐立妍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31

元素人創意



9789863598008 超級工程MIT. 2, 跨越高屏溪的斜張橋 黃健琪文; 吳子平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8015 陰陽師外傳: 源氏物語祕帖. 翁 夢枕獏作; 茂呂美耶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2959 譯夢時代: 你的夢無比地有意義 崔洛逖.尉克勒.卡耶姆(Charity Virkler Kayembe), 馬克.尉克勒(Mark Virkler)著; 高倢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966 無盡的歌: 教會音樂與敬拜的13堂課 肯尼.歐斯貝克(Kenneth W. Osbeck)著; 謝林芳蘭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980 我未來的另一半,你好: 從我到我們的幸福練習題延玲珍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000 成為分辨者: 從神來的洞見與察驗之道 吉姆.歌珥(James W. Goll)著; 劉如菁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610 山林台灣 羅旭華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1732 TCP/IP technologies in modern computer networks Elena Smirnova, Andrey Proletarsky, Ekaterina Romashkina[作]2019-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791749 TCP/IP technologies in modern computer networks Elena Smirnova, Andrey Proletarsky, Ekaterina Romashkina[作]2019-10-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383 一學就會的靈棋經與棋卦 元氣山人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096 氫水能救命: 氫分子的疾病治療遠景 呂鋒洲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462 朱夜與我 呂梅黛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613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20洪昌穀總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606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報. 2020 108學年度畢業班全體同學[製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458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20 黃盟元, 熊同銓, 潘明玉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441 智慧觀光.旅遊新創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0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暨研究所碩士班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445 環遊世界八十樹 強納生.德洛里(Jonathan Drori)著; 綠西兒.克雷克(Lucille Clerc)繪; 杜蘊慧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597 斜陽外 黃光男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觀光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園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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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心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友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天恩



9789869868600 寂寞寂寞不好 馮勃棣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617 思想沒有家,永遠在路上 李劼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624 過眼雲煙: 華文名家的心靈世界 李懷宇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648 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 廖亦武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2409 活出真愛 蔡茂堂作 2020-02-00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1876 熱帶魚觀賞與飼養大全 Mao Song Liu/松主編 2019-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71883 日語字母書寫練習 巫沅達編著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890 白話註譯詩經讀本 陳美燕註譯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906 白話註譯朱子治家格言 謝恭正註譯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920 吉祥起名招財納福好運到 陳繕剛編著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937 古傳秘本諸葛孔明384神籤 胡焰棠主編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944 三十六計的智謀絕學 張宗翰主編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951 寫作措辭分類辭典 劉元柏主編 2019-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71968 八字初階入門 陳繕剛主編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975 呂仙祖聖籤解 陳繕剛主編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090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20年版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557 57年鑑: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 2020 台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2020-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768 教練領導力: 少指令、多培育,倍增你的影響力 基斯.韋伯(Keith E. Webb)作; 柯美玲譯 2018-12-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904 教練領導力: 少指令、多培育,倍增你的影響力(簡體字版)基斯.韋伯(Keith E. Webb)作; 柯美玲譯 2019-09-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959 亞當,別碰那顆果子: 四十個虛謊之果,借真理一舉粉碎羅伯.沃格曼(Robert Wolgemuth)著; 佘晨揚譯 2019-12-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966 亞當,別碰那顆果子: 四十個虛謊之果,借真理一舉粉碎羅伯.沃格曼(Robert Wolgemuth)著; 佘晨揚譯 2019-12-00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9788 <>研究: 以編纂與天文曆法詮釋體系為對象(簡體字版)戴榮冠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870 文献蒙拾(簡體字版) 鲍廣東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894 文返樸而厚質: 王船山「道德的形上學」系統之建構. 上冊(簡體字版)陳祺助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900 文返樸而厚質: 王船山「道德的形上學」系統之建構. 下冊(簡體字版)陳祺助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07 百位世界傑出的政治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14 百位世界傑出的政治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21 百位世界傑出的經濟學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38 百位世界傑出的經濟學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45 百位世界傑出的軍事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52 百位世界傑出的軍事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69 百位世界傑出的外交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190 百位世界傑出的藝術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06 百位世界傑出的藝術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13 百位世界傑出的發明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20 百位世界傑出的發明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37 百位世界傑出的文學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44 百位世界傑出的文學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51 百位世界傑出的謀略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68 百位世界傑出的謀略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75 百位世界傑出的科學家. 下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282 百位世界傑出的科學家. 上冊 畢尚, 風華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釩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國租稅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梯出版社



9789577110459 研究綜述與論文選題: 以春秋,左傳,史記,宋詩,詩話為例(簡體字版)張高評著 2018-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602 知識、智慧與領導 蔡金田著 2019-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664 旅遊業態演化與商業模式創新 張威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671 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術文庫: 中國少數民族戲曲史論譚志湘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688 法律與文學的融合與衝突 白慧穎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695 政治關聯.外部扭虧與公司資本配置效率 李傳憲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718 大數據環境下政府資料開放研究 迪莉婭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725 社會管理創新論 尚緒芝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732 知覺之門 阿道司.赫胥黎編著 2019-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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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862 屈原儒道思想探微 許瑞哲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879 臺灣設計美學史. 卷一, 神話至明 楊裕富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886 臺灣設計美學史. 卷二, 盛清臺灣 楊裕富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893 臺灣設計美學史. 卷三, 當代臺灣 楊裕富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923 解放漢字，從「性」開始: 論漢字文化與心靈教學(中法對譯本)洪燕梅著; Chou Lim譯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978 管子選講 鍾永聖編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0985 道德經通解 鍾永聖編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05 競爭的國家: 印度經濟會趕超中國嗎 彭越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29 黃帝內經講選 鐘永盛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36 國學之光 女性之美 品墨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50 口譯的訊息處理過程研究 楊承淑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67 論語通解. 一 鐘永聖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74 論語通解. 二 鐘永聖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81 人是一棵思考的葦草 加雷斯.索斯維爾著; 許常紅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098 三十六計 佚名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104 石頭湯實驗: 文化隔閡為什麼如此頑固 黛博拉.唐寧.威爾遜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111 中國之新產業政策 王喜文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135 活用禪宗: 安寧自得 江紹倫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159 環境設計思維 任永剛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166 活用孔子: 安身立命 江紹倫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173 陌上花開: 和慕清一起讀詩經 郭慕清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197 國家圖書館故事: 發展史及館舍建築 宋建成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1203 理解宋學: 從韓愈看起 張瑞麟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227 新員工組織社會化: 從早期適應到離職意圖的影響機制研究王振源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241 高情商人士的12項核心能力 孟朝暉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258 新時代經濟熱點解讀 曹立主編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265 基於產業結構視角的能源富集區碳排放效應研究: 以山西省為例董潔芳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296 善說 廖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357 圖解案例消費者保護法 林瑞珠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364 黨外風雨: 台灣政論散文的自由意識 葉衽傑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418 組織變革 蔡金田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1425 從來如此,便對嗎: 魯迅錦言錄 魯迅著; 陳漱渝編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432 烏合之眾: 群體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龐著; 張源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449 讀史要略. 上冊 徐兵博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11456 讀史要略. 下冊 徐兵博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269 現代臺灣地區的出版文化與社會變遷(1950-2010)雷碧秀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1562 中華書局雜誌出版與近代中國(1912-1937) 徐蒙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1579 中國歷史文化新論: 高明士教授八秩嵩壽文集 陳俊強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1586 日治及戰後初期臺灣政黨與政治團體史論(1900-1960)陳正茂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3931 中華文耀己亥之美國際藝術聯展 呂玉環作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3538 倫敦旅行家 林庭如作 2019-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3828 自我察覺心靈練習本: 專注與靜心的10堂課 黃慧娟作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3835 輕描淡水: 速寫水岸.山色與街廓 林小南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5526 利他存摺 許維真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70

中華文耀文經交流協會



9789861755533 超速學習：我這樣做,一個月學會速描,一年學會四種語言,完成MIT四年課程史考特.楊(Scott H. Young); 林慈敏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540 畢卡胡的三好一公道選股攻略: 學習巴菲特如何打敗大盤,年賺20%畢卡胡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557 能量七密碼 蘇.莫特(Sue Morter)著; 蔡妍伶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564 高能要事時間管理術: 把重要的事做到極致 葉武濱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1994 別讓壞情緒毀了你 唐登華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083 誤會大了!想像不到的香港生活. 終曲 卡小姐著 2018-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44 一個法律人的世界遊蹤之一. 南北美洲、東亞與南亞、中東篇楊崇森著 2019-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51 一個法律人的世界遊蹤之二. 歐洲篇 楊崇森著 2019-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68 一個法律人的世界遊蹤之三. 中國大陸、澳洲、非洲篇楊崇森著 2019-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75 我決定活得有趣 蔡瀾編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82 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高朋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199 慢慢走啊,去過美的人生 朱光潛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205 沒有什麼了不起 蔡瀾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212 這樣教孩子,將來他會感謝你 金武貴, 南瓜夫人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229 萬一我們一輩子單身 少女綠妖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236 你要做的,只不過是發現生活之美 朱光潛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243 擦肩而過的好食光 夜奔小鹿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76 自卑與超越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韓陽譯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342 人際交往心理學 李楠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359 散播閱讀火苗的人: 臺灣圖書教師的故事 陳昭珍主編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366 書香女人: 女人是本書值得永遠閱讀 郝言言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373 人生煉金術 莊太量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380 思考致富: 把握財富的十三項法則 拿破崙.希爾著; 蕭瑩盈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403 說話心理學 張岩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489 人力資源管理從新手到總監. 2: 高頻案例解答精選李志勇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496 你要無可替代: 一個HRD的21天進階之旅 趙穎著 2019-10-00 其他 1

9789864712502 為什麼選你做HR經理: 人力資源管理技能精進指南徐勝華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519 不將就: HR成長蛻變記 馬青雲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526 兒童心理發展與家庭教育智慧 胡朝兵, 張興瑜主編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533 從菜鳥到專家: 人力資源管理實戰筆記 李遠婷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540 從零開始做播客: 創造網紅主播 奧蘭多.里奧斯著; 邵佳琪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571 慢慢來,一切都會是期許的模樣 軒雨幽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588 好父母不是天生的 鄧美林, 尹曉晴主編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601 我們終將與美好的一切相遇 肖卓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2618 凡俗心願: 中國傳統吉祥圖案考 野崎誠近編繪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456 經學理學名家粹集 李威熊等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093 CIA REVIEW 第三科: 內部稽核之業務知識 陳錦烽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4724 明代玉器專輯 楊惇傑主編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359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實務手冊 吳淑惠等作 2019-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5366 社區式長照機構設立操作手冊 張淑卿主編 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55373 臺北市日間照顧暨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操作手冊 王凰燁等作; 張淑卿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583 建築技術規則. 109年版, 總則編、建築設計施工編 20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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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部稽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翫雅集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孔孟學會



9789868920590 建築技術規則. 109年版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2609 創業勝經. 2019: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王毓茹等撰稿; 黃志鴻總編輯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5492 「阿拉伯半島過去、現在與未來」論文集 歐嘉瑞等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023 國語教科書與兒童文學論文集 游珮芸等著; 張素卿總編輯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9526 合作金融法規彙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編2020-02-00 修訂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615 論語講記. 上部 李瑞烈講述; 林文保文字整理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1卷 1

9789869606615 論語講記. 上部 李瑞烈講述; 林文保文字整理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1卷 1

9789869606622 論語講記. 上部 李瑞烈講述; 林文保文字整理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2卷 2

9789869606639 論語講記. 下部 李瑞烈講述; 林文保文字整理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3卷 2

9789869606646 論語講記. 下部 李瑞烈講述; 林文保文字整理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4卷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925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Chen-Yu Chiang等[編] 2019-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116 全國書法比賽專輯. 39屆 黃臺芝主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7975 專題郵刊. 22 2020-03-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0021 台灣植物病害名彙 曾顯雄等主編 2019-10-00 第五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668 ICOM京都大會參考手冊. 2019 賴瑛瑛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9640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20週年. 1999-2019 蔡榮鏜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428 北管亂彈.雞籠馨傳: 鑼鼓旗喧天 游淑珺作 201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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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傳統民俗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植物病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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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計算語言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聯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阿文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4216 南美雙雄商機調查: 秘魯與智利 賴鈴琍作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223 美墨加貿易協定與商機調查: 市場調查報告 阮翊雯作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230 新南向系列市調報告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因應美中貿易戰調整海外布局: 泰國、菲律賓工業區投資布局商機調查林瑋琦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247 新南向市調系列: 印度海德拉巴投資環境及產業商機調查杜富漢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254 新南向市調系列: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印度網路通訊設備與手機電腦相關產業商機林志都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261 英國脫歐的未來: 政治算計與如意算盤 倫敦台貿中心作;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278 中東歐振翅翱翔的白鷹: 波蘭市場商機調查 蔡欣育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4730 槌球比賽規則暨裁判實施要領. 2019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規則委員會編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902 臺陽美展畫集. 第八十三屆 吳隆榮等編輯 2020-03-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528 臺灣循環農業之永續作為與展望研討會專刊 詹富智等主編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535 永續農業. 第40期: 臺灣循環農業之永續作為與展望楊上禾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6643 蔬食好煮藝: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親系列 周金蓮, 郭雲燕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650 愛心兒童故事 釋海濤編; 周筱敏繪圖 2019-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16667 愛心兒童故事 釋海濤編; 周筱敏繪圖 2019-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16674 阿底峽尊者傳 法尊法師譯著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6681 動物王者的故事 海濤法師編著; 黃雅培繪圖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16698 動物王者的故事 海濤法師編著; 黃雅培繪圖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113 千喜食品SAP ERP導入結案報告 李輔庭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62120 A養鹿場SAP ERP導入結案報告 范嘉龍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62137 羽鉅股份有限公司SAP ERP導入結案報告 鮑世宇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62144 安安公司SAP ERP導入結案報告 許正憲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62151 丹蜜爾食品公司SAP ERP導入結案報告 李佳澔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62168 王氏植栽行SAP ERP導入結案報告 楊明瑋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62175 匠柏企業有限公司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 洪振倫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147 地球進程教師手冊: 小狼探險隊出發 劉惠文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161 地球進程故事教材: 小狼探險隊出發 劉惠文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178 月亮進程故事教材: 尋寶大挑戰 劉惠文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254 金門公共事務專題座談會: 金門低碳島發展現況與展望盧延根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200 童乩、靈乩、內丹【身中神】訓練的一貫性 陳慶全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教育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小毛克利探索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金門公共事務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印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陽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槌球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3812 50+心腦方成式: 給高齡者的創意方案二部曲 林麗惠主編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7217 挑花刺繡錄: 中國貞豐.黃平苗族刺繡圖稿 王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7224 紅藍白色刺繡 王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582 台灣前50大企業. 2019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407 PROCEEDINGS OF AA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ditor Applied 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AASE)2019-01-00 其他 1

9789869748421 PROCEEDINGS OF AASE 24th ETAS & 25th BES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ditor Applied 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AASE)2019-06-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5835 袁世凱竊國記 [中華書局]編輯部作 2019-11-00 台五版 平裝 1

9789578595842 吳佩孚傳 [中華書局]編輯部作 2019-11-00 台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859 古文範 吳闓生纂 2019-11-00 台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866 周易大義 吳汝綸撰 2019-11-00 台四版 平裝 1

9789578595873 尚書大義 吳闓生纂 2019-11-00 台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880 孟子文法讀本 吳闓生評點; 高步瀛集解 2019-11-00 台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897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 梁啟超著 2019-11-00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8595903 論李鴻章 梁啟超著 2019-11-00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8595910 歐遊心影錄節錄 梁啟超著 2019-11-00 台四版 平裝 1

9789578595927 新大陸遊記節錄 梁啟超著 2019-11-00 台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645 經典教育論: 西方經典的形構、論爭與教育實踐之研究趙慶河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492652 教育概論: 普通教育學講義 楊龍立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492669 新台灣教育史 林玉体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492676 肖像攝影。論 王志偉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686 隨佛行道. 第二輯 隨佛禪師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731 阿育王時代變造佛教之史探. 上, 阿育王掌控僧團,推行變造、分裂佛教之政策隨佛禪師(Bhikkhu Vūpasama)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34748 月空中璀璨的星: 憶溫煦達觀的勇者-法海: 原始佛教開化錄居士集. 一原始佛教會編輯群編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640 兩岸政策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9 劉恩廷, 黃泰豪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2310 領隊操作實務. 北歐破冰船篇 吳偉德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327 觀光領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題庫. 109年 吳偉德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334 觀光導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題庫. 109年 吳偉德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175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朱倖慧總編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國際菁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科學新知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棉幸福刺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信用評等

中華社會設計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653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42屆 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9734653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42屆 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20-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64609 中華道教文化神佛聖紀專輯 吳光輝編輯 2003-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5983 策略管理(大學用書) 閻瑞彥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990 英文翻譯. 二 (大專用書) 李欣欣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6003 英語口語訓練. 二(大專用書) 許惠芬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010 商務英語會話(大學用書) 梁彩玲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027 財務報表分析(大專用書) 賴振昌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034 消費者行為(大學用書) 林宜欣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041 英文作文(大專用書) 林勤敏, Taylor Melton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6058 婚姻與家庭(大學用書) 楊淳斐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065 金融市場實務(大學用書) 蔡錦堂, 林容如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072 日文. 二(大專用書) 吳致秀編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6089 商事法(大專用書) 李禮仲編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467 營業稅稅收變化之經濟影響評估 彭素玲等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561 當代教會傳播 恩格(James F. Engel)著; 白嘉靈, 郭惠瓊翻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592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書目: 中、日文專著與論文目錄中國福音學院中國教會史研究中心編纂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55622 林道亮博士紀念文集: 教牧學概論 林道亮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55653 博士課程最佳實踐指南 伊言.蕭(Ian J. Shaw), 史考特.康寧漢(Scott Cunningham), 博納德.奧特(Bernhard Ott)編; 趙士瑜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117 台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9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2019-04-00 第1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6471 大學生課外學習成果評量: 倫理、實務與應用 蔡志賢著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1807 心智內化 南海古佛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814 佛乘般若 禪宗六祖惠能禪師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752 華醫百「聞」記實: 2016-2019新聞精選集 張明蘭作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638 佛說處處經白話註解 紫雲居士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藥師山居士佛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燃燈印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醫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道教文化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8801 足跡事蹟軌跡. 十一 心想文化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1752 保險法逐條釋義. 第一卷, 總則 江朝國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121 家事事件法逐條解析 郭欽銘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718 醫療人權與刑法正義 張麗卿著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553824 刑事政策: 概念的形塑 陳慈幸著 201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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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6276 法律倫理學 姜世明著 2015-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6337 刑法通則新論 邱忠義著 2015-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6504 性別關係與法律: 婚姻與家庭 陳惠馨著 2015-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6559 憲法要義 李惠宗著 2015-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6610 行政法入門 林合民等合著 2015-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6641 行政訴訟法 陳清秀著 2015-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6665 商事法 王文宇等合著 2015-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6702 票據法 王志誠著 2015-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6849 土地法釋義 陳立夫著 2016-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174 民法總則 陳聰富著 2016-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7181 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 陳惠馨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204 契約之內容與消滅 陳自強著 2016-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7259 國際稅法 陳清秀著 2016-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7440 傳聞例外 張明偉作 2016-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587 民事訴訟法理論與案例 林洲富著 2016-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7594 人權、民主與法治: 當人民遇到憲法 許育典著 2016-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7631 設計產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林佳瑩著 2016-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7648 公司法論 王文宇著 2018-02-00 五版 精裝 1

9789862557945 商業會計法 王志誠, 封昌宏著 2016-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7983 國際人權法理論與實務 鄧衍森著 2016-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102 不動產估價體系 許文昌著 2016-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140 債法總論 李淑明著 2016-10-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8164 證券法規 賴源河著 2016-09-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2558171 日本刑法典 陳子平, 謝煜偉, 黃士軒譯 2016-09-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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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195 法學緒論 蔡佩芬著 2016-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8270 刑法各論 陳子平著 2016-09-00 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2558287 刑事法實務熱點問題剖析 林忠義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300 教育行政法 許育典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485 營業秘密訴訟贏的策略 張志朋, 林佳瑩作 2017-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539 刑法的象徵化與規制理性 古承宗著 2017-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652 政府採購法實用 謝哲勝, 李金松合著 2017-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775 保險法實例研習 葉啟洲著 2017-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8850 繼承法講義 林秀雄著 2017-03-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8867 民法總則 李淑明著 2017-03-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2558898 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陳昭華著 2017-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8935 銀行法暨金融控股公司法 周伯翰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973 台灣科技產業美國專利訴訟30年之回顧 劉尚志, 陳在方編著 2017-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9055 刑法分則實務 林培仁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559079 刑法分則實務 林培仁編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559130 德國刑法典 何賴傑, 林鈺維審編; 王士帆等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9178 民事訴訟法: 特殊與救濟程序 李淑明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9291 政府採購法解讀: 逐條釋義 黃鈺華, 蔡佩芳合著 2017-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9321 民事訴訟法: 通常訴訟程序 李淑明著 2017-09-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559420 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 劉明生著 2017-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9444 民法入門 李淑明著 2017-09-00 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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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9581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析論 葛克昌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9666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陳銘祥等合著 2017-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559673 企業管理與法律 李智仁等合著 2017-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9710 刑法各論 陳子平著 2017-09-00 三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2559734 民事訴訟法基礎論 姜世明著 2017-10-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2559789 專利法 陳龍昇著 2017-10-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想文化創意



9789578607057 民法物權 李淑明著 2018-01-00 十版 平裝 1

9789578607279 洗錢防制法: 銀行業實務挑戰 王任翔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7286 民法基礎五講 李淑明著 2018-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07293 憲法 許育典著 2018-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8607460 債法各論 李淑明著 2018-07-00 九版 平裝 1

9789578607941 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 李太正著 2018-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8607972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邱玟惠著 2018-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5110116 智慧財產權法 謝銘洋著 2018-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5110123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 吳志正著 2018-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0192 土地法規體系 許文昌著 2018-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110314 行政法基本十講 李建良著 2018-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5110383 變動中的公司法制: 17堂案例學會《公司法》 方嘉麟等合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0734 土地法規 許文昌主編 2019-02-00 九版 平裝 1

9789575110796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理論與實務 林洲富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2740 訴願理論與實務教戰守則 林清汶著 2008-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842986 法律與文學: 文學視野中的法律正義 張麗卿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9266 好多好玩的恐龍指印畫 費歐娜.沃特(Fiona Watt)著; 坎迪斯.懷特莫(Candice Whatmore), 卡利.戴維斯(Carly Davies)繪; 艾可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303 我的趣味寫作本: 引導孩子的作文力!(創作力升級版)凱蒂.羅威(Katie Lovell)圖;路易.史都威爾(Louie Stowell), 珍.奇澤姆(Jane Chisholm)文 ; 劉握瑜譯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9310 我的創意畫畫本: 啟發孩子的繪畫力!(創作力升級版)費歐娜.瓦特(Fiona Watt)文; 坎迪斯.沃特莫爾(Candice Whatmore)圖; 劉握瑜譯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29433 給芬恩的燈籠 安.斯沃茨(An Swerts)文; 艾隆.戴克史卓拉(Aron Dijkstra)圖; 謝靜雯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440 這不是你的錯 伊洛娜.拉姆汀克(Ilona Lammertink)文; 艾爾絲.佛梅爾福特(Els Vermeltfoort)圖; 謝維玲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530 健康科學院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108學年度吳世經, 李國興主編 2020-06-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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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877 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904907 喚醒世界: 女性和英勇女性特質經典故事 艾倫.B.知念(Allan B. Chinen)著; 舒偉, 丁素萍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5027 一把蓮: 黑水溝傳奇 林滿秋著 2020-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5027 一把蓮: 黑水溝傳奇 林滿秋著 2020-06-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380 專為牙科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口腔內裝置治療阪井丘芳監修; 奥野健太郎等著; 陳韻之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006 學習小字典 顏心栽, 趙俊臣, 俞福祚編著 2018-06-00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1250 獻給故鄉的一本存摺 葉日松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1267 野孩子的天堂 魏鳳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6109 該隱的末裔 有島武郎作; 黃詩婷譯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851 不屑是種正能量: 不屑貓的97種歡樂與力量 不屑貓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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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學象形寓意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臺科大健康科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74

水滴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1674 空橋上的少年 蔡伯鑫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11 孤兒: 從榮格觀點探討孤獨與完整 奧德麗.普內特著; 朱惠英, 陳俊元, 利美萱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35 找回聲音的美人魚 胡慧嫚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42 認真的你,有好好休息嗎?: 平衡三力,找回活力 黃天豪, 吳家碩, 蘇益賢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59 談病說痛: 在受苦經驗中看見療癒 凱博文(Arthur Kleinman)作; 卓惠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66 照護的靈魂: 哈佛醫師寫給失智妻子的情書 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 王聰霖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73 假性親密: 修復失衡的互動,走進真實關係 馬克.伯格(Mark B. Borg, Jr.), 葛蘭特.柏連納(Grant Hilary Brenner), 丹尼爾.貝利(Daniel Berry)著; 殷麗君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80 幸福童年的真正祕密: 愛麗絲．米勒的悲劇 馬丁.米勒(Martin Miller)著; 林硯芬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797 家族系統排列: 核心原理與實務 周鼎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762 狼殿下 陳玉珊編劇團隊原著; 湛藍(Di Fer)小說改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26787 狼殿下 陳玉珊編劇團隊原著; 湛藍(Di Fer)小說改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11736 張行的24小時 張行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750 想見你Someday or one day: 原著小說 三鳳製作, 福斯傳媒集團作; 簡奇峰, 林欣慧故事原創; Di Fer小說改寫2020-02-00 平裝 1

9789869811767 陪妳妮一起長大: 男人帶孩子很可以 那對夫妻(Kim)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9811774 早川小百合同名寫真.大好きだよ❤️写真集 早川小百合作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1449 亞當與夏娃的興衰 史蒂芬.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著; 梁永安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456 傅佩榮周易哲學十五講 傅佩榮著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01531 英雄的旅程 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主編; 梁永安譯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548 上帝一直在搬家 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著; 梁永安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555 普魯斯特的個人書房 安卡.穆斯坦(Anka Muhlstein)著; 鄧伯宸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562 巴爾札克吃在巴黎 安卡.穆斯坦(Anka Muhlstein)著; 梁永安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3445 ACME新編詳解英漢字典 張祥玫編著 2020-03-00 修訂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4978 當代精解英漢辭典 江吟梓等編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985 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3-00 二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4295012 最新標準英漢辭典 江吟梓, 蘇文賢編著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5067 最新標準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2-00 七版 精裝 1

9789864295074 白話注音三字經 鄧妙香編著; 陳昭蓉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295081 白話注音三字經 鄧妙香編著; 陳昭蓉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295104 北魏張猛龍碑 朱玖瑩, 王寶星文字解說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111 顏真卿書麻姑山仙壇記 朱玖瑩, 王寶星文字解說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128 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 朱玖瑩, 王寶星文字解說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210 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2020-04-00 七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4295227 新編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寫 2020-05-00 九版 精裝 1

9789864295234 標準學生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寫 2020-05-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295265 巴斯的好點子 曲敬蘊文.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272 一起想辦法 腸子文; 蔡潔莘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289 農場特訓班 詹雯婷文; 余麗婷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296 啊!肚子好痛 腸子文; 小爾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319 水滸傳 施耐庵原著 2020-05-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4295333 吹笛手與魔法繩 許麗萍文; 陳昱豪圖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5340 貓十三 林淑貞改編; 彭大爺圖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597 獅子與老鼠 丁瑀人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81500 愛的教育 愛德蒙多.德.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517 醜小鴨 林硯俞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81524 快樂王子 奇魯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水靈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立緖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0273 T is for Taiwan 台灣A到Z 黃惠玲文; 王逸蘭等圖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249 驚驚袂著等: 劉靜娟的台語時間 劉靜娟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843 老派文青的文學浪漫 廖振富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1650 戎先生的失戀日記 桃白百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1667 戎先生的失戀日記 桃白百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1681 巫者 蒔舞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1735 他在清明來看我 larza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1759 聽聽 弄清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1827 PUBG世紀網戀 醬子貝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1841 PUBG世紀網戀 醬子貝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1834 PUBG世紀網戀 醬子貝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826 寄居蟹 羲和清零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833 最閃耀的星星 邊想作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9732840 最甜蜜的西瓜 邊想作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808 塵埃 古乃方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814 臺灣國際書法彩墨畫聯展專輯. 2019 李茂樹, 林惠敏編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016 細雨夢迴憶韶光 鄧韻梅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587 微光與大火 尼西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622 如何提升跨界閱讀力: 每天10分鐘全面躍進 洪碧霞等作 2010-04-00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707 十五志學. 基礎篇: 教育部推薦選文15篇 陳美儒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721 華語教師課堂話語發展 宋如瑜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738 狀元字音字形全攻略 郭菁怡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745 針灸科學 黃維三原作; 陳必誠編修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752 迷你廣播劇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2020-04-00 三版 平裝 2

9789570919769 迷你廣播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0919769 迷你廣播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209 一個家庭的故事: 包文理論入門 麥可.柯爾(Michael E. Kerr)著; 江文賢譯 2019-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613 軌道安全概論 林仁生編著 2019-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包文理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方行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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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市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田文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古氏文藝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平心工作室



9789869796644 子青詩作選: 暖男的誘惑 魯子青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6651 子青詩作選: 貓奴的心聲 魯子青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707 台北市彰化縣同鄉會五十週年慶特刊: 璀璨五十 爍古耀今林冠潤總編輯 2019-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717 晟盫藏印: 何崇輝藏印選輯一 古耀華, 潘明皇作 2019-12-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114 無辜的吶喊: 不能說的冤案辯護 鍾傑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14480 錯覺資產: 比起運氣和實力,「讓人誤會的力量」才決定一切!ふろむだ(fromdusktildawn)作; 高詹燦譯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9314497 有錢人的煉金方「晨」式: 把握起床後的黃金1小時,讓財富翻倍!哈爾.埃爾羅德(Hal Elrod), 大衛.奧斯本(David Osborn), 昂諾莉.寇德(Honorée Corder)著; 林靜華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503 你真的不必討好所有人: 獻給容易受傷的你的「厚臉皮學」枡野俊明著; 涂愫芸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527 沉默契約: 解開那些埋藏在我們人際關係中的「無聲地雷」!琳達 D. 安德森, 索妮雅 R. 班克斯, 蜜雪兒 L. 歐文斯著; 陳芙陽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534 Google如何打造世界最棒的團隊?: 用最少的人,創造最大的成果!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Piotr Feliks Grzywacz)著; 高詹燦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541 一週七天,沒有一天叫做「有一天」: 10個讓夢想成真的秘密心法,找回你想要的人生!莎曼.霍恩(Sam Horn)著; 林師祺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14558 Google如何打造世界最棒的團隊?: 用最少的人,創造最大的成果!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Piotr Feliks Grzywacz)著; 高詹燦譯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9314565 OSSO~歐美近代史原來很有事 吳宜蓉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546 純素天堂: 我直直的.傻傻的.VEGAN之旅 徐立亭圖.文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553 純素天堂: 我直直的.傻傻的.VEGAN之旅 徐立亭圖.文 2020-04-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238 塔羅初心者 蘇珊.萊維特(Susan Levitt)著; 楊舒涵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9088 三月信仰: 默娘傳 揚季蓁, 賴姵霖, 鄭乃文 圖文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9418 臺灣華語文教材史 邱凡芸著 2020-03-00 第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5236 無稽的神話: 歷史的另一面 米高貓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359 東京豬排會議: 5年訪察嚴選超美味65家、殿堂級12家名店,爽脆麵衣與甘甜豬肉的絕妙魅力,超一流大眾料理完整指南誕生!山本益博,Mackey牧元,河田剛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359 東京豬排會議: 5年訪察嚴選超美味65家、殿堂級12家名店,爽脆麵衣與甘甜豬肉的絕妙魅力,超一流大眾料理完整指南誕生!山本益博,Mackey牧元,河田剛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366 李莎的生活隨想: 以幸福為底色的人生 李莎文; 花步圖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373 Grandpa Santa中文版設定集 林苡均圖.文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380 Grandpa Santa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Jenny Lin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5694 孩子就該從小玩才藝: 品客老師以孩子為出發點,從玩樂中學習藝術,讓藝術變成樂趣 ,培養生活力X啟迪學習力X引爆實作力X激發創造力品客老師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5700 角落小夥伴: 魔法繪本裡的新朋友 紙上電影書 角落小夥伴小組(San-X)原作; 高雅溎翻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巧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米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正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左西心創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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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北市彰化縣同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功隆形象設計



9789862912393 桃園市美術協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2019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12409 陳世明水彩/油畫作品輯. 2019 陳世明作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2912416 寧靜.靈境: 張晉霖水彩作品集 張晉霖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213 記。符號: 莊志輝創作集 = Coding & decoding: Chih-Hui Chuang莊志輝作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623 尋找台灣味: 東南亞X台灣兩地的農業記事 地理角團隊著; 洪伯邑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647 桑切斯家的孩子們: 一個墨西哥家庭的自傳 奧斯卡.路易士(Oscar Lewis)著; 胡訢諄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6904 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 黃連生主編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1606 絲線上的文明: 十三個故事,纖維紡線如何改變人類的歷史卡西亞.聖.克萊兒(Kassia St. Clair)著; 蔡宜容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613 花園裡的小宇宙: 生物學家帶我們觀察與實驗,探索植物的祕密生活詹姆士.納爾迪(James Nardi)著; 周沛郁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620 減塑排毒自救手冊: 從個人護理到食衣住行,立即實踐,馬上行動!蓋伊.布朗(Gay Browne)著; 張簡守展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06544 Scratch 3小小程式設計師 巨岩出版編輯群, 校園文化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4030 性格決定命運 林郁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054 狼道超強團隊 龍靖文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078 FBI讀心術 滄海滿月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78500 猶太人幸福10堂課 林郁主編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78517 猶太智典<> 林郁主編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78524 天下第一奇謀鬼谷子 鬼谷子原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8548 天下第一奇書 厚黑學大全集 李宗吾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78562 安妮的青春 露西.M.蒙哥馬利著; 李常傳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84960 我的功夫師父是李白: 用國學武出好體魄、好品德、好修養李章智, 韓基祥著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7584977 拜節氣為師: 順四時補氣養生,用「功」練出好身體李章智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9207 論語筆記 正和書院論語讀書會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2920 記憶死刑 彭啟東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679 一支攪拌棒,輕鬆完成超人氣糕點 荻田尚子作; 胡家齊翻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686 立即享瘦,減醣瘦身家常菜200道 市瀨悅子作; 胡家齊翻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693 日本常備菜教主「日日速配。冷便當」191道 松本有美作; 許孟菡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未來敘事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未來書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和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巨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東天主教會教義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平均律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4835 馬各家的廚房 曾艷冰口述; 駱荑菡整理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214842 孩子們的秘密 阿彬叔叔作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214859 放心趣旅行 阿彬叔叔圖文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8840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力學 黃達明, 柯雲龍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38840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力學 黃達明, 柯雲龍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38842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加工 吳啟瑞, 陳坤地, 陳麗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38842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加工 吳啟瑞, 陳坤地, 陳麗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2870 基礎工程力學 詹雅晶, 康通能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3273 全新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高效率解題技巧(使用Excel+Word-Dataset3版)李權祐編著 2020-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3525 技術高中數學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C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二冊 1

9789864553693 丙級門市服務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郭小喬編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860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通關寶典 郭小喬編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751 思維風暴: 兒童如何用電腦建構無限可能 西摩爾.派普特著；張安昇, 駱莊奇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291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 7/10+Word 2010/2013/2016/2019版)佳彥資訊編著 2020-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537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2020年最新版佳彥資訊編著 2020-02-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475 化工裝置. 上 陳慎平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581 烘焙實務. 上 林家鈞, 江裕春, 李淑卿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871 技術高中數學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B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56151 丙級網路架設學術科通關寶典 施清壬, 李明地, 陳兆淞編著 2020-02-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7462 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蕭柱惠, 捷達工作室編著 2020-02-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7592 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鄧登木, 鄭才新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7660 機件原理.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柯雲龍, 潘建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875 數學學測模擬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李林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7981 乙級數位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掌舵工作室編著 2020-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8636 數學. B 施賢文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558889 數位邏輯設計 蕭柱惠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817 烘焙實務. 上(乙版) 周敦懿, 陳國勝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824 行銷實務. 上 鄭桂芬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831 立體裁剪實務. 上 羅淑杏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855 數學. A. 第三冊 施賢文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879 旅館客務實務.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吳碧仙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886 旅遊實務.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劉碧雯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893 電子學實習. 上(乙版) 彭世興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909 機電實習 曾偉智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916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上 林合懿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930 膳食與營養實務. 上 董家堯, 吳幸娟, 章雅惠 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947 基本電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黃仲宇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978 底盤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985 電子學.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徐慶堂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9992 西餐烹調實習 周敦懿, 黃寶元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83726 分析化學.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張家銘等編著; 張忠成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4334 PVQC專業英文詞彙國際認證: 餐飲類專家級分類與解析黃種傑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041 餐飲服務技術 江裕春, 鐘森盈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85959 電工機械.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黃慧容, 梁賢達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277 QuickBLE與感測器創意應用實作 朱振新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8059 遇見樹莓派: 使用Python入門趣玩GPIO 陳致中, 乾龍工作室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30452 寶貝聞聞看: 找一找,是什麼東西的味道? Emma Martinez作; 李旻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469 寶貝聞聞看: 找一找,是什麼水果的味道? Emma Martinez作; 李旻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537 我的小小EQ寶寶: 害羞寶寶 Stephanie Couturier作; 李旻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544 我的小小EQ寶寶: 快樂寶寶 Stephanie Couturier作; 李旻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551 我的小小EQ寶寶: 嫉妒寶寶 Stephanie Couturier作; 李旻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568 我的小小EQ寶寶: 生氣寶寶 Stephanie Couturier作; 李旻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575 我的小小EQ寶寶: 害怕寶寶 Stephanie Couturier作; 李旻諭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599 關於塑膠你想做什麼？ Katie Daynes作; 蔡佳玲譯 2019-10-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3

禾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卡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科大圖書



9789578930674 動動小指,劃劃看A到Z Jane Horne, Victoria Harvey作; Véronique Petit插圖; 禾流編輯團隊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35 三隻小豬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42 小紅帽與大野狼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59 白雪公主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66 灰姑娘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73 勇者鬥惡龍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797 女孩與三隻熊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803 糖果屋: 迷你立體童話世界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810 醜小鴨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827 七隻小羊與大野狼 Meritxell Martí作; XavierSalomó插畫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930841 出發旅行囉! Àngels Navarro作; Julio Antonio Blasco插畫 2020-01-00 精裝 1

9789578930858 天鵝湖 Anne Kalicky作; Sarah Andreacchio繪; 李旻諭譯 2019-12-00 精裝 1

9789578930865 睡美人 Anne Kalicky作; Géraldine Cosneau繪; 李旻諭譯 2019-12-00 精裝 1

9789578930872 胡桃鉗 AurélieDesfour作; Sarah Andreacchio繪; 李旻諭譯 2019-12-00 精裝 1

9789578930889 歡樂過新年 七色王國作 2019-11-00 2版 精裝 1

9789578930896 卡拉和帕皮的瘋狂馬戲團 Marc Clamens, Laurence Jammes作者/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2019-12-00 精裝 1

9789578930902 出發旅行囉!. 火車篇 Àngels Navarro作; Julio Antonio Blasco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360 走著瞧 寇延丁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77 全面滲透: 中國正在遙控臺灣 曾韋禎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84 馬偕傳: 攏是為主基督 郭和烈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391 香港獨立 余杰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0901 紅星與十字架: 中國共產黨的基督徒友人 曾慶豹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3105 世界宗教博物館導覽手冊 陳國寧主編 2019-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9743129 世界宗教博物館年報. 2019年 陳國寧主編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743129 世界宗教博物館年報. 2019年 陳國寧主編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792 白話注釋天工開物 (明)宋應星著; 董文校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808 元西域人華化考 陳新會撰 2020-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0605815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張星烺撰 2020-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0605822 西湖遊覽志 (明)田汝成撰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0605839 西湖遊覽志餘 (明)田汝成撰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839 兩岸競爭法專論 紀振清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846 行政治理 紀振清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6097 老相思 艾思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03 鄰家姐姐好難搞 安祖緹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10 害到總裁當老公 可樂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27 渴愛 喬寧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34 討厭你 安祖緹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41 好個驚心動魄的愛情 可樂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58 禍水求嫁 喬寧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65 完美先生和角落小姐 安祖緹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172 矇個傻里傻氣的情人 可樂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834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0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2020-04-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宗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主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780 一剎之寂: 阿卜極(詹獻坤)創作論述. 2019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5689797 一剎之寂: 阿卜極個展. 2019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5689803 線在生活: 阿卜極書墨作品集. 2019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5689827 愛的行板. II: 倪朝龍作品集 吳守哲總編輯 2020-05-00 平裝 1

9789865689841 霂光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作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858 玩色 沈亞芷等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531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10548 風中傳愛詩歌集. 二 疏效平監製 2019-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10555 跨越世代的宣教使命 陳斯隆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562 舊約裡的宣道 江榮義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10579 舊約裡的宣道 江榮義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10586 新約裡的宣道 江榮義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10593 新約裡的宣道 江榮義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2098 水上善德堂歷史沿革與文化資產價值 陳美,姚其中著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3405 紫龍宮傳奇 陳慶霖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405 紫龍宮傳奇 陳慶霖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9242 人類的起源與投胎轉世 羅尉良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9327 偽證破解家 大山誠一郎著; 警部殿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365 水昀塵瀾 馬凡媗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372 疼痛大突破 周明峰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495 如果你正讀著我 陳姵綾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556 從此以後但不一定是永遠 遷徙動物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594 紅雪 麥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617 贏在人生終點: 選擇在職進修,走一條風景不同的人生道路鐘志明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631 犹在镜中 岳堂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662 母子鐵道迷的旅行日誌 周筱瀠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686 輕鬆讀懂大佛頂首楞嚴經 清淨筏集著 2020-05-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3589693 尋 胡小釘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09 阿德勒勇氣寶典: 自助與助人手冊 陳偉任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16 60道零失誤料理: 新手煮婦也不怕 陳瑞珠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47 歡迎加入: 寶寶睡好覺 陳心心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54 彩虹 蕯蕯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61 Vivian的留學日記 魏小雅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78 77年的台灣回憶 汶莎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85 莊子教你修道: 逍遙游 天星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792 露西老師口說韓國語 許露西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08 小猴西遊記 葉家珠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15 銀河: 太陽家族 曾水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22 非線攝影藝術 蕭仁隆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46 含笑 村野夫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53 政治連結在企業危機中的價值研究 董夢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60 建築資產教案課程: 災後重建與日式木造建築 徐慧民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弘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康紫龍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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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



9789863589877 薩克斯風配件完全攻略 鄭皓文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84 能不能帶我去一個 沒有黑夜的地方 Rock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891 仇人日記 仇天媽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07 消救郎的日常 阿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14 新零售(簡體字版) 林立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21 詩的種子: 現代詩與古典詩之間的鴻構 李淵洲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38 從糾結到連結: 教養五個小叮嚀 林惠雅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45 一粒米,百粒汗 吉雷米, 江佩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69 佛法是科學的終極典範 蘇懿賢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76 夏洛 蘇一夏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83 德國點滴半世紀: 健康幸福富裕的生活 陳萬鍾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9990 煉獄(簡體字版) 麥嘉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26009 韓國次文化 林家寶, 葉庭妤合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030 苦秦魂 胡小釘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047 邊界 張一弘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061 客居小唱 湘月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078 萬物理論 胡萬炯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26085 活出孤寂人生的積極態度: 楊國良傳 楊國良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092 輕鬆讀懂大佛頂首楞嚴經. 上(簡體字版) 清淨筏集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26108 給兒童的第一本日語文法書 陳明姿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122 神劍風雲 吳仁光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139 易經生肖姓名學 張榮樺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146 變種.佛道奇緣 吳仁光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214 普通心理學講義 謝毅興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221 新政治美學: 陳志彬模式 陳志彬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6245 揚升之旅,與神同行(簡體字版) 阮志金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26252 花韻 茶美人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6283 熱血玉中.Share start 陳思齊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3830 佛藏經講義. 第一輯 平實導師述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03892 佛藏經講義. 第五輯 平實導師述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1827 升科大四技: 健康與護理模擬試題+歷屆試題解析孫芳屏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896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 李美芳, 詹恩華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902 倫普丁和勇敢的朋友們: 到廣濶遙遠的世界冒險尤麗.洛伊策(Julie Leuze)文; 艾絲堤德.韓恩(Astrid Henn)圖; 杜子倩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919 城市寫生: 水彩 丘永福主編; 陳旻君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933 星星出來了 山鷹文; Yvonne Wu圖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0091 陪你到最後,安寧護理師的生命教育課: 春落下的幸福時光李春杏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107 狗狗的愛: 讓動物科學家告訴你,你的狗有多愛你克萊夫D.L.韋恩(Clive D.L.Wynne)作; 陳姿君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121 心中住了一隻貓：我們和貓一起的日子 葉子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138 小撇步,解決常見惱人的各式疼痛: 68個解痛妙方,幫你紓解、和緩常見的各式疼痛。牙痛、落枕、肩頸痠痛、岔氣、經痛、便秘......都有詳細解說!田貴華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145 不累的生活: 正念紓壓,讓照護更得心應手 吳錫昌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152 敲敲打打。激活你的生命力 劉明軍, 張欣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169 日本男子的日式家庭料理: 有電子鍋、電磁爐就能當大廚KAZU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183 美麗: 是一步步堆疊而成 申一中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077 剝製 アボガド6著; 蔡承歡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084 四幕戲. 起 唐七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091 四幕戲. 結 唐七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0601 天選者. 3: 可不可以,血拚也來開外掛? 貓邏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0618 把快樂分享給傷心的你 捲捲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平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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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正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714 MEET@design設計心勢力. 2019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4814 毛以外 魯燕蓉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461 體適能評估與運動處方 Ann L. Gibson, Dale R. Wagner, Vivian H. Heyward作; 林貴福等譯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02485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Robert S. Weinberg, Daniel Gould作; 季力康等譯 2020-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9852708 神經物理治療學 王瑞瑤等作; 林光華主編 2020-01-00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52753 實證職能治療學 吳菁宜等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2777 徒手治療指南: 關節鬆動術與矯治術: 以實證為導向Robert C. Manske等作; 張曉昀等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2784 肺部復健計畫的臨床指引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作; 蔡美文等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2791 ACSM身體組成評估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Timothy G. Lohman, Laurie A. Milliken作; 林貴福等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7100 ㄅㄆㄇㄈ拼音書 幼福編輯部編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7155 阿德勒給孩子的30句勇敢名言 艾德娜著; 高淑蓉繪圖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230 我們的節氣 洋洋兔編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247 交響樂曲大師:貝多芬&古典創作天才:莫札特 幼福編輯部編; Hana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254 才華洋溢的詩人:李白&有教無類的至聖先師:孔子幼福編輯部編; Hana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261 指印畫: 創意童話自己蓋: 灰姑娘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278 指印畫: 創意童話自己蓋: 小飛俠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285 指印畫: 創意童話自己蓋: 白雪公主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292 聖誕節奇蹟故事 Stefania Leonardi Hartley新編; Alessandra Fusi等繪; 蔡欣蓉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308 趣味探險大迷宮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315 超級任務大迷宮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322 指印畫: 創意童話自己蓋: 姆指姑娘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339 指印畫: 創意童話自己蓋: 愛麗絲夢遊仙境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346 指印畫: 創意童話自己蓋: 小美人魚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353 奇幻魔法故事 Stefania Leonardi Hartley新編; Alida Massari等繪; 蔡欣蓉譯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360 1日10分の創意畫練習: 5步驟就畫完,成功率100%!カモ插圖; 劉姍姍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407 拉封丹寓言故事 Stefania Leonardi Hartley新編; Federica Nuccio等繪; 蔡欣蓉譯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414 這樣認字超有趣 幼福編輯部編; 張睿繪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902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平本). 民國110年 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805919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大本). 民國110年 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805926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特大本). 民國110年 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805933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專業版教師用). 民國110年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520 阿嬤：繪光音樂小說 阿樂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429 看見與觸碰性別: 近現代中國藝術史新視野 賴毓芝, 高彥頤, 阮圓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0436 網絡與階層: 走向立體的明清繪畫與視覺文化研究王正華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504 臺灣綠茶的故鄉: 三峽茶產業的發展與變遷 林炯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續三峽環境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可澄音樂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正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楓書局

立詰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4502 小小框看世界: 跟著偏鄉孩子一起玩攝影: 屯山國小攝影詩集王泳琋等作 2020-03-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203 101天變成好萊塢電影編劇: 你不可不知道 程予誠著 2017-12-00 平裝 1

9789869555210 宇宙之旅-啟動生命能場: 破解生命遊戲 程予誠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2403 「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年度論壇全紀錄. 2019年第四屆台灣地方議員聯盟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012 Merkel Cell carcinoma 默克細胞癌: Overview, Specialists' Perspectives and Case Reports(中英對照)呂長賢等作; 彭夢婷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3093 簡愛 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原著; 王夢梅改寫; 林芸巧繪圖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3109 少女三劍客: 回家之路 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作; 郭恩惠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123 神祕的鄰居 艾娜特.薩法替作.繪; 李紫蓉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147 鯨老師的信 岩佐惠文; 高畠純圖; 小路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3154 野貓軍團GO GO GO! 工藤紀子作.繪; 東方編輯部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611 野兔甜點師傅的祕密 小手鞠琉衣作; 土田義晴繪; 陳瀅如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3185 媽媽,為什麼? 谷川俊太郎詩; 中村悅子圖; 米雅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192 總統,我有話要說 安.洛耶作; 雷依拉.布里翁繪; 陳怡潔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208 不信你去問鯊魚 竹下文子文; 高畠純圖; 蘇懿禎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3215 巨人 凱特.史考特(Kate Scott)作; 林力敏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222 羅密歐與茱麗葉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黃瑞娟改寫; 樂本漾繪圖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4406 「中華民國」首屆總統蔣介石的靈言: 守護日本與亞洲和平的國家戰略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4413 以愛跨越憎恨: 推動中國民主化之日本與台灣的使命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4420 鋼鐵之法: 如何既柔軟又堅強地度過人生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4444 中國新冠肺炎靈查解析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4305 麻衣琹僧翰墨 曾洵編著 2020-03-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9558 行於尋常: 關於臺南城市與村落空間的思考與寫作吳秉聲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607 千年佛舍利再生解說 釋心見法師總策劃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325 在零撲殺之後,永不放棄的愛 麥嫂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動督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唸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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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唯心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台灣美術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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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心創電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續社會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530 青竹絲奇案 葉文生編著 2019-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3602 Case studies and endoscopic image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its mimicseditor Shu-Chen Wei 2020-03-00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922 臺灣揚琴創作曲集. 2017-2019 劉芳梅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7602 蛻變: 康木祥雕塑展 築空間編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1909 臺灣電動機車產業發展白皮書 王健全等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2908 我國傳統及新興電業現況與未來展望 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548 台灣精神詞典 吳崑松編著 2019-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7805 1045追夢的距離 李曉, 張弦文字 2019-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0392 聖經之鑰: 創世記-出埃及記 徐坤靖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371 Bangkok phosphors Cody Ellingham 2019-11-00 1st ed. 精裝 1

9789869859226 街頭設計: 改變街道的七種方式 影山裕樹編著; 武川寬幸等作; 林書嫺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9240 佐藤大提問中: 日本設計鬼才與17位大師的非官方對談集佐藤大作; 龔婉如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5494 天國之門: 從一九八九到二0一九(三十周年特別版)梁紹先漫畫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4498 若葉: さくらわかば 江山文化社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6408 瓶幹樹手冊Pachypodium分類與栽培 光山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山的多肉檔案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環島跑者聯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語文出版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創新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發炎性腸道疾病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揚琴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342 天地競秀 山水相輝: 鄭百重新青綠山水 鄭百重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1353 10 Things you must know about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olympiad: a guide to the IChO competition張一知, 馮寬文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360 別裝了,這才是真實的你!: 時尚修行很可以,菳字塔識人術賴菳菳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377 EMBA不會教的複製CEO 洪豪澤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204 目標與夢想 陳安之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308 南懷瑾大學問 魏承思著 2020-06-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9315 楞嚴大義今釋 南懷瑾述著 2020-05-00 臺灣三版十七刷 平裝 1

9789866059322 定慧初修 袁煥仙, 南懷瑾合著 2020-05-00 臺灣十二版二十一刷 平裝 1

9789866059346 易經繫傳別講 南懷瑾著 2020-05-00 臺灣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4500 月球房地產推銷員 李唐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4517 野果: 183種果實踏查,自然詩人梭羅用最後十年光陰,獻給野果的小情歌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 石定樂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916 補正課程: 以動作、圖畫與繪畫練習協助書寫、閱讀、算術困難的孩子奧德芮.麥克艾蓮(Audrey E. McAllen)著; 葉炯明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996 新刊子平注釋內外格解天機奧訣(簡體字版) 玄古道人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13310 新刊子平註釋內外格解天機奧訣 玄谷道人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13310 新刊子平註釋內外格解天機奧訣 玄谷道人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3310 新刊子平註釋內外格解天機奧訣 玄谷道人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13334 胎命(七柱論命)的原理和實務 何重建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59951 社會工作管理 陳思緯編著 2020-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968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2020-01-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975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2合1 林曉娟著 2020-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25019 高普特考國文搶分題庫 蘇廷羽編著 2020-03-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525026 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題庫寶典4合1 甄慧等編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25033 土地法攻略本 甄慧編著 2020-04-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5040 不動產估價概要 莊濰銓編著 2020-04-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503 童話烏克 Monnew & Ollie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774 每日一漢字 張鼎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502 宇宙探索大百科 縣秀彥監修; 黃經良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540 圖解.資治通鑑 (北宋)司馬光原著; 思履編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吉他好事小咖啡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由心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安之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古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9789869762557 東方神祇事典: 全採演繹諸神形象,探索中國.日本.印度90位諸神身世、歷史緣起及經典傳說游原厚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564 圖解山海經: 遠古限定.神怪地理學 楊光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571 手繪圖解.日本史 陳映勳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588 怪魚.珍魚大百科 本村浩之監修; 劉姍姍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595 生命簡史: 從宇宙起源到人類文明,重返生物演化大歷史王章俊著；米萊童書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0506 走進科學.動物奇趣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13 走進科學.恐龍公園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20 走進科學.地球揭秘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37 走進科學.古墓古堡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44 走進科學.宇宙環遊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51 走進科學.飛碟追蹤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68 走進科學.國寶檔案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75 走進科學.地理探奇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82 走進科學.海底探尋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599 走進科學.考古發現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19 走進科學.兵器博覽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26 走進科學.生物百謎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33 走進科學.自然奧秘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40 走進科學.戰機時代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57 走進科學.歷史見證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64 走進科學.怪獸形影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71 走進科學.海洋謎底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88 走進科學.寶藏新探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595 走進科學.天文奇觀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601 走進科學.空中奇景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618 走進科學.野人蹤跡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625 走進科學.藝術走廊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632 走進科學.草木奇葩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649 走進科學.恐龍科考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656 走進科學.艦船巡航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663 走進科學.軍備競賽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779 走進科學.奇案推理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786 走進科學.科技新潮 科普小組主編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793 化學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09 歷史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23 走進科學.失蹤之謎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30 走進科學.科技前沿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47 走進科學.科學回眸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54 物理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61 文化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78 語文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85 政治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892 走進科學.偵破秘密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08 走進科學.名勝奇跡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15 走進科學.恐怖迷影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22 走進科學.疑案真相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39 走進科學.史海沉鈎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46 走進科學.驚險迷蹤 科普小組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53 生理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60 文藝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77 天文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84 科學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8991 軍事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04 體育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11 地理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28 文學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35 海洋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42 文明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59 生物探謎 學習委員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66 自然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73 考古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080 宇宙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伊布數位文化



9789575419097 偵破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03 娛樂探謎 學習委員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10 社群運營五十講: 移動互聯網時代社群變現的方法、技巧與實踐陳菜根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27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34 人工智慧革命: 歷史、當下與未來 王天一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41 EXCEL帶你玩轉財務職場 劉洋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58 逆路: 一部民企高管親筆寫就的職場生存實錄 武超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72 走進科學.人體破譯 科普小組主編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89 走進科學.心理怪象 科普小組主編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196 人類神秘現象破譯 王順義編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202 未解知識之謎 王順義編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219 地外生命探索 王順義編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226 神奇的動物 王順義編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233 尋找UFO 王順義編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301 哈佛.慶應超強邏輯談判技巧 田村次朗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318 麥肯錫金錢管理法 濱口和也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691 汽車強國之路. 2018: 中國汽車產業發展新動能評估瞭望智庫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769 人工智慧簡明知識讀本 人工智慧簡明知識讀本編寫組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837 我們內心的衝突 卡倫.霍妮著; 過忻毅譯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19844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卡倫.霍妮著; 楊佳慧譯 2019-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6405 彩虹雲 楊偉苹文.圖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0518 後來 潘敦著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0549 老千騙局: 我在銀行的上班日常 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洪慧芳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0556 小眾,其實不小: 中間市場陷落,小眾消費崛起 詹姆斯.哈金(James Harkin)著; 陳琇玲譯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00563 回家: 與父母的關係,決定你與幸福的距離 賴佩霞, 郭貞伶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800570 我想跟你好好說話: 解決歧見與爭吵,開啟有效溝通的大門賴佩霞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654 全方位健康大預言: 精準健檢,找到一生健康密碼永齡健康基金會作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538 鑑古知證券交易法 李洙德編著 2020-02-00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5480 田安石的碳水循環飲食法 田安石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497 平衡免疫這樣吃 林曉凌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503 英文單字語源圖鑑. 2: 圖解拆字,輕鬆學、快樂記!清水建二, すずきひろし著; 張佳雯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510 與情緒相伴的新生活提案: 11個練習,讓你在憂鬱、焦慮、憤怒、孤單時拿回主動權劉惠敏等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63159 識茶 穆祥桐編著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166 看見新希望: 七年級戰將洪孟楷的時事評論 洪孟楷著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476 鼠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20 黃子容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早安財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早安健康

送存種數共計：77

送存冊數共計：77

好好文薈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919 山姆和瓦森: 只要我長大 吉斯蘭.杜利耶(Ghislaine Dulier)文; 貝虹潔.德拉伯特(Bérengère)圖; 謝蕙心翻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926 山姆和瓦森: 無聊的祕密 吉斯蘭.杜利耶(Ghislaine Dulier)文; 貝虹潔.德拉伯特(Bérengère)圖; 吳愉萱翻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67504 理想的簡單飲食 多明妮克.洛羅(Dominique Loreau)著; 李虹慧, 朱心怡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511 少了微生物,我們連屁都放不出來: 細菌病毒如何決定人類的生活,以及我們該如何自保?馬庫斯.艾格特(Markus Egert), 法蘭克.塔杜伊斯 (Frank Thadeusz)著; 宋淑明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528 紂王沒有那麼壞,屈原也不是自殺的?: 中國歷史謎團懸案,一次呈現!仲英濤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535 好人只會越當越委屈,不要讓當好人成為你的壞習慣大嶋信賴著; 賴郁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8915 節稅的布局: 搞懂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與房地合一稅,你可以合法的少繳稅,甚至一輩子不繳稅。. 2020版胡碩勻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58922 當你孤獨時,你能做些什麼 夏至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77125 禪漸次諸行止息經及淺鈔 蘇耀南著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880 光年 傅饒 傅饒等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869486897 我居住在可能裡: 劉文瑄個展 劉文瑄, 何偉明, 沈伯丞作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9882002 靜水蕩漾: 菲律賓女性藝術家聯展 Patrick D. Flores作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153 不生病的運動金處方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2018-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9160 一用就靈的四季養生智慧 健康生活圖書編委會編著 2018-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338 窺天地之奧: 張衡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413 現代中國科學事業的拓荒者: 盧嘉錫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420 征程萬里百折不撓: 玄奘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437 東西方文化的產兒: 湯川秀樹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444 果蠅身上的奧秘: 摩爾根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468 東方魔稻: 袁隆平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475 大自然的改造者: 米秋林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482 宰相科學家: 徐光啟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505 獨領風騷數十年: 李比希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536 近代地學及奠基人: 萊伊爾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550 一位身披袈裟的科學家: 僧一行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567 中國橋魂: 茅以升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598 智慧之光民族之魂: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04 魂繫中華赤子心: 錢學森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11 科學精神光照千秋: 古希臘科學家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28 原子彈之父: 羅伯特.奧本海默 管成學, 趙驥民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35 過渡時代的奇人: 徐壽的故事 管成學,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42 世界發明之王: 愛迪生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59 星輝月映探蒼穹: 第谷和開普勒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66 一貧如洗的科學家: 拉馬克的故事 管成學, 趙驥民著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673 600個腦筋急轉彎 張祥斌主編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57 通識要義 蔡宏進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64 臺灣社會的警訊: 社會事實與問題 蔡宏進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71 臺灣報業史話 曹立新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895 臺灣政黨政治發展史 李立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901 找回臺灣的蕃薯根 蔡宏進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918 光陰裡的老北京 戶力平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925 絕版王朝盜版君臣. 諸葛亮卷 婧婷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949 石濤傳奇 伍祿香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956 牛欄關不住貓: 歷史巨鏡中的腐敗與反腐敗作 李松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84970 日本足球史 符金宇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來光大慈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果出版



9789578784987 南海文明圖譜: 復原南海的歷史基因 嚴文斌主編; 新華社國際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6018 永遠的陳拱北 張秀蓉, 江東亮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6056 兒科大師李慶雲: 他的時代他的故事 張秀蓉, 劉清泉, 呂俊毅編著; 孫梅芳口述記錄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6063 錢鍾書交游考 謝泳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1714 掌上美術館. 4, 喵茶物語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161 生命科學的奇蹟: 臺灣試管嬰兒發展史 陳樹基作; 李漢昌, 呂明瑾採訪撰稿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4985 溫暖的執著. III: 關於一所可愛學校的導師故事 中國科技大學學務處編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259 (我的音樂生涯)臺灣卡拉揚: 張大勝 張大勝著 2016-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54419 法國製弓名家指南 呂元富作 2018-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54433 大譜版費華練習曲 張家禎編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54457 費華練習曲(大譜版). 中 張家禎編訂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464 爵士聖誕 張議中等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471 費華練習曲(大譜版). 下 張家禎編訂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488 大提琴的遊樂園: 大提琴重奏曲集: 三聲部與四聲部(總譜及分譜). 1, 古典小品篇R.T. Chiang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495 J.S. Bach法國組曲: 巴赫指法與觸鍵 宋允鵬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501 大提琴的遊樂園: 大提琴重奏曲集: 三聲部與四聲部(總譜及分譜). 2, 台灣歌謠篇R.T. Chiang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6703 台灣實證臨床指引發展及更新手冊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指引發展工作小組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522 小ㄅㄢ音樂劇場: 學齡前潛能開發學員手冊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2646 牙醫學解剖彩色圖譜 Eric W. Baker原著; Markus Voll, Karl Wesker繪圖; 周明加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677 醫學生必讀的心智圖 Olivia Smith原著; 彭偉峰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776 感冒症狀診斷: 教你學會鑑別重症疾病 岸田直樹原著; 郭勁甫, 吳秉修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783 漫畫圖解神經學檢查: 紐子醫師教你從小毛病揪出大危機森皆ねじ子原著; 陳依凡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806 最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牙科陶瓷技術學 洪純成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813 精神藥物手冊 林式穀編著 2019-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82844 骨科口袋書: 臨床檢查隨身手冊 Dawn Gulick原著; 楊榮森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851 醫師國考Winner: 生物統計與公共衛生學 林庭均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868 輻射安全證書測驗試題 張寶樹編著 2019-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2875 聚焦個體化醫療: 以藥物基因學、藥物動力學及藥效學應用入門David F. Kisor等原著; 張惠華, 鄭詠文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882 發聲說話障礙學 藤田郁代原作監修; 熊倉勇美, 今井智子編; 蘇珮甄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899 語言發展障礙學 藤田郁代監修; 玉井ふみ, 深浦順一編; 蘇珮甄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05 聽覺障礙學 藤田郁代監修; 中村公枝, 城間將江, 鈴木恵子編; 蘇珮甄譯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12 想當醫師嗎?需要的資訊英國專家教你怎麼做 Adrian Blundell, Richard Harrison, Benjamin W. Turney; 李力行譯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29 醫療品管圈: 從理念到實務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36 戰勝疼痛: 纖維肌痛者的完整照護與飲食保健指南Louise S. McCrindle, Alison C. Bested原著; 李美萱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43 彩色圖解創傷及骨科學快速學習 Henry Willmott原著; 彭佑寧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67 高級肌筋膜技術: 肩膀、骨盆、腿和足 Til Luchau原著; 張珉瑄等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74 小兒急診專科護理師指南 Sheila Sanning Shea, Karen “Sue” Hoyt, Kathleen Sanders Jordan原著; 鄭心怡, 侯沛蓁譯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981 突破醫療溝通困境: 醫護人員必修的一堂課 Robert Buckman原著; 何宗憲, 王晴瑩, 吳舜文譯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音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有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故事



9789863682998 心電圖學必讀 :從基礎循序漸進 Roland X. Stroobandt, S. Serge Barold, Alfons F. Sinnaeve原著; 郭力暟, 郭炫廷, 蘇昱嘉,馬聖翔譯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001 看圖說故事學養生: 淺顯易懂的黃帝內經養生秘笈王惟恒, 孫建新主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018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8年 李家誠, 康鈺玫, 林可瀚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025 Brunnstrom臨床肌動學: 理論與實務應用 Peggy A. Houglum, Dolores B. Bertoti原著; 李惠敏等譯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3032 醫事檢驗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8年 周靜筠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049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mental health: a vision for participationby Catana Brown, Virginia C. Stoffel, Jaime Phillip Muñoz2019-08-00 2nd ed. 精裝 1

9789863683056 驗光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8年 蔡政佑, 林蔚荏, 吳全盛編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063 運動解剖學: 動作指導及操作技巧解說 Blandine Calais-Germain原著; 許維君等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070 牙科CAD/CAM新科技: 從基礎到應用 末瀨一彥, 宮崎隆原著; 蘇南彰, 張正君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087 牙科材料學 鍾國雄編著 2020-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83094 最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活動義齒技術學 小正裕等著; 彭子祐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00 最新醫學影像技術學 余建明, 李真林主編; 詹繕合繁體修訂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17 Bruce & Borg心理社會參考架構: 以職能為主的實務理論、模式和方法Terry Krupa等原著; 鄭彩君等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24 CT判讀隨身手冊 范國光, 王書軒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31 物理因子治療學: 電磁療學 楊雅如, 曹昭懿編著 2019-10-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83148 物理因子治療學: 冷、熱、光、水療及機械性治療楊雅如, 曹昭懿編著 2019-10-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83155 如何面對兒童疼痛: 從心理、生理談處置 Leora Kuttner原著; 謝瀛洲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62 牙科器械概論 Carmen Scheller-Sheridan原著; 孫鼎茂,李恆,林叡均譯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79 與癌症共存: 患者該學習的事 Stewart B. Fleishman原著; 劉宛欣, 吳秉修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86 新內科住院醫師鐵則: 個案實戰指引 聖路加国際病院内科チーフレジデント原著; 陳依凡譯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193 醫師國考Winner: 寄生蟲學 林庭均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209 老年病症候群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主編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3216 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的原則與技巧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主編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3223 南加大醫學中心外科加護病房手冊 Elizabeth Benjamin, Demetrios Demetriades原著; 簡立建, 游沅叡, 蘇子靖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230 營養學必讀：從基礎到臨床病例輕鬆學 大村健二編; 薛曉瑩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840 墨之的藝術展演 陳強著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8685840 墨之的藝術展演 陳強著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303 創新論著猝死急救法 李德福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9283 聖瑪麗閨雅手札 鍾玉英編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1910 全國兒童美語: Go for English-My Body身體 吳慶晶, 李弘慈主編 2020-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405 自戀病: 從奧客、隨機殺人犯、怪獸病人到暴走老人片田珠美作; 林雯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865 村上春樹一百曲 栗原裕一郎等作; 唐郁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889 孤獨是一種狀態,寂寞是一種心情 植西聰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749 15分鐘的人生整理術 古川武士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017 佛陀教你如何明辨正法 淨光法師指導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047 曼樺庚子鼠運程. 2020年 曼樺作 2019-11-0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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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印前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口對鼻吹氣急救CPR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向原藝術畫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497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9)工作坊論文集. 第二十三屆呂賜傑等主編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39914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9)教師論壇及博士生論壇論文集. 第二十三屆呂賜傑等主編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721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2020-02-00 53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035 Boo Boo傳奇: 竹圍工作室的奇幻之旅 林韋辰, 許映琪, 張淑媛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093 曾經美好: 相信或不相信愛情 天真璐作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2001 與其急著讀空氣,不如先讀懂自己的心: 運用「故事」心理學,找回愛自己的正確方法、走出被操控的人際困境奧茲友子著; 楊詠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6495 航空客運與票務 鄭章瑞編著 2020-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7232 數位邏輯電路實習 陳本源, 陳新一,黃慶璋編著 2018-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7812 表現技法: 麥克筆綜合技法完全解析 黃昱幃編著 2018-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898 財務報表分析 李元棟等編著 2018-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8871 電磁干擾防治與量測 董光天編著 2018-07-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8888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致勝秘笈: Access 2010 制勝研究室編著 2018-08-00 十版 其他 1

9789864639328 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閻寶蓉編著 2018-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9342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鄧富源, 張弘智編著 2018-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9359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8-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9366 動力學 陳育堂, 陳維亞, 曾彥魁編著 2018-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9427 丙級西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8-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9441 一個專業按摩師必須知道的事: 美體按摩與保健施珮緹著 2018-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9465 自動控制 蔡瑞昌, 陳維, 林忠火編著 2018-10-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4639489 跟阿志哥學Python 蔡明志編著 2018-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9496 程式設計基本功與實務範例解析: 使用C# 邱宏彬, 邱奕儒著 2018-10-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9502 電腦網際網路 James F. Kurose, Keith W. Ross原著; 全華翻譯小組編譯2018-10-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463951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 Windows 7+Word 2010華成工作室編著 2018-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9540 工業日文 江裴倩, 江任洸編著 2018-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9557 六個標準差的品質管制: 六十小時學會實務應用的手冊謝傑任著 2018-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9571 供應鏈管理: 觀念、運作與實務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編著 2018-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9601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陳資文, 林明山, 謝宗良編著 2018-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9618 低壓工業配線實習 黃盛豐, 楊慶祥編著 2020-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9663 快速建立物聯網架構與智慧資料擷取應用 蔡明忠, 林均翰,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9694 動畫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SQL Server實作 李春雄著 2019-06-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9762 旅行業經營管理: 基礎到進階完整學習 張金明等編著 2018-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9779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 下, 參考書 傅志強, 鄭可萱編著 2018-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9892 工業工程與管理 鄭榮郎編著 2018-12-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9915 程式設計與生活: 使用C語言 邏輯林編著 2018-12-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30025 Python程式設計: 從入門到進階應用 黃建庭編著 2018-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0070 產品管理: 從創意到商品化 徐茂練編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0162 重點整理: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 B總複習. 2019版(103-107統測試題及解析)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8-1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0339 計算機概論: Office 2016適用 全華研究室, 郭欣怡編著 2019-02-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5030384 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9-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0483 營養學 陳雅妍編著 2019-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0506 科技英文寫作 李開偉編著 2019-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0544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錡編著 2019-02-00 八版 其他 1

9789865030575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工作室編著 2019-03-00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0629 管理學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2019-05-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圍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雲文化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藥品雜誌



9789865030636 商事法 吳威志等撰著 2019-07-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0643 經濟學 許可達等編著 2019-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0650 行銷企劃理論與實務 古楨彥編著 2019-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0674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指導手冊 張秋蘭編著 2019-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0681 完全制霸歷史複習講義. 上, 第1-2冊 吳一晉編著 2019-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30704 電子學(基礎理論) Thomas L. Floyd原著; 楊棧雲, 洪國永, 張耀鴻編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0742 冷凍空調實務(含乙級學術科解析) 李居芳編著 2019-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0889 可程式控制器實習與電腦圖形監控 楊錫凱等編著 2019-06-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0896 可程式控制實習與應用: OMRON NX1P2 陳冠良編著 2019-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0933 金融市場概要與職業道德規範 張巧宜編著 2019-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1060 LabVIEW與感測電路應用 陳瓊興編著 2019-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1091 國際禮儀 梁崇偉編著 2019-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1107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講義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2019-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111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完全破解 耿立虎編著 2019-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1152 升科大四技: 造形原理完全破解(2020最新版) 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2019-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1169 升科大四技: 數學C總複習講義 陳重銘, 陳映廷編著 2019-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1176 車輛感測器原理與檢測 蕭順清編著 2019-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1183 工程數學 姚賀騰編著 2019-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1275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9-07-00 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31282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9-07-00 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31374 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王麗琴編著 2019-06-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503144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解答 林怡均編著 2019-05-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1459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2019-07-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1473 升科大四技: 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2019-06-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1480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解析 王溢川編著 2019-06-00 六版 其他 1

9789865031497 升科大四設計群專二考前急救包 林彥銘編著 2019-06-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1541 職業衛生 侯宏誼, 吳煜蓁編著 2019-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1640 數位邏輯設計與晶片實務(Verilog) 劉紹漢編著 2019-07-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31701 CNC車床程式設計實務與檢定 梁順國編著 2019-07-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1732 Word 2019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1749 Excel 2019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1770 工程圖學: 與電腦製圖之關聯 王輔春等編著 2019-07-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5031794 工程圖學(精簡版) 王輔春等編著 2019-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1800 車輛感知器波形分析 繆坤庭, 林士敦, 何昭慶編著 2019-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18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結合生活與遊戲的JAVA語言邏輯林編著 2019-07-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1824 商務軟體應用能力Microsoft Office 2019實力養成暨評量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1916 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吳孟凌等編著 2019-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1947 App Inventor 2程式設計與應用: 開發Android App一學就上手陳會安編著 2019-08-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32029 AutoCAD 2020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2067 電腦網路概論 陳雲龍編著 2019-09-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2180 PowerPoint 2019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2265 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9-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2340 乙級銑床: CNC銑床學術科題庫解析 楊振治, 陳肇權, 陳世斌編著 2019-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2364 MATLAB程式設計實務 莊鎮嘉, 鄭錦聰編著 2019-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2548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2019-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2555 計算機原理實作: 使用 App Inventor 2 陳延華, 蔡佳哲編著 2019-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2562 品質管理: 現代化觀念與實務應用 鄭春生編著 2019-12-00 六版 其他 1

9789865032579 數位訊號處理: Python程式實作 張元翔編著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2586 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指南 何麗玉, 莊美妃編著 2019-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2593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陳資文, 林明山, 謝宗良編著 2019-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2609 旅館經營管理 曾慶欑編著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2630 冷凍空調概論(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李居芳編著 2019-10-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5032654 冷凍空調實務(含乙級學術科解析) 李居芳編著 2019-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2661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工作室編著 2019-10-00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2678 綠色能源 黃鎮江編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2685 丙級美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陳麗珠, 余燕子, 李鶯美編著 2019-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2692 人力資源管理 羅彥棻, 許旭緯編著 2019-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2753 中餐烹調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32760 男子理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寶典 鍾俊德, 李源林, 李美娟編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2777 紙版墨色工: 好設計‧要落地:印刷設計手冊 王炳南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2920 電工法規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2019-11-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2937 微積分 劉明昌, 李聯旺, 石金福編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2944 電子學(進階應用) Thomas L. Floyd原著; 楊棧雲, 洪國永, 張耀鴻編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2951 投資學 李顯儀編著 2019-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2968 會計OK,棒!考衝懶人包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2019-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2982 商業概論考前衝刺. 大數據題庫篇 葉伊修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2999 科技管理 張昌財等編著 2019-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3002 現代色彩學: 色彩原理、設計應用、數位科技 戴孟宗作 2019-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3019 會計學. IV, 百試達講義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2019-11-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3033 管理學 黃廷合等編著 2019-1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3064 顧客關係管理 徐茂練編著 2019-1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3101 可靠度工程概論 楊善國編著 2019-12-00 六版 精裝 1

9789865033132 MATLAB 程式設計. 基礎篇 葉倍宏 2020-03-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33156 數位IC積木式實驗與專題製作(附數位實驗模板PCB)盧明智編著 2020-01-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33170 商務軟體應用能力Microsoft Office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3187 投資理財規劃 李顯儀編著 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3996 異質智慧馬達串聯控制應用技術報告 卜文正, 羅永昌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097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 一位諮商心理師與她的心理師,以及我們的生活蘿蕊.葛利布(Lori Gottlieb)著; 朱怡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1318 邊玩邊學,拆解色彩!讓你畫畫、賞畫都更精進的創意水彩練習簿麗莎.索羅門(Lisa Solomon)作; 駱香潔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447 芳香精油塔羅 朱玫菁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60454 如何救自己 陳昭輝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60461 覺受心法 陳昭輝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401 鎖在抽屜的情書 楊漢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034 草聖遺風 釋草傳世: 任漢平世紀書法. II 蔡振祿, 陳彩雲編著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2308 媽媽去哪了? 周家宇文.圖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799 論語雙璧: 仁與禮內外雙德圓成之道 林宣慧著 2020-03-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731 超成功鋼琴教室行銷大全: 品牌經營七戰略 藤拓弘作; 李宜萍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999 裝甲雄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甲部隊的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二部, 西線的勝利滕昕雲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4205 道略: 維生李子弋教授弟子如是我聞 許肇興, 張明睿, 賴進義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4212 裝甲雄獅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三部, 德意志非洲軍滕昕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5182 網路失控: 情色勒索、網路霸凌、遊戲成癮無所不在!孩子的安全誰來顧?蘇珊.麥可林(Susan McLean)著; 張芷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5801 飆股: 時間貫穿所有一切事物 李堯勳著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曜財經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戰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實作室影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有圖氏藝術企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任漢平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14

送存冊數共計：116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嘉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570 上級國民/下級國民: 橘玲著; 林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587 矽谷天王彼得.提爾從0到1的致勝思考: 從臉書、PayPal到Palantir,他如何翻轉世界?托瑪斯.拉普德(Thomas Rappold)著; 張淑惠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594 你怎麼過今天,就怎麼過今生: 哈佛、康乃爾教授都在用的STORIES時間整理術,七個方法過更好的生活詹姆斯.沃曼(James Wallman)著; 林力敏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3499 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 李文環等著 2015-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84953 小王子與夜間飛行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原著; 呂佩謙翻譯2019-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4960 閣樓小壁虎 鄭栗兒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977 再見小壁虎 鄭栗兒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984 愛的小壁虎 鄭栗兒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991 今古奇觀. 三, 三難新郎 抱甕老人原著; 曾珮琦編註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004 漫漫古典情. 5: 文人的另一面 樸月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011 福樓拜中短篇小說選集 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著; 吳欣怡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028 如何當個好球評:曾文誠x潘忠韋完全球評手冊 曾文誠, 潘忠韋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035 發現之旅 東尼.萊斯(Tony Rice)編著; 林潔盈譯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5042 發明簡史 泰瑞.布雷文頓著; 林捷逸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059 二十四節氣的詩詞密碼 章雪峰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066 藏在節日裡的詩詞 章雪峰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573 基礎圖學實習.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謝啟駿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1487 掌門41詩俠風 掌門詩學社同仁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8802 大腦的記憶鍛鍊: 提高學習效率、強化腦連結、提升理解力、增進長期記憶風影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819 沒有自律,還談什麼夢想: 不要讓任何人阻止你追逐夢想,包含你自己童小言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826 病由心生: 情緒致病也治病,脾氣來了病氣也來了郝萬山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833 思維圖: 有意識地思考 楊瑜君, 萬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840 跟中醫學吃粥: 活化免疫力,抗病補能量 養生堂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5459 日本.大典顯常<>校注 劉家幸校注; 王三慶監修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5466 小欣的三好日記 滿觀法師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347 紫微斗數白話詳解專論四化實用全書 何俊德集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6354 子平命學詳解專論用神喜忌實用全書 何俊德集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40809 私藏讀本: 公共管理 張本原編著 2019-09-00 2版 平裝 1

9789865141431 最新！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概論)歷屆試題新解. 109版黃雋,戴馨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1615 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 韋伯編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1707 國文(測驗&閱讀測驗) 卓村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1714 公文實用心法 卓村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1721 奪標刑法概要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顏台大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1837 貨幣銀行學概要. 109版銀行 許偉, 許碩傑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何老師易經陽宅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沐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育才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文館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讀



9789865141844 貨幣銀行學概要. 110版初等 許偉, 許碩傑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5141905 國小數學歷屆試題暨解析 呂興, 陳明編著 2020-03-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2087 初等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含原住民族發展史). 110版鄭中基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100 初等英文測驗題庫Q&A. 110版 顏弘, 顏國秉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5142209 初等公民All Pass歷屆試題全解. 110版 陳萱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261 初等法學大意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題庫. 110版 顏台大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292 初等法學大意. 110版 程怡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599 監獄行刑法逐條釋義重點+測驗二合一. 109版 何漢, 黃如璿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605 最新六合一食品技師歷屆綜合題庫完全解析. 109版阮籍, 陳杰, 常瑛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612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 陳治宇編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5142629 台電-法學諸論(大意). 109版 程怡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636 中華郵政外勤人員考前速成大攻略(國文、郵政法、交通安全常識、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金庸, 林敏玄, 林世川編著 2020-02-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2650 高普: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本. 109版 劉奇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667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09版 林世川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5142698 英文教甄九英甄經: 甄試一次就過 黃百隆編著 2020-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142704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輸、配電線路/變電設備維護)考前速成(國文、英文、物理、輸配電學、基本電學). 109版李楓等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2711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電機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國文、英文、電工機械、基本電學). 109版李楓等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2735 台電新進僱用人員綜合行政考前速成題庫(國文、英文、行政學概要、法律常識、企業管理概論). 109版李楓等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2742 公共管理精論 陳真編著 2020-03-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2759 憲法秒速記憶 陳晟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773 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申論全攻略 李齊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2780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秒速記憶 劉秀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2797 公共政策秒速記憶 程明編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2803 稅則概要 普晟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281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109版 金永勝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142834 政治學秒讀記憶 劉沛編著 2020-03-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2841 三等外交領事人員: 歷屆綜合題庫 卓村等編著 2020-03-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2858 四等外交行政人員: 行政組歷屆綜合題庫 卓村等編著 2020-03-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2865 審計學測驗&申論解析題庫Q&A 金永勝編著 2020-04-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2872 諮商輔導(含矯正輔導)申論題解題書. 109版 蕭逸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5142889 監獄行刑法總覽(重點+考點+釋義) 王碩元, 高捷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2896 金字招牌- 審計學-解釋名詞關鍵記憶卡. 109 金永勝編著 2020-03-00 其他 1

9789865142902 金字招牌-審計學-查核程序關鍵記憶卡. 109 金永勝編著 2020-03-00 其他 1

9789865142919 專技社工師: 綜合題庫解析 張庭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42933 教師甄試: 諮商輔導(含矯正輔導)申論題解題書.. 109版蕭逸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5142957 會計學概要. 109版 文呈編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5142988 行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2020-04-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2995 農地開發利用與登記實務3.0 林育智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43022 訴訟法大意 (民事訴訟法大意+刑事訴訟法大意)109版顏台大編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5143220 不動產估價(概要):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完全攻略蕭華強編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80546 山下同學不說話 山下賢二文; 中田郁美圖; 游珮芸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553 哈囉!你好! 劉伯樂文.圖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577 出大甲城 Ballboss文.圖 2020-04-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9380584 龍王家族. 3: 神奇的小喇叭 管家琪文; 邱千容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80591 騎著恐龍去圖書館 劉思源文; 林小杯圖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3133 好吃+好喝+好溝通: 圖解美食英語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171 一本合格!JLPT日檢完全攻略(試題+解析)N3 文藻外語大學日文系教師群, 蔡嘉琪作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188 英語關鍵力!: 介系詞+動詞用法總整理 陳豫弘總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195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starter (student's book)author Steve Wallace 2019-08-00 其他 1

9789864413201 去韓國要會的700句 王蜜亞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218 Level up!: elevate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in the global workplace(student's book)陳豫弘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4413225 Level up!: elevate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in the global workplace(student's book)陳豫弘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3232 Workplace English LiveABC 編輯群等作 2019-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3256 English for cosmetic science professionals 蘇秀妹等編著 2019-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3263 打造屬於你的大考7000單字計畫: 中級2501-5500字錢玲欣責任編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270 CSEPT測驗高分關鍵 author I-Ju Chen et al. 2019-08-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3287 Come to live: colombia. starter (student's book) editor Jeff Skiles, Diana Leeson, Jeff Macon 2019-08-00 其他 1

9789864413294 Come to live: colombia. book 1(student's book) editor Amy Gittleson et al. 2019-08-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希伯崙公司



9789864413300 Come to live: colombia. book 2(student's book) editor Sean McCormack et al. 2019-08-00 其他 1

9789864413317 Come to live: colombia. book 3(student's book) editor Carla Kolton et al. 2019-08-00 其他 1

9789864413324 Come to live: colombia. book 4(student's book) editor Joseph Ice et al. 2019-08-00 其他 1

9789864413331 Come to live: colombia. book 5(student's book) editor Joseph Ice et al. 2019-08-00 其他 1

9789864413348 上班族一定要會的英語實用句 王琳詔總編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355 學日語漫遊日本 何欣俞執行主編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362 圖表.解構 英文文法. B 陳豫弘總編輯 2019-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3379 Kidsabc class book. 2 senior editor Jo Hsiao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4413386 Kidsabc activity book. 2 senior editor Jo Hsiao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4413393 Kidsabc storybook. 2 senior editor Jo Hsiao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4413409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的新朋友 陳豫弘總編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416 英文文法全圖表解析終極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423 一看就會圖解英語發音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2019-10-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3430 英語會話萬用句型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447 New TOEIC聽力+閱讀滿分超狂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454 Live escalate. lite, crest authors LiveABC editors 2019-11-00 1st ed. 平裝 第四冊 1

9789864413461 Leap Ahead: 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初階 陳豫弘總編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13478 Hear&Say: 英語聽講練習. 初階 陳豫弘總編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13485 打造屬於你的大考7000單字計畫 : 初級1~2500字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3492 社交哈啦英語通 陳豫弘總編輯 2019-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3508 這句英語怎麼說大全集: 美國街頭巷尾最常用的英語會話?王琳詔總編輯 2019-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413515 基督教神學. 卷一, 三一上帝的啟示 劉利宇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3522 Kidsabc class book. 4 senior editor Jo Hsiao 2019-12-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3539 Kidsabc activity book. 4 senior editor Jo Hsiao 2019-12-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3546 Kidsabc storybook. 4 senior editor Jo Hsiao 2019-12-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3553 文創產業職場英語 LiveABC編輯群, 李建宏, 環球科技大學職場英文專案辦公室作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560 Live Escalate Lite: Summit author LiveABC editors 2019-12-00 1st ed. 其他 第五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065 慧解脫之道: 佛陀三十七菩提道 常淨法師編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9353 風起: 吳錦發詩集 吳錦發作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7326 厚熊笑狗: 長照系列繪本第三站-失去平衡島 謝顯林, 卓小巧, 吳俊德文; 謝顯林圖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7486 杉林溪蕨類及石松類植物觀察與解說手冊 彭國棟編著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607 海島一點點: 東京x廣島x瀨戶內海 都來一點點 點點陳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0614 蒼山下,洱海前: 我的雲南擺攤人生 吳文捷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7216 舒適居家百變風格: 室內裝潢的基本,配色x燈光x選物,打造理想家主婦之友社編著; 亞緋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223 解決「時間不夠」的問題！雙薪家庭的輕鬆家事格局提案主婦之友社編著; 丁廣貞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230 日常の水彩教室.清新溫暖的繪本時光 あべまりえ著; 徐淑娟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27247 1個模具作40款百變磅蛋糕 津田陽子著; 陳妍雯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812 大海的孩子 林加春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村居品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杉林溪遊樂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0

佛陀四聖諦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串門企業



9789869814829 螞蟻路線: 蘇善童詩集 蘇善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9210 貝多芬交響之夜: 舞蹈的神化作品研究與詮釋探討范楷西著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7362 望穿秋水: 止微室談詩 秀實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7379 中英翻譯: 從理論到實踐 董崇選作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7683 小詩磨坊. 菲華卷 心受, 林煥彰主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683 小詩磨坊. 菲華卷 心受, 林煥彰主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744 英雄命運: 章凝散文集 章凝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850 畫夢錄: 海派文學作家的12張面孔 張永久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867 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 何幸真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867 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 何幸真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867 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 何幸真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881 唐代關防: 以關中四面關為中心 蔡坤倫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898 承傳與流播: 全球脈絡與中國文化論集 熊志琴, 曾智聰主編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966 剩詩毬 宋熹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973 我們深愛的2/3的她 佐渡遼歌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7980 秉筆治史: 賴澤涵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鄭政誠主編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8215 幽靜人類學: 文化的匿蹤與現身 謝世忠著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543 先傾聽就能說服任何人: 贏得認同、化敵為友,想打動誰就打動誰。馬克.葛斯登(Mark Goulston)著; 賴孟怡譯 2019-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9567 80/20法則做行銷,業績變百倍 裴利.馬歇爾(Perry Marshall)著; 李芳齡譯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8107 貝氏發展學程: 自然科普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14 貝氏發展學程: 美術創作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21 貝氏發展學程: 智能開發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38 貝氏發展學程: 音樂律動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45 貝氏發展學程: 體適能力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52 貝氏發展學程: 音樂律動(簡體字版) 貝格爾育程有限公司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69 貝氏發展學程: 美術創作(簡體字版)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76 貝氏發展學程: 體適能力(簡體字版)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83 貝氏發展學程: 智能開發(簡體字版)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8190 貝氏發展學程: 自然科普(簡體字版)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945 就算腦子一片空白,也能說出花來: 5天學會即思即說力Hikita Yoshiaki著; 李璦祺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952 真正的快樂處方: 瑞典國民書!腦科學實證的健康生活提案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作; 張雪瑩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969 獅子吃素的那一天: 如何搞定強勢的人? 拉斐爾.喬丹奴(Raphaëlle Giordano)作; 黃奕菱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976 文章寫得又快又好,九宮格寫作術 山口拓朗著; 黃詩婷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578 三乘菩提概說. 第一冊 余正文老師講述; 佛教正覺同修會編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585 佛教與成佛 師子苑居士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含章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貝格爾育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冠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707 25天戰勝英文文法的超強秘笈 許豪、吳悠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5714 20天閃電翻轉「聽.說」英語速成班!商務會話 600 句金在憲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608 慈濟婦科學 黃思誠主編; 王鵬惠等副主編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20615 肺部感染學 李仁智總編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20639 臨床腸胃學 趙有誠總編輯 2019-12-00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9105 十大行書賞析 唐翼明作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3752 馬里多瑪: 非洲原住民的治療智慧 馬里多瑪.派崔斯.梭梅著; 江麗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769 全球財富創造大師比爾.蓋茲: 微軟總裁經營成功十大祕訣戴斯.狄洛夫著; 宋偉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776 全球品牌塑造大師理察.布蘭森: 維京集團總裁經營成功十大祕訣戴斯.狄洛夫著; 譚天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783 奇異傳奇: 傑克.威爾許如何扭轉奇異命運的管理藝術諾爾.提區, 史崔佛.薛曼合著; 吳鄭重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790 邁可.喬丹最偉大的50場經典球賽 鮑伯.康德著; 詹啟聖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806 青蛙城堡 喬斯坦.賈德著; 丘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813 西西莉亞的世界 喬斯坦.賈德著; 林為正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3820 全球企業購併大師儒伯.梅鐸: 傳媒鉅子經營成功十大祕訣史都華.柯萊納著; 張篤群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39338 SPM動力機械: 進階-生活小幫手 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39345 WeDo 2.0生活科技機器人: 程式創作家C 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39352 CDE幼兒程式小火車. 小小列車長入門篇 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39369 CDE幼兒程式小火車. 小小列車長應用篇 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39376 SPM動力機械: 進階-派對遊樂園 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39383 WeDo 2.0生活科技機器人: 程式創作家D 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39390 SPM動力機械: 進階-生活智慧王 貝登堡智能講師團隊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425 音樂(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鍾博曦等編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425 音樂(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鍾博曦等編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425 音樂(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鍾博曦等編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586 音樂. 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葉娜心等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593 法律與生活(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盧靜慧, 韓仕賢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609 108課綱：高中學習歷程與素養教育 張奇, 施進忠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616 音樂. 下冊(乙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鍾博曦等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623 體育. 第三冊(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方進隆等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630 藝術生活(音樂應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鍾博曦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647 美術. 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 鍾政岳等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654 美術(乙版). 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劉美芳等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622 淨土百問 釋大安講述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737 社區打帶跑 黃肇新作 2019-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宏圓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汪達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貝登堡智能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克捷圖書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78652 Beyond the Sky. level 12 writer Gerry du Plessis 2019-1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8669 Fun world student book. 2 陳昭玲, 吳人楷, 張曉莉主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7072 我的媽媽.我的寶貝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9757089 最勇敢的人 藍白拖作; 妙蒜小農繪 2020-03-00 精裝 1

9789869757096 布朗克賽賽跑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50308 布朗克睡午覺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50315 爺爺和我說秘密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489 癌症中醫臨床創新療法 劉接寶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496 中醫主訴臨床學 劉接寶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768 原來科學家這樣想. 1, 如果你跑得和光一樣快 汪詰著; 龐坤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1775 原來科學家這樣想. 2, 為什麼量子不能被複製 汪詰著; 龐坤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1782 原來科學家這樣想. 3, 如何測量宇宙膨脹的速度汪詰著; 龐坤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1799 原來科學家這樣想: 培養科學思維與科學素養的第一套書汪詰著; 龐坤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901604 Penny老師的科學村. 1, 認識千變萬化的水 陳乃綺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01611 Penny老師的科學村. 2, 認識看不見的空氣 陳乃綺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01628 Penny老師的科學村. 3, 認識生活中的聲音 陳乃綺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01635 Penny老師的科學村. 4, 認識有趣的熱&溫度 陳乃綺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01642 Penny老師的科學村 陳乃綺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616 唯識白話解說 慈霛整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998 (圖解)泰越南洋餐廳菜 馮慶強, 王景茹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4103 常備即食料理包 辜惠雪, 王安琪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019 差三歲 羅再說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53026 差三歲(簡體字版) 羅再說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53033 我喜歡你的信息素 引路星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53040 我喜歡你的信息素 引路星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66316 召喚惡魔 Ranana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6323 老GAY 蕭九涼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2304 宋耀偉師生庚子書法展輯 宋耀偉總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693 學會和疼痛共處,你可以變得更強大 莎拉.安妮.夏可莉著; 梁若瑜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朋丁pon ding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沒譜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宋耀偉老師書法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育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妙蒜



9789869862806 烏龜與假音 蔡安騰編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2813 永遠做一個可愛的人: be kind, be good, be loving Sharol[作] 2020-04-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197 愛與和平: 殘酷戰場上依然實踐愛與和平的故事鄭明析著; CGM翻譯部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6608 絞絞者: 縫紮藍染與生活 鄭美淑, 卓子絡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6615 藍田小農夫 蔡尹霖圖; 蔡尹霖, 鄭宇倫文; 李鈺翔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402 傻子為語: 松山高中青年社獨立刊物. 三十屆第三十一期黃雯亭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776 不動產租賃相關判決案例 曾文龍主編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999 迎戰統測英文. B版, 總複習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編 2020-04-00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2040 公案禪語 吳怡著 2020-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932125 先秦諸子繫年 錢穆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2132 儒家思想: 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杜維明著 2020-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932149 唯識三論今詮 于凌波著 2020-06-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5956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5963 美少女戰士(完全版) 武內直子作; 呂郁青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6694 鬼姬 上山道郎作; 湯伊蘋譯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080 教殺守則!!TEACHER AND KILLER TALI作; 倪湘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7097 神推偶像登上武道館我就死而無憾 平尾アウリ作; CHIKA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633 異世界超能魔術師 內田健作; 林珉萱翻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9640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9657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9664 魔王築城記!. 3: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市 月夜淚作; 張凱鈞翻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671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9688 AUTOMATON人形機甲 倉薗紀彦作; 蘇奕軒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695 G女子! 酉川宇宙作; 洪兆賢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701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9718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謝孝薇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9725 少女x性騷生活 河合朗作; 霖之助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732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9749 名偵探柯南 偵探們的夜想曲 青山剛昌原作; 和靜清寂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756 我們不懂談戀愛 あきばるいき作; 沙輪忍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763 拉帕斯.主題遊樂園 成家慎一郎作; 小天野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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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9787 貞操逆轉世界 天原原作; 万太郎漫畫; 霖之助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9794 索瑪麗與森林之神 暮石ヤコ作; 陳秀玫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9800 崛與宮村官方設定集. 10.5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817 笨拙至極的上野 tugeneko作; CHIKA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9824 陪睡Lovers. 全 イイモ作; ALATA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9831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69848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原作; 陳鈞然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9855 戀愛吧!和服少女 山崎零作; 陳秀玫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9862 戀愛暴君 三星めがね作; 林芷柔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9985 我的居酒屋日記 火曜作; 伶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山高中青年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人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也文旅景觀



9789865120009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20016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0023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作; 林其磊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0030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彥作; 賴俊帆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054 小木乃伊到我家 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0061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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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0085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5120092 再見了人類 渡邊恒造, 萩原あさ美作; 沈嘉瑋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108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 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115 有朝一日,我將背叛妳 櫻井瑞希作; 沈嘉瑋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122 把這裡當作異世界! 稻木智宏原作; やとみ漫畫; 湯伊蘋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139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陳秀玫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146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120153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20160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沈嘉瑋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0177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20184 絕望的樂園 tos原作; オギノユーヘイ漫畫; 小天野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191 摺紙戰士A 周顯宗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207 緊縛男子 芙羽忍, kirin作; 呂郁青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214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0221 終結的熾天使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弁天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20238 織田肉桂信長 目黑川うな作; CHIKA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0245 魔女三百才開始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252 魔女的怪畫集 晴智作; 林芷柔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269 魔龍寶冠 美術設定集 Gzbrain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276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0306 pure: 監督 典藏作品集 監督作; 林其磊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313 鬪獸士 柿崎正澄作; 九十九夜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0320 昴宿七星 田尾典丈作; 御門幻流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0337 終將墜入愛河的Vivi Lane 犬村小六作; 陳柏安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0344 傭兵團的伙房兵 川井昂作; 九十九夜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351 雖然不確定你會不會喜歡我,但是我有自信愛上你鈴木大輔作; 王啟華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382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彥作; 賴俊帆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0399 Genocider屠殺性狂徒 秋吉宣宏作; 御門幻流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405 Marry Grave: 死者祕方 山地英功作; CHIKA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412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20429 三十歲初戀。 310作; 沈嘉瑋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436 大小姐與七忠犬 岩飛猫作; 和靜清寂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443 山與食欲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0450 只屬於我的哥哥 日野ガラス作; 鍾明秀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467 名偵探柯南: 漆黑的特急列車 青山剛昌作; 籃球丸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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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0481 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他 毛魂一直線; 倪湘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498 老師的溫柔殺人方法 反転シャロウ作; 湯伊萍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504 快樂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511 我們之間沒有的 ハルノ晴作; 湯伊蘋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528 怪物事變 藍本松作; 伶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0535 性偏離: 人間椅子奇譚 佐藤正基作; 小天野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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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0559 怨靈嬌妻 若狹たけし作; 小天野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566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20573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20580 偶像事變: 鴿子聽不見悲鳴 にんじゃむ原作; ミサヲ漫畫; 陳柏伸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597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20603 絕倫地獄: 再次懷上我的孩子吧。 もちゃろ作; HARU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610 新宿LUCKY HOLE 雲田はるこ作; 和靜清寂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627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0634 闇女 カズミヤアキラ作; 弁天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641 魔法少女的華麗餘生 晴瀨ひろき漫畫; 蘇奕軒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658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4, 帕拉諾狂潮 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665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0672 真.三國志妹. 1: 我的妹妹不可能轉生成邢道榮的春日みかげ作; 陳柏安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689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 山口悟作; 霖之助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696 史萊姆轉生。大賢者成為精靈養女的寵物了 月夜淚作; 御門幻流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726 BLACK TORCH闇黑燈火 タカキツヨシ作; 小天野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733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20740 小5的她與大人的愛 睦茸作; yoshiki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757 小木乃伊到我家 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0764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0771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0788 魔物們不會自己打掃 高野裕也作; 弁天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795 名偵探柯南 犯人.犯澤先生 神庭麻由子作; 李芝儀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801 名偵探柯南 超級精選集 安室透 青山剛昌作; 洪宗賢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818 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他 毛魂一直線作; 倪湘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825 我們之間沒有的 ハルノ晴作; 湯伊蘋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832 我家有個魚乾妹G 三角頭作; 望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849 狂賭之淵(假) 河本ほむら原作.監修; 川村拓作畫; 賴俊帆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0856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0863 姊姊對小學女生很有興趣。 柚木涼太作; 蘇奕軒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870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伶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0894 座敷娘與料理人 佐保里作; 沈嘉瑋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900 人間行 山崎龍漫畫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917 副島成記&P-STUDIO美術團隊ART WORKS 2010-2017週刊ファミ通編集部[作]; 李殷廷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924 唯願來世不相識 小西明日翔作; 依文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0931 國八分 各務浩章作; 小天野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948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20955 替換人生 オオイシヒロト作; 小天野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962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120979 螺絲俠 吉富昭仁作; 賴俊帆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0986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李素菁, kimi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0993 魔女的怪畫集 晴智作; 李殷廷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006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1013 魔女與野獸 佐竹幸典作; 蘇奕軒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020 名偵探柯南 江戶川柯南失蹤事件: 史上最糟糕的兩天青山剛昌原作; 何硯鈴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037 15歲的神明遊戲 凱伊漫畫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051 蘇菲、菲莉絲、莉迪&蘇瑞的煉金工房: 不可思議三部曲官方視覺美術集Ascii Media Work作; 風花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068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Ex3, 劍鬼戀譚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075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短篇集 長月達平作; 許國煌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082 女神大人降臨!你以為這樣就會變成非日常嗎?. 1, 因為神的啟示,害得我必須與美少女一同挑戰學園任務了白河勇人作; 九十九ちさと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099 被召喚到異世界的我不能做色色事情的理由. Answer.1, 全都是MP外掛害的大城功太作; 張凱鈞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105 最強的魔導士,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為鄉下的衛兵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王啟華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112 齒輪驅動。 かばやきだれ作; 風花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129 鏡之國的愛莉絲: SCP FOUNDATION 日日日作; 王啟華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136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彥作; 賴俊帆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1143 Genocider屠殺性狂徒 秋吉宣宏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150 Marry Grave: 死者祕方 山地英功作; CHIKA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167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21174 不知內情的轉學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纏了上來。 川村拓作; 蘇奕軒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181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謝孝薇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21198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 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204 名偵探柯南: 福爾摩斯的默示錄 青山剛昌原作; 呂郁青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211 名偵探柯南: 緋色之序章.追求.交錯.歸來.真相 青山剛昌作; 謝孝薇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228 如果30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法師 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235 成為我口中的那個他 毛魂一直線作; 倪湘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242 老師的溫柔殺人方法 反転シャロウ作; 湯伊萍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259 兔子目社畜科 藤沢カミヤ作; 陳秀玫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266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陳秀玫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273 直至夜晚終結 西田ヒガシ作; 游若琪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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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1297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21303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1310 甜蜜傲嬌男朋友 星見SK作; CHIKA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327 異國日記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334 創世的大河 森恒二作; 湯伊蘋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341 翔姬少女的訣別 道明宏明作; 晚於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358 集合!不可思議研究社 安部真弘作; yoshiki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365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原作; 陳鈞然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1372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1389 澀谷金魚 蒼伊宏海作; 晚於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396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 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み漫畫; 霖之助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402 壞心情羅曼史 日乃チハヤ作; ALATA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419 摺紙戰士A 周顯宗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426 鬪獸士 柿崎正澄作; 九十九夜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1433 戀愛暴君 三星めがね作; 李殷廷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1440 槍械&制服美少女畫冊 Ascii Media Works作; 林耿生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457 槍械&制服美少女畫冊. 2016-2018 Ascii Media Works作; 林耿生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464 機動魔裝騎. 1, 英雄轉生 妹尾尻尾作; 林其磊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471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21488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21495 你喜歡有點色色又變態的公主殿下嗎? お魚1号原作; 王啟華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501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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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532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1549 小木乃伊到我家 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1556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1563 小說家的調教法 淺井西作; 何硯鈴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570 小說家的沉溺法 淺井西作; 何硯鈴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587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1594 休假的壞人先生 森川侑作; 伶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600 名偵探柯南BLACK+PLUS超百科全書 青山剛昌原作; 彭曉凡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1624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零的執行人 青山剛昌原作; 李芝儀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21631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零的執行人 青山剛昌原作; 李芝儀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21648 佐伯同學在睡覺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小菊路耀漫畫; 霖之助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655 君若求死,吾亦予之 恩田澄子作; 弁天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662 我家的女僕有夠煩! 中村カンコ作; 晚於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679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1686 放學後堤防日誌 小坂泰之作; 洪兆賢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693 錦田警官喜歡怪盜 神庭麻由子作; 弁天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709 魔女三百才開始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716 魔物們不會自己打掃 高野裕也作; 弁天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723 戀愛暴君 三星めがね作; 李殷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1730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伶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1747 勇者大人,水溫這樣子還可以嗎? 綠藻作; 洪兆賢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754 家族求生 關口太郎原作; 霖之助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761 索瑪麗與森林之神 暮石ヤコ作; 陳秀玫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1778 偶像大師百萬人演唱會! 門司雪作;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原作; 蘇奕軒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785 笨拙至極的上野 tugeneko作; CHIKA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1792 越嶺: 三多摩大學登山社錄 空木哲生作; 蘇奕軒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1808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121815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1822 三十歲初戀。 310作; 沈嘉瑋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266 奉元語要. 參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選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273 毓老師講<>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蔡宏恩, 許晉溢筆錄 2019-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699280 增訂武經註解.孫子 夏振翼纂訂; 包國甸校定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824 New English for college students. B author Tiana Vazquez, Tanya Lin, Raymond Hecht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819855 Everyday listening & speaking author Andrew Crosthwaite, David Vickers, Anita Wong2020-05-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19862 108課綱教授出的高中句型與素養試題 詹餘靜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9819879 108課綱教授出的高中句型與素養試題 詹餘靜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9819893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陳亭君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1回 2

9789869895408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陳亭君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2回 2

9789869895415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陳亭君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3回 2

9789869895422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陳亭君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4回 2

9789869895439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陳亭君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5回 2

9789869895453 高中文法16招 葉冠廷副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9895460 高中文法16招 葉冠廷副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9895484 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試題. 增訂版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1回 2

9789869895491 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試題. 增訂版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2回 2

9789869896108 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試題. 增訂版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3回 2

9789869896115 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試題. 增訂版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4回 2

送存種數共計：200

送存冊數共計：202

奉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空中美語文教



9789869896122 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試題. 增訂版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5回 2

9789869896146 Everyday listening & speaking. 3 author Andrew Crosthwaite, David Vickers, Anita Wong2020-05-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821 恐懼罐頭: 魚肉城市 不帶劍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838 崩堤之夏 黑貓C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845 氣球人 陳浩基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852 五神傳說. 首部曲: 王城闇影 洛伊絲.莫瑪絲特.布約德(Lois McMaster Bujold)作; 章澤儀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869 五神傳說. 二部曲: 靈魂護衛 洛伊絲.莫瑪絲特.布約德(Lois McMaster Bujold)作; 章澤儀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890 全境封鎖 馬修.麥瑟(Matthew Mather)作; 清揚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685 跨界.美學.華文漢字創意海報設計展. 2019 陳西隆, 鄭湄樺專輯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6415708 東方.美學: 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教師聯展專輯. 2020陳西隆, 王俊盛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5722 World News American: 全球新聞美語 徐美堅編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59719 近體詩形成之過程探索 管靜儀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726 唐詩盛衰主題研究 陳思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733 李白遊仙詩研究 熊智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740 唐末杜甫詩歌接受研究: 以羅隱、韋莊、韓偓三人為探討張邱奎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757 李賀近體詩韻律風格研究 韋凌詠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764 李賀近體詩韻律風格研究 韋凌詠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771 重啓的對話: 明人選明詩研究 王曉晴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9788 重啓的對話: 明人選明詩研究 王曉晴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9795 重啓的對話: 明人選明詩研究 王曉晴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9801 重啓的對話: 明人選明詩研究 王曉晴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9818 安居隨園: 袁枚詩中所映現的生命向度 王怡云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825 <>視閾下的道咸以來金陵詩壇 劉榮麗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832 咸同詞壇淮海詞人群體研究 茆萌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849 同光體代表詩人心路歷程研究 孫豔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856 同光體代表詩人心路歷程研究 孫豔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863 晚清貝青喬詩歌感時意識研究 郭素妙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870 陳曾壽詩歌研究 曾慶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887 錢鍾書與宋詩研究 季品鋒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894 錢鍾書與宋詩研究 季品鋒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9917 <>禁忌思維研究 劉幸瑜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924 周易體例及思想研究 曹行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931 胡一桂<>研究: 以卜筮、丹道類六部典籍為探討對象陳詠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948 <>喪祭理論研究 劉躍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955 當代儒學關於<>詮釋之典範轉移: 規則倫理學、德性倫理學還是角色倫理學廖怡嘉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962 <>、<>的德行涵養: 以仁、義為進路 楊子昇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979 <>「志氣論」的道德哲學 林怡玲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9986 道家療癒學: 道家、當代新道家與李白詩歌之視域融合李欣霖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9993 道家療癒學: 道家、當代新道家與李白詩歌之視域融合李欣霖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003 七子視界: 先秦哲學研究(修訂版) 魏義霞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027 七子視界: 先秦哲學研究(修訂版) 魏義霞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010 七子視界: 先秦哲學研究(修訂版) 魏義霞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0034 郭象<>義理重詮 呂學遠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041 嵇康與魏晉莊學風潮的興起 吳惠齡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058 <>政治道德思想研究 王貞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065 李華古文創作與盛唐儒學覺醒研究 張曉芝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072 北宋<>學研究: 從注疏之學到義理之學 陳雅玲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089 北宋<>學研究: 從注疏之學到義理之學 陳雅玲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096 朱熹帝學思想研究 王琦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102 王船山禮學衍義研究 楊錦富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119 王船山禮學衍義研究 楊錦富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126 「九江學派」研究 張紋華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133 「九江學派」研究 張紋華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140 經歷特殊年代的高僧: 淨慧法師及其生活禪研究王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3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方設計大學



9789865180157 經歷特殊年代的高僧: 淨慧法師及其生活禪研究王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171 漢代隸書之文字構成 郭伯佾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188 漢代隸書之文字構成 郭伯佾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195 漢代簡帛經方字詞集釋 胡娟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201 漢代簡帛經方字詞集釋 胡娟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218 <>同義異讀與<>關係考 李福言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225 江有誥<>研究 王思齊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232 漢文佛經異體字字典編輯方法研究 陳逸玫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249 漢文佛經異體字字典編輯方法研究 陳逸玫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263 漢代宮廷音樂活動及其教化意涵研究 謝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270 <>成仙藥物之研究 胡玉珍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287 唐代航海史研究 周運中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294 宋史論文稿(修訂版) 王明蓀著 2020-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5180300 遼金元史論文稿(修訂版) 王明蓀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317 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修訂版) 王明蓀著 2020-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5180324 元明清時期滇東北彝族土司研究 顧霞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331 明清天津駐軍研究. 1368-1840 李鵬飛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348 明清天津駐軍研究. 1368-1840 李鵬飛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355 清代兩湖茶業研究 杜七紅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362 中緬玉石貿易的研究: 開採、交易與運輸之探討. 1790-1946呂侃達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379 先驅者之聲: 晚清三大女報女權意識主體的考古學研究呂俊賢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386 東周手書書體研究 鄭禮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393 東周手書書體研究 鄭禮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409 論明代雅集圖、高士圖和園林圖的文化情懷 張高元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416 康有為書畫理論的現代轉型 江雅慧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423 歷史的佛教: 從吠陀<>到大乘佛經 王傳龍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430 歷史的佛教: 從吠陀<>到大乘佛經 王傳龍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447 西域絲綢之路新考 周運中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454 道士開闢海上絲綢之路 周運中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461 道士開闢海上絲綢之路 周運中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478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二三編 謝芳等著; 王明蓀主編 2020-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180485 女神的生命隱喻及其文學表現 林雪鈴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492 思與詩: 中國古代詩學的思維方式與話語方式 趙霞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08 中古文學觀念研究 王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15 跨文化視野下的隴右地方文學 霍志軍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22 文學史上的一個切片: 宋代梅花詩中梅花的形象及其象徵李心銘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39 清代書院與桐城文派的傳衍 陳春華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46 蘇軾詩論與佛學關係研究 周燕明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53 李慈銘文學思想研究 井禹潮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60 譚瑩譚宗浚生平交遊考辨與年譜 徐世中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577 譚瑩譚宗浚生平交遊考辨與年譜 徐世中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584 從三元觀點論<>中的家庭互動關係 林邠芬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591 <>、<>敘事比較研究 陳映竹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607 南朝分文體散文史 劉濤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614 中國古代文化與戲曲文學研究 黎羌, 馬盈盈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621 中國古代文化與戲曲文學研究 黎羌, 馬盈盈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638 京劇旦行表演傳承與對話: 以陳德霖、王瑤卿與梅蘭芳、程硯秋為例黃兆欣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652 清代臺灣儒學之研究 李建德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669 清代臺灣儒學之研究 李建德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676 新店溪流域移墾聚落信仰圈文化研究 黃啟宗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683 新店溪流域移墾聚落信仰圈文化研究 黃啟宗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690 日治時期臺灣都市不動產業之形成與影響: 以基隆、臺北、高雄為例. 1895-1945鄧宏旭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706 退輔會榮民安置與梨山地區的農業發展. 1956-1987黃柏松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713 日治時期屏東古典詩研究 陳凱琳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720 儒醫謝道隆<>研究 陳光瑩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737 尋找主體性: 王安祈的國光「新」劇研究. 2004-2016林黛琿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744 當代臺灣國語流行歌曲之詞曲關係研究. 1949-2017隋利儀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751 當代臺灣國語流行歌曲之詞曲關係研究. 1949-2017隋利儀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768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 李建德等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180775 <>與佛耶對話(簡體字版) 陳倩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782 近代溫州基督教史(簡體字版) 陳豐盛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799 近代溫州基督教史(簡體字版) 陳豐盛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805 創造共同的善: 中國城市宗教團體的社會資本研究: 以B市J教會爲例(簡體字版)趙羅英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812 靈驗與拯救: 鄉村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簡體字版)梁振華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829 靈驗與拯救: 鄉村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簡體字版)梁振華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836 四川基督教社會服務研究. 1877-1949(簡體字版)唐代虎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843 上帝與繆斯的共舞: 中國新詩中的基督性. 1917-1949(簡體字版)薛媛元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867 類書研究合集 劉全波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874 <>及<><>之子部小說著錄研究 鄭詩儐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881 <>及<><>之子部小說著錄研究 鄭詩儐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898 滿文譯本<>探賾 李慧敏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904 滿文譯本<>探賾 李慧敏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911 <>研究 李書秀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928 <>考校 黃麗婧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935 圖海: 中日<>的分析與探索 何立民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959 圖海: 中日<>的分析與探索 何立民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942 圖海: 中日<>的分析與探索 何立民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0966 晚清域外地理學著譯書籍考 侯德仁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0973 晚清域外地理學著譯書籍考 侯德仁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0980 日本唐詩選本研究: 以李攀龍<>相關選本為中心黃嘉欣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0997 小學文獻學視野下的毛氏汲古閣本<>研究 張憲榮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1000 西夏文<>考釋與研究 李若愚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1017 <>新說補輯 張亞朋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1031 <>新說補輯 張亞朋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1024 <>新說補輯 張亞朋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87616 米德加爾德的守護者RE: Birth of norse mythology灘谷航作; 陳瑞璟譯 2020-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7344 乙女帝國 岸虎次郎作; 吳勵誠譯 2020-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6618 體驗撈金魚吧 大谷紀子作; shin譯 2020-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6990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 2020-04-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2188 La Stravaganze: 異彩之姬 冨明仁作; 趙聖媛譯 2020-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3321 工作細胞 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2017-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3598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吳勵誠譯 2020-02-00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61194 遊戲3人娘 涼川りん作; 江昱霖譯 2020-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5246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ALIVE 新田祐克作; 陳姿君譯 2020-0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6687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清水栄一作,下口智裕; 吳勵誠譯 2020-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9749 東方茨歌仙 ZUN原作; あずまあや漫畫; 吳勵誠譯 2020-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1235 復讐的未亡人 黑澤R作; 林志昌譯 0000-0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1259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原作; 常深アオサ漫畫; 許任駒譯 2020-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1914 椎名君的鳥獸百科 十月士也作; 林佳祥譯 2020-0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04298 5個國王 恵庭原作; 翁蛉玲譯 2020-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649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原作; 村枝賢一漫畫; 吳勵誠譯 2020-03-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09385 BLACK TIGER黑虎 秋本治作; 林佳祥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9613 人外的新娘 八坂アキヲ, 相川有作; 蔡妃甯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022 5個國王 恵庭原作; 翁蛉玲譯 2018-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0596 我立於百萬生命之上 山川直輝原作; 奈央晃徳漫畫; 賴瑞琴譯 2020-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0664 替身的憂鬱 加藤えりこ作; 加奈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296 LET'S!排球少年!? RETSU作; 許任駒譯 2020-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1678 幸福的小房間 はくり作; 陳家恩譯 2020-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2156 HAPPY END-快樂結局 有田イマリ作; 趙聖媛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2187 大谷先生家的天使 鳥乃桐作; 賴瑞琴譯 2020-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3931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回復要員 くろかた原作; 九我山 レキ漫畫;許任駒譯 2020-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4624 變身照相機 本名和幸作; 梁聖哲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4754 如果這叫愛情感覺會很噁心 もぐす作; Niva譯 2020-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4853 血之轍 押見修造作; 蔡夢芳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5119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2020-02-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15126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2020-03-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15133 足球小將翼(愛藏版) 高橋陽一作; 林志昌譯 2020-04-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15447 成群結伴!西頓學園 山下文吾作; 蔡夢芳譯 2020-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5478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3, 隱於浮世繪的思慕望月麻衣作; 周若珍譯 2019-09-00 平裝 1

9789572616161 皇帝聖印戰記 水野良原作; 四葉真漫畫, 曾怡華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6291 存在科學可能性的生物少女觀察日記 KAKERU作; 方郁仁譯 2019-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6659 不倫食堂 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2020-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8516 玻璃之花 雪花之章 稲荷家房之介作; 李晴譯 2018-11-00 平裝 1

9789572618523 玻璃之花 紅蓮之章 稲荷家房之介作; 李晴譯 2018-11-00 平裝 1

9789572619254 小狸貓和小狐狸 アタモト作; 蔡夢芳譯 2020-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9438 29與JK. 4 裕時悠示作; 何宜叡譯 2020-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9445 陰差陽錯 藍揚作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19582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川口毅漫畫; 蔡妃甯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4

送存冊數共計：128

東立



9789572619773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2020-0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20670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外傳: 如果能變成妹妹就好了。平坂読原作; コバシコ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1394 異端的愛 森山絵凪作; 小路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1424 雨柳堂夢語 波津彬子作; 尤靜慧譯 2020-02-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21431 小魔女學園 TRIGGER, 吉成曜原作; 左藤圭右漫畫; 許任駒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1790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譯 2020-04-00 平裝 第32冊 14

9789572621813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原作; そと漫畫; 賴瑞琴譯 2020-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1998 空挺Dragons 桑原太矩漫畫; 林志昌譯 2020-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2575 艾麗西亞的減肥任務 藤原葵作; 蔡妃甯譯 2020-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2766 靠著魔法藥水在異世界活下去! FUNA原作; 九重響漫畫; 吳美嬅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2919 櫻桃小丸子. 愛藏版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2019-09-00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22964 精靈幻想記 北山結莉原作; 林志昌譯 2020-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3176 明智警部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 佐藤文也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林佳祥譯2020-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3442 雙葉家的姊弟 佃煮海苔男作; 季上元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3718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2020-0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23732 人造生命體與美麗新世界 緋月薙作; 蕪村譯 2020-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3756 無屬性魔法的救世主 武藤健太作; 楊詠晴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3879 約定的夢幻島: 來自諾曼的信 白井カイウ原作; 七緒小説; 簡廷而譯 2019-01-00 平裝 1

9789572624029 你是008 松江名俊作; 江昱霖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4272 act-age新世代演員 松木達哉原作; 宇佐崎代漫畫; 江昱霖譯 2020-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4784 電梯裡的戀愛戰略 春之作; 陳靖涵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24890 失格紋的最強賢者: 世界最強的賢者為了變得更強而轉生了進行諸島原作; 肝匠&馮昊漫畫; 方郁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5101 Devil Desires!!惡魔心願 拓平作；翁蛉玲譯 2019-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5330 29與JK 裕時悠示原作; 加藤かきと漫畫; 陳家恩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5415 蒼穹國度.亞里阿德涅 八木教広作; 陳瑞璟譯 2020-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6146 VRMMO學園快樂魔改造推薦方案. 1, 最弱職業打出最強傷害ハヤケン作; 偽善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26207 喜歡讚美的神軍. 1, 新宿市國 竹井10日作; 王昱婷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26238 為了扭轉沒落命運,邁向鍛冶工匠之路 CK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6269 究極初心者. 5, 靈魂的革新 田尾曲丈作; 吳天立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26672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2020-02-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26771 Désordre亂世異傳 岡児志太郎作; 江昱霖譯 2020-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7358 外之國的少女 ながべ作; 蔡夢芳譯 2020-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7389 百合是我的工作! 未幡作; 季上元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7709 滿口謊言的你 三ツ矢凡人作; 小路譯 2019-11-00 平裝 1

9789572627815 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2020-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7822 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2020-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7839 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2020-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7846 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2020-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7853 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2019-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7860 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2020-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27877 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2020-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27945 無可救藥的戀情 さがのひを作; 李芸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28072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19: 功夫小子-拉麵大亂鬥臼井儀人原作; 高田未玲作畫; 蔡夢芳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28089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雙七篇 佐島勤原作; きたうみつな作畫; 吳勵誠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096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雙七篇 佐島勤原作; きたうみつな作畫;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8232 幸運女神 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鄭維欣譯 2020-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8249 幸運女神 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鄭維欣譯 2020-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28256 幸運女神 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鄭維欣譯 2020-04-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28263 幸運女神 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鄭維欣譯 2020-05-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28447 蛋糕王子的名推理 七月隆文作; 蕪村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8775 被狗盯上的貓one more ぴい作; 王薇婷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28805 可以幫忙洗乾淨嗎? 服部充作; 廖湘芝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8850 不能委託他 雪広うたこ作; 陳家恩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29017 同居人有時在腿上,有時在頭上 みなつき原作; 二ツ家あす作畫; 趙秋鳳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9727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2020-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0198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作; 偽善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0211 為所欲為的前勇者再度轉生,開始強大而愉快的第二輪遊戲新木伸作; 王仁鴻譯 2020-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0228 在異世界與黑精靈妻子輕鬆開拓黑暗大陸 斧名田マニマニ作; Shion譯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2630556 不工作細胞 杉本萌漫畫; 清水茜監修; 梁聖哲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0648 被小男友撿回家 みよしあやと作; 章芳瑜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31348 屍體如山的死亡遊戲 成田良悟原作; 藤本新太作畫; 蔡妃甯譯 2020-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1485 聽我的電波吧 沙村廣明作; 江昱霖譯 2020-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31669 約定的夢幻島: 媽媽們的追想曲 白井カイウ原作; 七緒小說; 簡廷而譯 2019-05-00 平裝 1

9789572631935 朝5晚9 相原実貴作; 趙秋鳳譯 2020-05-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32383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江昱霖譯 2020-04-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32802 出租女友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2020-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2819 出租女友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2020-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2901 不可告人的戀情 森世作; Shin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33052 異世界魔物培育家: 帶著外掛悠哉養成中 柑橘ゆすら作; 吳苾芬譯 2020-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3113 與你,從今以後 碗島子作; 澤野凌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3137 三毛同學&小黑老師 櫻井タイキ作; 刻托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3618 擺個可愛的表情 杏ゆか里作; 李芸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33625 儘管笑我卑鄙吧 みつこ作; 澤野凌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33700 STEINS;GATE命運石之門0 MAGES, Chiyo St. Inc.原作; 姫乃タカ漫畫; 蔡沛昕譯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3878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原作; まに作畫; 李芸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3953 每天都愛上你 かつらぎ作; 陳家恩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3960 畫家歐班.法桑奇的愛人 鳥ノ海ユミ作; 劉維容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3984 以一年一萬元的價格,賣掉我剩餘的壽命。 三秋縋原作; 田口囁一漫畫; 蔡夢芳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4073 魔法水果籃(愛藏版) 高屋奈月作; 陳姿君譯 2020-03-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34264 無須強顏歡笑 相野ココ作; 翁蛉玲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4325 幸福綠色廚房 上田アキ作; 章芳瑜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4493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2020-02-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34585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季上元譯 2020-03-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3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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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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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3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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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3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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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0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36077 高分少女 押切蓮介作; 吳勵誠譯 2020-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6084 高分少女 押切蓮介作; 吳勵誠譯 2020-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36091 高分少女 押切蓮介作;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36237 電影小說 銀魂. 2, 規矩是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 空知英秋原作; 張紹仁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36275 眾神眷顧的男人 Roy作; 何宜叡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6350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陳柏伸譯 2019-12-00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36466 嚮往樂園的迷失羔羊 かんべあきら作; 吳美嬅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36732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36794 繭絲纏繞 原百合子作; 劉維容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6848 命運之吻有待保留 長月ハッカ作; 陳家恩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6879 承厄巫覡 桜井レイコ作; 布丁媽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7104 Game of Familia: 家族戰記 山口ミコト原作; D.P作畫; 梁勝哲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7159 捨棄對他的初戀情懷 富塚ミヤコ作; Shin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7227 少女平方 未幡作; 林佳祥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37241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史伊的大冒險江口連原作; 双葉もも漫畫 ; 賴瑞琴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7418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同人版) 赤坂アカ原作; 茶菓山心太漫畫; 江昱霖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7777 性格差是改不了的 志々藤からり作; 蔡夢芳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7876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2020-03-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37920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蔡夢芳譯 2020-02-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38088 靜止在你的凝視下 荒井よしみ作; 陳家恩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8101 無數次都會與你相戀 星名あんじ作; 澤野凌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8118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恵比須清司原作; 成田コウ作畫; 江昱霖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8163 他的教科書 鰺坂こうや作; 刻托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38217 日積月累的戀情 紺しょーた作; 趙秋鳳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8255 我倆的戀愛路 見多ほむろ作; Shin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8316 給我乖乖閉上眼睛 大橋キッカ作; 趙秋鳳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38323 短跑女神 原田重光原作; karoti漫畫; 江昱霖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8514 為愛瘋狂的時光 Yusa作; 葛增娜譯 2019-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521 86萬日圓的初戀 ロッキー作; 澤野凌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8736 爸爸也想要 世尾せりな作; 翁蛉玲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8767 我的最愛是虛勢不良仔 加藤スス作; 小路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8798 親吻咬痕 あまきいお作; 劉維容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9009 七龍珠超: 布羅利(劇場版) 鳥山明, 日下部匡俊作; 張紹仁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9061 密斯瑪路卡興國物語 林トモアキ作; 林均鎂譯 2020-03-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39115 勇者,你被吉了! 值言作 2020-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9153 尋找愛情 水名瀬雅良作; 趙秋鳳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9184 謊言、淚水、愛戀 阿賀直己原作; yoshi漫畫; 風間鈴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39191 在夏天揭曉的秘密戀情 深海ひさと作; 刻托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9221 叫甜心還太早 麻酔作; 布丁媽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39252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2020-02-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39337 神劍闖江湖: 明治劍客浪漫傳奇. 北海道篇 和月伸宏作; 林佳祥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9368 終末的後宮奇想曲 LINK原作; SAVAN漫畫; 江昱霖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9405 我的睡美人 金田正太郎作; 加奈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9436 不道德純愛 つくも号作; 加奈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9443 看我啦,壞心眼。 れもんえんど作; 陳家恩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9474 我是色色天使! 山口すぐり作; 李芸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9535 忠狗和壞心眼小惡魔 アヒル森下作; 布丁媽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39627 航海王談戀愛 伊原大貴作; 蕭宏育譯 2020-02-2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39832 天之神話地之永遠 赤石路代作; 加奈譯 2020-02-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40043 ONE PIECE航海王: 長得像克比的小日山: 撞臉大秘寶尾田栄一郎原作; 梁勝哲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1880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2020-02-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40272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2019-1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40289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2020-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0364 女公關玲子 宮崎摩耶作; 梁勝哲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0388 雛接村 志水アキ作; 林佳祥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0418 緋紅魔導書 A-10作; 陳楷錞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0470 黑色五葉草外傳 四騎士 田代弓也作; 趙秋鳳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0531 地縛少年花子君 あいだいろ作; 劉維蓉譯 2020-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0623 九尾妖狐與帶子和尚 りんこ, 三原しらゆき作; Niva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0654 關於我們的戀愛與青春 同班同學的我們 海灯火漫畫; 趙秋鳳譯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2640814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2640883 馴服獅子的方法 風流涕作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1002 陪睡部下! カキネ作; 李芸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1019 Take me Take out帶我走 茶渡ロメ男作; 澤野凌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1026 告別迷你裙 牧野 葵作; 李其馨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1040 魔都精兵的奴隸 タカヒロ原作; 竹村洋平漫畫; 方郁仁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1118 謊言與樂園 沙野風結子原作; 高緒拾作; 澤野凌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1132 尼特征服能幹執事 夏野ゆぞ作; 劉維容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1149 爆漫王。(愛藏版) 大場鶇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1156 爆漫王。(愛藏版) 大場鶇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1163 爆漫王。(愛藏版) 大場鶇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1170 爆漫王。(愛藏版) 大場鶇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1187 爆漫王。(愛藏版) 大場鶇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1194 爆漫王。(愛藏版) 大場鶇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1309 出包王女DARKNESS(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1316 出包王女DARKNESS(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1323 出包王女DARKNESS(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1330 出包王女DARKNESS(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5-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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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41422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2020-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1460 扮裝女僕無法違抗 夏野ゆぞ作; 劉維容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1552 大叔與貓 桜井海作; 李芸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1569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加奈譯 2020-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1644 在月夜裡為愛哭泣 桃尻ひばり作; 刻托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1651 走投無路傭兵的幻想奇譚 まいん原作; 池宮アレア漫畫; 陳楷錞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1675 再得一勝! 村岡効作; 曾怡華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1750 爭奪寵物貓的方式 由元千子作; 翁蛉玲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1767 重生專家羽鳥 末広マチ作; 刻托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1804 咬與被咬的瞬間 ぴい作; 風間鈴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1811 住在最頂層的問題男人 蜂巣作; 陳家恩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1828 爸爸想和老師xxx。 松基羊作; 劉維容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1842 你遭難了嗎? 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が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 2020-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1873 五等分的新娘 春場蔥作; 蔡夢芳譯 2020-01-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41897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季上元譯 2020-04-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41910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2020-02-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41927 鬼灯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2020-04-00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2641941 鑽石魔女們 今井ユウ作; 陳瑞璟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1989 看漫畫學習抗壓諮商室 ゆうきゆう原作; EDO作畫; 廖湘芝譯 2020-05-00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41996 看漫畫學習抗壓諮商室 ゆうきゆう原作; EDO作畫; 廖湘芝譯 2020-05-00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42054 我喜歡的女孩忘記戴眼鏡 藤近小梅作; 陳瑞璟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2122 為愛痴狂! 日塔てい作; 澤野凌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2139 甜蜜微苦的日子 椎名秋乃作; 尤靜慧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2184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RoGa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2238 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 與增加的新娘們一起度過悠閒無人島生活～星崎崑原作; ヤツタガナクト漫畫 ; 曾怡華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2313 純愛砲友 瀬戸うみこ作; 陳家恩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2337 槍&天堂 小鷹和麻作; 尤靜慧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2351 當你明天醒來時 早寝電灯作; 布丁媽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2368 偶像大師 百萬人演唱會!: 劇場時光Brand New Songバンダイナムコ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原作; ima漫畫; 劉維容譯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2665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2689 愛生氣的達令 秋雨るい作; 李芸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2825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2020-01-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42894 深夜便利商店遇見厭世吸血鬼 M.貓子作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2955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2020-02-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42962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原作; 佐伯 俊漫畫; 陳姿君譯 2020-02-00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2642979 鏈鋸人 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2020-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2993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カイウ原作; 出水ぽすか漫畫; 林志昌譯 2020-03-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43006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2020-03-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43013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3-00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43044 愛你愛到止不住親吻 天咲吉実作; 李其馨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3198 Voice Rush!!疾走之聲!! Octo作; 趙秋鳳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3211 嫌惡的你和任性的吻 文川じみ作; 小路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3341 夢印(豪華版) 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3358 夢印 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3396 獸人與少年Ω的命定契約 羽純ハナ作;趙秋鳳譯 2020-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3419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2020-01-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43426 3LDK、附贈王子 松基羊作; 劉維容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3617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2020-04-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43822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43907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43914 來到異世界迷宮都市的我成了治癒魔法師 幼馴じみ原作; 二世漫畫; 冰箱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4096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2020-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4195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陳姿君譯 2020-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4270 吃、被吃 水名瀬雅良作; 趙秋鳳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4287 美魔女綾乃太太 相原瑛人作; 冰箱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4331 不曾熄滅的內心火花 全 柚月りんご作; 曾怡華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4546 鬼滅之刃 幸福之花 吾峠呼世晴, 矢島綾作; 黃健育譯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2644577 -無盡連鎖-. 10, 風暴過後,風暴前夕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4706 鄰座的說謊者 須坂紫那作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4775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2020-03-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44782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2020-03-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44799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20-03-00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2644805 流星花園Next Season 神尾葉子作; 趙秋鳳譯 2020-03-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44843 恐怖教授的怪奇課程 石田点漫畫; カルロ.ゼン原作; 陳楷錞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4874 平行天堂 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2020-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5000 我讓他懷孕了 南国ばなな作; 李其馨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5017 FINAL FANTASY LOST STRANGER 最終幻想 失落的異鄉人水瀬葉月原作; 亀屋樹作畫;蕭宏育譯 2020-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5109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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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5130 亞爾斯蘭戰記 田中芳樹原作; 荒川弘漫畫; 張紹仁譯 2020-03-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45222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5260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20-03-00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2645284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45444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19-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5451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5468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5475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20-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5482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20-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5499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20-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5505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20-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5512 新恐怖寵物店: 愛藏版 秋乃茉莉作; 東立編輯部譯 2020-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5529 贏不過雙面人 野花さおり作; 趙秋鳳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5536 如果這就是愛 芒其之一作; 趙秋鳳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5550 不懂我的心 白桃ノリコ作; 趙秋鳳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5567 惠與亞實 S井ミツル作; 澤野凌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5680 碰觸我、疼愛我、抱緊我 木下ネリ作; 李其馨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5765 賭徒的行進 小高和剛原作; 中山敦支漫畫 ; 蕭宏育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5819 進撃!巨人高校: 青春!隔壁的瑪雷學園 諫山創原作; 中川沙樹漫畫; 林志昌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5857 深夜的戀愛同盟 DEEP みちのく アタミ作; 李云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5925 獸人與少年Ω的小不點雙胞胎 羽純 ハナ作; 趙秋鳳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5949 親吻白雪姬 吉尾アキラ作; 蔡夢芳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5963 FAIRY TAIL魔導少年: CITY HERO 真島浩原作; 安東汐漫畫;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6021 秘密在擁吻中洩漏了(新裝版) 篁アンナ作; 刻托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6038 秘密在擁吻中洩漏了(新裝版) 篁アンナ作; 刻托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6168 劣等眼的轉生魔術師: 受虐的前勇者在未來世界從容生活柑橘ゆすら原作;峠比呂漫畫 ; 林佳祥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6250 魔法使是家裡蹲?. 2, 跟毛茸茸生物學習的魔法學校生活小鳥屋エム作; 蕭嘉慧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6267 與電波系女神的同居日常 望月唯一作; 郭珈佑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6335 英雄霸道的狐巫女 岩山駆作; 黃瀞瑤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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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6366 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 夏にコタツ作; 簡廷而譯 2020-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6380 名著少女. 3: 創世與滅世的神話教典 D51作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6441 鬼滅之刃 單翅之蝶 吾峠呼世晴, 矢島綾作; 黃健育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6496 為愛瘋狂的時光 Yusa作; 葛增娜譯 2020-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6540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46557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46601 DRAGON BALL超七龍珠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46618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2020-04-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46625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2020-02-00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2646649 中華小廚師!極 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譯 2020-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6656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億章原作; 渡边静漫畫 ; 張紹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46670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李芝慧譯 2020-02-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46700 不小心和佐伯相連! 三島一彦作; 劉維容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6755 D.N.A2(愛藏版) 桂正和作; 余思霈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6762 D.N.A2(愛藏版) 桂正和作; 余思霈譯 2020-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6779 D.N.A2(愛藏版) 桂正和作; 余思霈譯 2020-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6786 浪蕩兄弟 ひなこ作; 趙秋鳳譯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2646847 純愛小說家的感情故事 小鳥遊ひろ作; 曾怡華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6915 Sagara~S的同素體 真刈信二原作; 川口開治漫畫; 張芳馨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7011 不能揭開的秘密 御子柴トミィ作; 趙秋鳳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7066 我的新上司是天然呆 いちかわ暖作; 李芸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7349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 ちゃつふさ作; 陳靖涵譯 2020-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7363 劣等眼的轉生魔術師. 2, 受虐的前勇者在未來世界從容生活柑橘ゆすら作; 林均鎂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7370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呂郁青譯 2020-02-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47424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life. 1, 外掛技能已完售 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2020-02-00 平裝 1

9789572647455 魔王難為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2020-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7462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7486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カイウ原作; 出水ぽすか漫畫; 林志昌譯 2020-04-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47516 火鳳燎原 陳某作 2020-04-00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2647530 SAMURAI 8: 機侍 八丸傳 岸本斉史原作; 大久保彰作畫; 張紹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7707 單戀x同盟 町田とまと作; 趙秋鳳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7714 放學後的拷問社 BOKU作; 梁勝哲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7851 從今天開始變成Ω 舞木サチ作; 刻托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48063 與雪女同行吃蟹 Gino0808作; 蔡妃甯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8124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亜種特異點. 3, 亞種並行世界 屍山血河舞台 下總國 英靈劍豪七番勝負TYPE-MOON原作; 渡玲漫畫; 賴韋先譯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8186 碧藍航線 微速前進! ホリ漫畫; 方郁仁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8544 這是一段不純潔的戀情 田蔵作; 劉維容譯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2648728 從被子彈擊中的戰場消失吧. II, 子彈魔法與亡靈程序上川景作; 張紹仁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8735 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 謙虛青年的破格魔法教學即將開始七野りく作; 偽善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8742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的小說。 鈴木大輔作; 王昱婷譯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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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苾芬譯 2020-03-00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48797 空氣少女: 在隕石墜落前用RPG拯救世界! 值言作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8803 精靈幻想記. 15, 勇者的狂想曲 北山結莉作; 林玟伶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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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陳靖涵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8834 世界的中心；愛情可以分割嗎?. 2 一穂ミチ作; 何力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8841 現實主義勇者的王國重建記. Ⅳ どぜう丸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2648865 魔法使是家裡蹲?. 3, 跟毛茸茸生物飛上異世界天空小鳥屋エム作; 劉仁倩譯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2649596 暗戀的感情建議 阿仁谷ユイジ作; 李芸譯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2649664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原作; おいもとじろう漫畫; 方郁仁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0042 噩夢少年 銀甫[作]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0110 Pavone孔雀的配色事件簿 賴安[作] 2020-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0295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三河ごーすと作; 黃健育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0301 排球少年!!小說版!!. X, 幕後的光景 古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張紹仁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50318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2020-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0332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2020-04-00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0349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志瑞祐作; 徐維星譯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0394 世界最強後衛: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 とーわ作; 郭蕙寧譯 2020-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0424 請問你是惡魔嗎?. 3, 告白是狩獵惡魔的最終關卡!?無胥作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2650462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2020-04-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50479 誰跟你魔法少女,我是OOXX 希萌創意原作; 楊基政漫畫 2020-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0905 勇者(略) BIGUN作 2020-04-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51780 -無盡連鎖-. 11, 光榮的選擇者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2651803 被女神騙到異世界的我展開後宮生活 回復師作; 陳柏伸譯 2020-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1810 好感度120%的北条同學似乎願意為我做任何事......本田セカイ作; 王仁鴻譯 2020-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2428 火鳳燎原Q我的水鏡學園 陳某原作; 曾豐麟漫畫 2020-05-00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692 東88街上的那棟房子 伯納.韋柏(Bernard Waber)文.圖; 黃又青譯 2019-07-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722 我要吃小孩 希薇安.東尼歐(Sylviane Donnio)文; 多蘿特.蒙弗列特(Dorothee de Monfreid)圖; 蘇懿禎譯2019-09-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739 打倒野狼大作戰 克雷蒙.夏柏(Cle’ment Chabert)文.圖; 毛兒珠譯 2019-10-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746 黑漆漆的夜晚 愛蜜莉.蘭德(Emily Rand)文.圖; 黃聿君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760 那天來的鯨魚回來了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文.圖; 郭妙芳譯 2019-1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777 祕密 艾立克.巴圖(Eric Battut)文.圖; 吳愉萱譯 2019-1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6876 你絕不能讓大象開挖土機 派翠西亞 克里夫蘭-派克(Patricia Cleveland-Peck)文; 大衛.特茲曼(David Tazzyman)圖; 郭妙芳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913 飛吧 老虎飛吧 瑞金.帕雷克(Rikin Parekh)文.圖; 黃筱茵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1667 自種香草應用超入門: 平易近人的香草植物20選,香草圖鑑×栽培祕訣×生活應用,教你輕鬆打造自然清新的植萃生活和平香草編輯部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674 60公分的果菜園: 四季蔬果隨你種 好食材研究團隊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797 腦疲勞解消魔法の手部按摩 手島渚著; 王榆琮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803 法律不難、官司不煩!專業律師親授．生活法律防身術: 48道日常法律狀況題,帶你杜絕生活裡隱藏的訴訟蟑螂!賴瑩真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827 小蘋果和太陽森林的夥伴們: 禮貌帶來大勇氣 太田知子著; 劉姍珊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834 神解!一點就通.中學理科拿高分 學研PLUS編; 陳雯凱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841 日本頂尖學生都在玩.腦速益智大挑戰: 權威教育顧問、益智博士聯手!5大思考術玩翻益智遊戲,思考轉個彎,破解問題難關松永暢史, 星野孝博作; 劉姍姍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858 美國醫學博士荷爾蒙精油內分泌調理專書: 平衡荷爾蒙X穩定情緒X抗老精神好X自然排毒瘦瑪麗莎.史奈德(Mariza Snyder)作; 謝明珊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865 小蘋果和太陽森林的夥伴們: 為朋友著想最貼心太田知子著; 劉姍珊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872 神奇上學路 達妮拉.庫洛特(Daniela Kulot)作; 林硯芬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1889 小蘋果和太陽森林的夥伴們: 說到做到守信用 太田知子著; 劉姍珊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02 不!我不喜歡被捉弄 梅麗莎.希金斯(Melissa Higgins)文; 西蒙娜.希恩(Simone Shin)圖; 謝明珊譯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1919 優化法則.提升工作效率の聰明公式 中島孝志作; 劉姍姍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26 Scratch程式學習進階 馬修.海蘭德(Matthew Highland)著; 謝明珊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33 Python程式學習進階 艾德里安.B.泰克(Adrienne B. Tacke)著; 黃筱玲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07 不!我不喜歡被恐嚇 亞曼達.德林(Amanda F. Doering)文; 西蒙娜.希恩(Simone Shin)圖; 謝明珊譯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0738 川島隆太教授の的數理腦計算大全: 1天1頁共366天,靠有趣計算帶給大腦活力!川島隆太監修; 劉姍姍翻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69 先同理再講理,讀懂青春期,孩子不叛逆 明橋大二著; 楊玓縈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06 不!我不喜歡這種玩笑 亞曼達.德林(Amanda F. Doering)文; 西蒙娜.希恩(Simone Shin)圖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0844 整理情緒背包,激發前進的勇氣 薇薇安.狄特瑪(Vivian Dittmar)著; 黃淑欣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421 玩轉左右腦：一級腦力挑戰賽 李昕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506 不!我不喜歡被推撞 梅麗莎.希金斯(Melissa Higgins)文; 西蒙娜.希恩(Simone Shin)圖; 謝明珊譯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1681 超越油炸!氣炸鍋百變料理 2Bab Cha料理研究所; 王采圓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40 101道數學遊戲.玩出聰明腦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著; 謝明珊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57 全年大豐收!好吃好種の四季蔬果: 整土、播種、栽培、授粉到採種,日本園藝職人的蔬果豐收技巧全收錄!北条雅章監修; 劉姍姍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64 對你身體好的微醣烘焙: 無糖、無澱粉!六十道餅乾、蛋糕及塔派卓金燁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71 穴道按摩醫學事典: 效果顯著.一看就懂.準確按壓.改善症狀星虎男著; 劉姍珊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88 愛上精油保養.150種頂級配方 安妮.肯尼迪(Anne Kennedy)著; 謝明珊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995 當我超級霸王生氣時 娜娜.耐絲荷菲(Nana NeBhover)作; 伊蓮諾.商莫(Eleanor Sommer)繪; 黃淑欣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2015 寬鬆生酮減醣.抗癌蔬菜湯 福田一典監修; LOCABO團隊料理; 劉姍珊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022 神解!一點就通中1數學 山內惠介監修; 黃經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039 征服數理腦: 終極心智挑戰賽 李昕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7702 無限進化 LYTAS原作; 三月春漫畫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2664 看!情緒幹的好事: 哈佛精神科醫師執業40年的良心告白: 接受「人生就是不公平」,自豪「不完美的我也是最好的自己」麥可.班奈特(Michael I. Bennett), 莎拉.班奈特(Sarah Bennett)著; 潘昱均譯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22671 西班牙,不只海鮮飯: 跟著官方導遊深入西班牙美味日常王儷瑾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688 我的風格畫畫全書: 素描.粉彩.水彩.壓克力.油畫,5大必學媒材X100個主題練習,零基礎也一畫上手巴福(P. Baffou)等著; 許淳涵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824 熠熠: 雙溪現代文學獎得獎集刊. 第三十九屆 黃怡萱, 陳錫瑩, 王妍惇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831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20年 黃奕仁主編 2019-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定禾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336

送存冊數共計：386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和平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71823 歆悅誠服 靜海深藍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830 歆悅誠服 靜海深藍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847 歆悅誠服 靜海深藍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854 歆悅誠服 靜海深藍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861 歆悅誠服 靜海深藍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878 歆悅誠服 靜海深藍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885 國師的追妻日常 飯糰桃子控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892 國師的追妻日常 飯糰桃子控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908 國師的追妻日常 飯糰桃子控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915 國師的追妻日常 飯糰桃子控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922 國師的追妻日常 飯糰桃子控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939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946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953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960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977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984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991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2004 將門鳳華 飯糰桃子控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72011 財迷小醫妃 微漫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028 財迷小醫妃 微漫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035 財迷小醫妃 微漫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042 財迷小醫妃 微漫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059 財迷小醫妃 微漫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066 財迷小醫妃 微漫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2073 財迷小醫妃 微漫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2004 高頻率心靈札記 詹玄塘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077 機械鏈結: 基礎原則、理論、以及骨病學操作 保羅.喬夫(Paul Chauffour), 艾瑞克.普拉特(Eric Prat)作; 蔡昆守, 周承嶽譯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139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下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9-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9726153 E通瞄準大學學測. 2020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160 e通高中數學講義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9-12-00 四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726177 e通高中解析數學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19-09-00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6500 長庚大學藝文中心展覽畫冊. 107 年 韓學宏, 劉仁裕主編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349 泥河.螢川 宮本輝著; 袁美範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65328 文史趣錄 葉獻高編著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廷數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長庚大學藝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26

長坊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佑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13787 魔咒不靈公主. 3, 公主的非魔法危機 伊莉莎白.道森.貝克 (E. D. Baker)作; 陳思因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893 露露菈菈的許願餅乾 安晝安子作; 蕘合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947 我們一起來幫忙 凱蒂.哈德森(Katy Hudson)作.繪; 吳羽涵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961 不難過,我幫你 雅各.格蘭特(JACOB GRANT)作.繪; 菲利普.邦廷(Philip Bunting); 李貞慧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3978 魔咒不靈公主. 4, 失控的魔法婚禮 伊莉莎白.道森.貝克(E.D.Baker)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3992 飛龍騎士. 5, 冰上風暴 安娜.卡嵐(Ana Galán)作; 哈維爾.德雷加多(Javier Delgado)繪; 鍾莉方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005 海龍號. 5, 海上巨輪歷險記 茱麗葉.巴哈希尼.登妮(Juliette Parachini-Deny), 歐麗芙耶.杜邦(Olivier Dupin)作; 傑侯姆.貝利希耶(Jérôme Pélissier)繪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012 你聽說了嗎? Bamco作.繪; 黃譯嫺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036 童話夢工場: 白雪公主與魔鏡 格林童話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043 非常魔法班. 5: 會造雨的火焰人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 蘿倫.米瑞可(Lauren Myracle), 艾蜜莉.簡金斯(Emily Jenkins)作; 舒靈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050 我數到3! 詹尼.路易斯(Zanni Louise)作; 菲利普.邦廷(Philip Bunting)繪; 李貞慧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067 拍賣媽媽 詹尼.路易斯(Zanni Louise)作; 菲利普.邦廷(Philip Bunting)繪; 李貞慧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347 時渦 NOBI璋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2784 論信用權及信用機制的私法完善(簡體字版) 陳賓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1924 風(簡體字版) 夏語紅作; 莊河源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1931 鎖(簡體字版) 黃健琪作; 薇光年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1948 豆子(簡體字版) 張嘉琳作; 孫基榮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1955 袋子(簡體字版) 顏麗紅作; 李月玲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1962 鳥(簡體字版) 黃淑惠作; 張雅惠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1979 黑(簡體字版) 李鍾旻作; 朱家鈺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1986 書(簡體字版) 李俊秀作; 仁華斌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1993 菇(簡體字版) 發言平台作; 薇光年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2006 海洋(簡體字版) 陳巧官作; 陳正堃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2013 辣(簡體字版) 黃健琪作; 蘇偉宇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2020 溫度(簡體字版) 林季融作; 蔡景文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2037 唱歌(簡體字版) 顏麗紅作; 朱家鈺插畫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582044 斑斑的飛天靴(簡體字版) 姜蜜文; 李月玲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051 消失的大力士(簡體字版) 魏可茵文; 久久童畫工作室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068 誰比較幸福?(簡體字版) 黃曦文; 李月玲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075 五腳螞蟻向前行!(簡體字版) 李文茹文; 蔡景文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082 福伯的牧場(簡體字版) 李文英文; 久久童畫工作室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099 愛遲到的瑞比(簡體字版) 陳玲玲文; 蔡景文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105 饅頭山的驚喜(簡體字版) 姜蜜文; 康尼里里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112 可不可以摘下紅帽子?(簡體字版) 武維香文; 蔡景文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129 阿猴的眼淚(簡體字版) 李文英文; 李月玲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136 到底誰厲害?(簡體字版) 黃曦文; 蔡景文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143 不想原諒你!(簡體字版) 李文茹文; 康尼里里圖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582150 孝順的烏鴉(簡體字版) 林以維文; 蔡景文圖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4673 印記. 第一部, 祕密與審判 愛麗絲.博德威(Alice Broadway)作; 章瑋譯 2020-05-00 平裝 1

9789862744734 小紅箱的祕密 賈妮可.柯娃特, 貝爾納.杜希作; 王卉文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888 長滿樹的大樓 尹康美文圖; 陳彥樺翻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895 沒禮貌的豬 克勞蒂雅.波特(Claudia Boldt)文.圖; 黃聿君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901 寶寶搶銀行 吉姆.惠利(Jim Whalley)文; 史帝芬.科林斯(Stephen Collins)圖; 李紫蓉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932 大野狼和他的14隻小狼 克莉絲汀.諾曼維明(Christine Naumann-Villemin)作; 戴維.塔貝(David B. Draper)繪; 李毓真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949 三位媽媽三份便當 鞠志承文.圖; 林佳蕙翻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956 艾瑪與粉紅鯨魚 瑪麗婭.拉扎洛娃(Mária Lazárová)文; 安德拉.達荷澤(Andrea Tachezy)圖; 梁晨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963 別怕！我有九條命 艾莉絲.麥金利(Alice McKinley)文.圖; 李紫蓉翻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970 妖怪爸爸放假去 富安陽子文; 大島妙子圖; 游珮芸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奇果文創工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081 系統化創新產品機會辨識與分析 許棟樑作 2020-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098 系統化創新產品機會辨識與分析: 練習題參考解答許棟樑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91531 植物大戰殭屍: 人體漫畫. 2, 超級病菌大對抗 笑江南編繪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548 植物大戰殭屍: 機器人漫畫. 2, 超級對戰秀 笑江南編繪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555 腳踏實地的水牛阿力 謝霈儀文; 吳奇峰, 謝霈儀圖 2019-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562 一心一意的糞金龜丁丁 吳奇峰文.圖 2019-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579 植物大戰殭屍: 機器人漫畫. 3, 宇宙大對決 笑江南編繪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586 植物大戰殭屍: 人體漫畫. 3, 極限活力大比拼 笑江南編繪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593 小鹿阿班的心事 王蕙瑄文; 莊姿萍圖 2019-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609 力不從心的獅子王 橘色貓文; ㄚ鴻圖 2019-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616 一馬當先的小馬斑斑 謝霈儀文; 吳奇峰圖 2019-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623 心不在焉的小兔子點點 謝霈儀文; Tony圖 2019-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630 今非昔比的丹特與羅克 吳奇峰文; 張子鈞圖 2019-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678 一諾千金的小狗丁丁 李赫文; 陳志鴻圖 2019-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685 飲水思源的小熊貝貝 李赫文; 陳志鴻圖 2019-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891692 面惡心善的大猩猩黑普 吳奇峰文; Tony圖 2019-10-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026 金門縣美術家聯展. 2019 盛崧俊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82052 問吉凶一本通: 鐵口直斷祕法 黃恆堉著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069 輕鬆懂陽宅,這本就夠用: 風水師相宅手札 翔丰著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051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集. 2019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503 1989最好的青春: 池農深個展 池農深, 杜綺文策劃編集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063 藝識流淌 翁淑英主編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302 GEPT全民英檢中級口說能力測驗 江璞, Rick Crooks合著 2019-12-00 增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5694319 新制多益閱讀模擬測驗 NE能率英文教育研究所作; 李永悌等譯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4326 TOEFL-ITP高分實戰托福文法677 賴水信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50148 傷寒論─新編誦記讀本 張仲景原著; 賴慧真等編著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90777 廚娘很有事 不吐泡的魚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金縣美術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0

亞卓國際顧問



9789865090784 廚娘很有事 不吐泡的魚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791 富貴不求人 塵霜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807 富貴不求人 塵霜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814 富貴不求人 塵霜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821 守財小妻 忘憂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838 守財小妻 忘憂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845 靈通小農女 藍一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852 靈通小農女 藍一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869 靈通小農女 藍一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876 天下第醫 佑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883 天下第醫 佑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890 天下第醫 佑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906 天下第醫 佑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0913 旺門小喜婦 白露橫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920 旺門小喜婦 白露橫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937 二嫁榮門 竹聲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944 二嫁榮門 竹聲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0951 二嫁榮門 竹聲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0968 吃貨小廚娘 記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0975 吃貨小廚娘 記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0982 下堂婦逆轉人生 饞饞貓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0999 下堂婦逆轉人生 饞饞貓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1002 下堂婦逆轉人生 饞饞貓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075 破解行銷原點:只要掌握人心,什麼都可以賣! 李仁毅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6099 東京好食光: 落腳東京的第一天起,療癒異鄉遊子的40家平價溫馨好味道魚漿夫婦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10 尷尬學: 尷尬的瞬間,是我們考驗自己的機會 梅莉莎.達爾(Melissa Dahl)著; 鄭煥昇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27 陽台上 任曉雯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34 古地圖解謎!回到江戶,跟著歷史學家解開現代東京之謎山本博文著; 馮鈺婷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41 繁花 金宇澄著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20158 我的憂鬱症 伊麗莎白.斯華多斯(Elizabeth Swados)著; 李靜宜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65 原來如此!日本名勝景點趣聞物語 李仁毅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72 有緣 白洲正子著; 嚴可婷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89 荒蕪年歲 約翰.哈威(John Harvey)著; 李靜宜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0196 招魂: 高銀詩集 高銀作; 盧鴻金, 宋晶陽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603 王金平的論述: 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王金平著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793 宣化上人事蹟 宣化上人作 2015-10-00 平裝 1

978986732896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淺釋 宣化上人作 2020-0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553 The ugly duckling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ed by Wing Hsu2020-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4560 Wee talk! wee play! orange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2020-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4577 The girl and the glass shoe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2020-01-00 平裝 1

9789574484591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1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07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0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14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1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21 Tales around the world. 12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38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2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45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4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52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3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69 Iconic animals of the world. 5 [author Joy Education Group] 2019-12-00 其他 1

9789574484676 The honest woodcutter editor Lina Chu, Daisy Chen 2020-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4683 Fun time!the honest woodcutter 黃玉珮[作] 2020-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4690 Fun time!the girl and the glass shoe 黃玉珮[作] 2020-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4720 Awesome DIY for kids. 1 Candy Tang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737 Awesome DIY for kids. 2 Candy Tang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744 Easy-to-make dess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 Candy Tang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4

東美



9789574484751 Iconic plants of the world. 1 Candy Tang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768 Iconic plants of the world. 2 Candy Tang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812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Europe. 1 Candy Tang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829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Europe. 2 Candy Tang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836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Europe. 3 Candy Tang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843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Europe. 4 Candy Tang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850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Europe. 5 Candy Tang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867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Europe. 6 Candy Tang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484874 The world's amazing places Europe. 7 Candy Tang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70041 工程技術、管理科學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20楊靖宇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978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第六冊 釋法音淺釋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386 小提琴樂理課 陳加容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840 一個人的山海經 陳晞哲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857 新加坡模式: 城邦國家建構簡史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著; 鄺健銘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859 厚黑帝王趙匡胤 徒步中國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866 水滸密碼. 卷一, 揪團上梁山 趙家三郎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921873 水滸密碼. 卷二, 英雄排排座 趙家三郎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921880 宋朝,沒你想的那麼孬. 卷一, 龍鳳爭霸 黃如一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897 宋朝,沒你想的那麼孬. 卷二, 金戈鐵馬 黃如一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903 晉朝那些事兒. 卷一, 八王之亂 月滿西樓著 2019-11-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921910 晉朝那些事兒. 卷二, 十國爭霸 月滿西樓作 2019-11-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921927 正宗厚黑學大全集 李宗吾原著; 公孫龍策編修 2019-12-00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07420 台灣優質建築. 20th 馮智能總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455 市定古蹟「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及鐘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郭奇正計畫主持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80479 國定古蹟路思義教堂(含市定古蹟畢律斯鐘樓)修復及再利用計劃成果報告書郭奇正計畫主持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80509 臺中市歷史建築「東海大學原藝術中心」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關華山計畫主持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370 環境的法則: 生態學理論與應用 林良恭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575480387 環境悲歌: 肆虐的汙染 陳鶴文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575480394 食物、農業與環境 陳正慧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575480417 環境變遷與低碳生活 尚君璽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575480431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08學年度 林良恭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海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亞信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季風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東南科大研發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音宣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523 陳淑女老師紀念文集 謝鶯興編輯 2020-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238 通識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教學法之實踐與成效 邱筱琪編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12245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寶典 照服研究小組編著 2020-04-00 六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780 飛魚之島: 達悟之父紀守常(達悟族語版) 廖文櫻, 席萳.嘉斐弄文; 飛魚(仙.瑪德諾.米斯卡)圖2019-07-00 平裝 1

9789869823166 馬西家的妙妙湯 鹿喫檸檬文; 黃巧馨圖 2020-02-00 精裝 1

9789869823173 來去福爾摩沙: 蘭大衛醫生的故事 林士文文; 小y圖 2020-02-00 精裝 1

9789869823180 The lord and the family Eileen Y. Lin[著] 2020-04-00 1st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2596 莊子的人生哲學: 以生死智慧為中心 釋開藏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5400 李通玄華嚴思想研究 釋開藏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875417 <>之修道觀研究 釋道涵著 2020-05-00 平裝 1

9789869875424 莊子內七篇真人觀之研究 釋道涵著 2020-05-00 平裝 1

9789869875431 圓滿佛富貴: 普賢行願品直解 釋開藏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5899 魚小乖的便當 陳德慧文. 圖 2017-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3117 孔子之道 王世宗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71817 全職高手 蝴蝶藍著 2019-08-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2333 地下城成長日誌 黑糖煮酸梅著 0000-0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2340 地下城成長日誌 黑糖煮酸梅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872425 白夜問米 touchinghk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72432 白夜問米 touchinghk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72555 出閨閣記 姚霽珊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2562 出閨閣記 姚霽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2579 出閨閣記 姚霽珊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2722 待我有罪時 丁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2739 待我有罪時 丁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2746 待我有罪時 丁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2753 待我有罪時 丁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2777 伴讀守則 溪畔茶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9030 抓住飆股輕鬆賺 朱家泓著 2019-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9739047 存好股的智慧與勇氣: 用便宜價、成長力、判斷力存到雪球股溫國信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9054 上班族的ETF賺錢術: 打敗死薪水 提前財務自由陳重銘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966 探索越南文化本色: 從系統及類型論的視角 陳玉添原著; 蔣為文總編輯; 武梅白雪等翻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7973 紅龜粿Chhōe姊妹 陳金花文; 劉素珍, 賴學宥圖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9447980 肩上江山: 越南現代詩選(越中台三語版) 友請等作; 蔣為文等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3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晉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非馬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剛法林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根



9789869447997 台語識字童話: 阿羅精靈合唱團 陳金花, 蔣日盈文; 洪純斐圖 2020-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6672 C++學習範本(含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內容及試題解析)蔡文龍等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689 Word 2019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1091 好萊塢實務大師音效聖經 里克.維爾斯(Ric Viers)著; 潘致蕙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1107 圖解科學史 橋本浩著; 顏誠廷譯 2020-03-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801114 人體素描 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黃文娟譯 2020-03-00 3版 平裝 1

9789864801121 圖解世界近現代史 宮崎正勝著; 黃秋鳳譯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01138 圖解錄音混音全書 杉山勇司著; 黃大旺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1145 木構造耐震技術 山邊豐彥著; 張正瑜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1152 日式竹圍籬 吉河功編; 方瑜譯 2020-04-00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4801176 圖解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 林逸鑫著 2020-05-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801183 圖解台灣史 廖宜方著 2020-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5106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講記. 卷八-卷十 玅境長老講述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855 比蝴蝶飛更遠: 武漢效應的43種生活 王冬維等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266 你可不可以培養一點不良的嗜好 林佳穎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273 我想我吃冰淇淋會好 傅素春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310 生死間,與願同行: 中陰.淨土.破瓦.修持概要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3021 戀愛是最好的復仇 花襲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038 我的世界很慢,你來得正好 水曼舞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045 原來愛情在微痛 杜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1330 臺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河海篇 羅宇成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347 都哈新觀念: 培養最強DNA 鄭忠政等合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354 男人是什麼東西?!: 婦產科名醫教妳床上馭夫密技潘俊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8425 迎向現實人間: 聖嚴法師的倫理思想與實踐 林其賢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432 心的經典: 心經新釋 聖嚴法師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8449 解開生命的密碼: 八識規矩頌講記 釋寬謙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456 佛陀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463 蓬勃發展的中世佛教: 日本. II 末木文美士等編輯; 辛如意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470 48個願望: 無量壽經講記(簡體字版) 聖嚴法師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8487 學佛知津(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法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崗數位文創



9789575988494 禪的理論與實踐 聖嚴法師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711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 (蕭齊)沙門釋曇景譯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7728 梵網經菩薩戒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735 授三歸五戒八戒正範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773 慈悲十王寶懺法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77780 慈悲血湖寶懺法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77797 七俱胝佛母準提陀羅尼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915 慈悲地藏寶懺 2020-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315 寵物醫師臨床手冊 林政毅等作 2019-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821322 犬貓牙科與口腔外科手冊 Alexander M. Reiter, Margherita Gracis原編; 田昕旻, 羅億禎翻譯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1339 犬貓神經疾病學 Simon R. Platt, Natasha J. Olby原編; 楊縉傑等翻譯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9506 JMPI管理專業與創新學報. 2020 台灣國際專業管理師學會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87 現代管理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李得盛、蔣欣雅編輯 2020-05-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777 醫療公關: 個案研究/影音創作 楊慕理, 胡書愷, 蔡昱南製作 2020-06-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708 永續發展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722 畫語心境: 黃仁村畫展 潘永瑢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753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2020 2020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組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715 大學生國際觀之養成: 導入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法於全英跨文化溝通課程之可行性李敏瑜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83846 裸食瘦身: Lulu成功瘦身(Raw Food)菜單,實現排毒、增肌、減脂、逆齡效果的148道真飲食嚴惠如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860 東京麵包極選之味 朝日新聞出版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907 孩子長得高、不咳嗽、免疫力提升 李彥臣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914 讓我陪你等家 流浪別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921 專減內臟脂肪的低醣瘦肚湯: 任選一餐改喝湯料理,單月無壓力穩定-2.5公斤,褲子從XL改穿S號!工藤孝文, 若宮壽子著; 蔡麗蓉翻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83938 吃飽就沒事了: 吃貨們的求生心靈雞湯 喵個不停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891 日本名醫最強減醣金字塔: 最神效限醣瘦身法, 越吃越健康新觀念水野雅登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952 海頓媽媽的烘焙實驗廚房: 吃過都會敲碗想再吃的小點心54道海頓媽媽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航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大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經濟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狗腳印



9789578683969 隨時說再見,隨時再相見: 學會斷捨離,開啟相互享受而不相互拖累的交友人生李維文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983 美味健身便當食作課: 人氣IG健身料理女孩的54道精選食譜,便當常備菜x豐盛早午餐x能量點心,不節食、不挨餓,無壓力改造體態梁毓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83990 情緒芳療 鄭雅文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5536015 秘境之森 Tim Y.T.Ho 何以廷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36022 Amyの私人廚房: 下班後快速料理 Amy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930 神啊祢正在對我說話嗎? 葉春幸著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70144 親膚.好洗 45款經典手工液體皂 凱薩琳.費勒作; 王念慈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04 愛上氣炸鍋100天: 椒麻雞.蜜汁叉燒.紙包魚.戚風蛋糕,天天開炸也不膩的100道美味氣炸鍋料理人愛柴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11 不被工作綁住的防彈理財計畫: 告別傳統職場的多型態退休,讓你經濟獨立,擁有理想生活的選擇權湯雅.海斯特(Tanja Hester)著; 張家綺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28 低醣生酮瘦身便當 陳珠著; 陳品芳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35 從未來寫回來的逆算手帳: 利用「想像願景→計畫→行動」的反推習慣,讓你目標不失焦、心情不煩躁、做事不拖延小堀純子著; 黃立萍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42 瘦骨嶙峋的愛 李豪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59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2: 如何聰明善良,才能讓你做個內心柔軟,但有骨氣的好人?慕顏歌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66 小班想要風箏,他佷努力 艾倫.C.福克斯(Alan C. Fox)作; 艾芙兒.酷吉(Eefje Kuijl)繪; 蔬菜老師譯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373 和小班一起種大南瓜 艾倫.C.福克斯(Alan C. Fox)作; 艾芙兒.酷吉(Eefje Kuijl)繪; 蔬菜老師譯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380 關鍵七秒,決定你的價值: 國際非語言溝通專家教你練就不經思考,秒現有自信、魅力與競爭力的「行為履歷」凱薩琳.莫洛伊(Catherine Molloy)著; 林吟貞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397 強核心.修體態.除贅肉.解痠痛 倒立逆伸展: 風靡韓國,明星李孝利.IU都在練的強筋活血.美型塑身逆姿勢金多惠作; 林育帆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403 保持距離又不失禮的人際應對術: 主導你和主管、同事、親友的相處,讓你得體地拒絕,沒負擔的拉近關係金範俊著; 林建豪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410 為什麼我們需要蜜蜂? 凱蒂.戴納斯(Katie Daynes)文; 克里斯汀.皮姆(Christine Pym)圖; 范伊誠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427 感覺是什麼? 凱蒂.戴納斯(Katie Daynes)文; 克莉斯汀.皮姆(Christine Pym)圖; 范伊誠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434 為什麼太陽會發光? 凱蒂.戴納斯(Katie Daynes)文; 克里斯汀.皮姆(Christine Pym)圖; 范伊誠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441 職場會傷人 方植永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458 強肌深蹲: 美國國家級運動員指導教練親授,全面解析徒手深蹲.槓鈴深蹲.深蹲科學的訓練聖經Aaron Horschig著; 陳壹豪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465 小小熊想長大 茱蒂絲.柯本斯(Judith Koppens)文; 蘇珊.狄德倫(Suzanne Diederen)圖; 吳愉萱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472 我想親親你 茱蒂絲.柯本斯(Judith Koppens)文; 蘇珊.狄德倫(Suzanne Diederen)圖; 吳愉萱譯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489 我要準時下班! 朱野歸子著; 楊明綺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496 向大師學繪畫: 西方藝術大師名畫復刻版,讓繪畫技巧升級的14堂繪畫課西班牙派拉蒙專業團隊著; 賴玫瑜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02 專注做事、精簡做人的極簡工作法: 聚焦四種職場關係,做關鍵重要的事,不拖泥帶水,過快意人生張思宏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19 駕馭不適圈: 成功人士跳脫舒適圈、超越痛苦、與壓力共處的123間歇心法法拉.史托(Farrah Storr)著; 閻蕙群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26 媳婦,也是別人家的掌上明珠 逆媳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33 量子領導: 非權威領導: 不動用權威讓人自動靠攏,喚醒人才天賦,創造團隊奇蹟的秘密洪銘賜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40 娜娜媽教你做質感.透亮寶石皂 娜娜媽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57 不!我不做沒禮貌的事 伊莎貝拉.芭亞(Isabella Palia)文; 安娜.蘿拉.坎都尼(Anna Laura Cantone)圖; 吳愉萱譯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564 原來這樣剛剛好 安娜.芭伽利(Anna Baccelliere)文; 恰菈.高波(Chiara Gobbo)圖; 吳愉萱譯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571 氣炸鍋烘焙: 餅乾酥脆.蛋糕柔軟,32道成功率100%的超好吃氣炸鍋點心金子恩著; 陳品芳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88 擺脫「習慣性自責」的47個練習: 對情緒勒索免疫,高敏感但不受傷,戒掉沒必要的罪惡感根本裕幸著; 林美琪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595 若終究沒有永遠,每個有你的瞬間都是多一點 筆枒町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601 達賴喇嘛: 這些事,你應該生氣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上田紀行著; 張家綺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618 一日一角落,每天15分鐘,無痛整理術 沈知恩著; 陳品芳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625 考不好怎麼辦? 金永鎮文.圖; 鄭筱穎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632 爸爸,這就是我愛你的方式 安娜.皮納托羅(Anna Pignataro)文.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649 讓每一次的離職都加分 朴建鎬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656 撫慰人心的52個關鍵詞 大衛.懷特(David Whyte)著; 林力敏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663 逆轉疾病的科學食療聖經: 美國權威醫師的創新食療法,教你吃對食物、啟動身體防禦力,擺脫癌症與慢性病李維麟(William Li)著; 陳莉淋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670 媽媽,我記得你: 超神奇「胎內記憶」,觸動百萬媽媽的心池川明作; 連雪雅譯 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70687 間歇高效率的番茄工作法(風靡30年的時間管理經典): 25分鐘,打造成功的最小單位,幫你杜絕分心、提升拼勁法蘭西斯科.西里洛(Francesco Cirillo)著; 林力敏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694 淬鍊成功人生的咖啡豆思維: 翻轉信念,從消沉無力到發揮真實力的經典商業寓言強.高登, 戴蒙.威斯特著; 張家綺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700 練腳掌: 三萬人親身實證,鍛鍊腳掌有助運動傷害回復、舒緩關節痛、擺脫足底筋膜炎松尾タカシ著; 蔡麗蓉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717 給小學生的環境自然課: 大地、水、陽光、空氣、生命申慧媛圖文; 鄭筱穎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724 晚餐改喝瘦肚湯,2周瘦3.6公斤 藤井香江著; 蔡麗蓉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731 「字首&字根」連鎖記憶法,英文單字語源圖鑑 清水建二, すずきひろし著; 吳怡文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748 我選擇,生活中只做想做的事 小田桐あさぎ著; 姜柏如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755 打造理想人生的習慣大全: 65個習慣開關,讓你輕鬆戒掉壞習慣、無痛養成好習慣古川武士著; 洪逸慧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762 每種情緒都是天賦: 讓悲傷保護你、恐懼提醒你、欲望推動你……如何善用情緒與生俱來的好處與優勢?蘭迪.塔蘭(Randy Taran)著; 林吟貞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779 每日好D: 江坤俊醫師的日日補D計畫,幫你找回身體不足的維他命D、抗癌護健康江坤俊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786 我在水裡的日子 渺渺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809 年屆四十,中年迷路 姜善英著; 鄭筱穎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816 鬆筋解痛の最強瑜伽伸展式 Kaz(森和世)著; 葉明明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幸福文化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實文化



9789865070823 我才不想洗澡呢! 莫.威樂(Mo Willems)圖文; 吳愉萱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830 為什麼他有餅乾,我沒有? 莫.威樂(Mo Williems)圖文; 吳愉萱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847 這是我的,為什麼要分給你? 莫.威樂(Mo Williems)圖文; 吳愉萱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854 我不想去上學! 莫.威樂(Mo Williems)圖文; 吳愉萱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878 媽媽,我想告訴你 池川明著; 姜柏如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885 把問題化繁為簡的思考架構圖鑑: 五大類思考力x60款工具,提升思辨、創意、商業、企畫、分析力,讓解決問題效率事半功倍AND股份有限公司著; 周若珍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892 韓國第一健身女王的短時高效健身計畫: 肌力訓練+有氧鍛鍊,持續5天,降體脂.雕曲線超有感崔寶瑛著; 陳品芳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908 誰都是帶著心碎前行 克麗歐.韋德(Cleo Wade)著; 楊沐希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915 經絡.穴位.五行,中醫整體芳療 馬克.吉安(Marc J.Gian L.Ac LMT)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922 麥麥要找兔寶寶 珊.洛門(Sam Loman)文.圖; 吳愉萱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939 熊熊的好朋友 珊.洛門(Sam Loman)文.圖; 吳愉萱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946 熊熊戀愛了 珊.洛門(Sam Loman)文.圖; 吳愉萱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953 你很特別 珊.洛門(Sam Loman)文.圖; 吳愉萱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0960 與家人的財務界線: 富媽媽教你釐清家人的金援課題,妥善管理親情的金錢漏洞李雅雯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977 修身顯瘦.釋放疼痛の不動零位訓練 石村友見作; 蔡麗蓉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984 差點被無以名狀的感傷殺死的夜晚 浮谷文著; 緋華璃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0991 開肩解痛全書: 韓國教練獨創「體態鍛鍊操」,肩膀開了、骨架歸位,擺脫肌肉無力、關節疼痛、慢性痠痛朴喜駿著; 林建豪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004 想衝,為何没幹勁? 植木理惠著; 葉廷昭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028 我不是故意要說謊 高大永作; 金永鎮繪; 鄭筱穎譯 2020-04-00 精裝 1

9789865071035 我會收玩具 高大永作; 金永鎮繪; 鄭筱穎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042 壞習慣,走開! 高大永作; 金永鎮繪; 鄭筱穎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059 練習自在面對衝突: 從「意見表達」到「溝通談判」,不受情緒操控,輕鬆駕馭衝突、主導結果R.W.柏克(R.W. Burke)著; 姚怡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066 強化孩子正向韌性心理的自我對話練習 李挺豪作; 方仁泳繪; 劉小妮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073 愛擔心的大兔子和勇敢的小兔子 李兀琳圖文; 賴毓棻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080 慶祝失敗派對 權恩惠作; cloi n may繪; 賴毓棻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097 我不怕!我再試試看 奈爾斯.凡.霍夫(Niels Van Hove)作; 劉書豪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103 跟著柴鼠學FQ,做自己的提款機: 為投資理財打好基本功,讓你不靠勞力,增加被動收入,快速FIRE柴鼠兄弟著.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110 我是過敏專科醫生,也是過敏兒媽媽: 從醫療方案到居家照護,一位醫生媽媽的抗敏實踐閔雅琳著; 顏崇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127 傲慢與善良 辻村深月著; 邱香凝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134 賺錢,更賺自由的FIRE理財族: 低薪、負債、零存款、打工族......也能達到財務自由,享受人生史考特.瑞肯斯(Scott Rieckens)著; 葉婉智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141 33張圖秒懂OKR: Google人才培訓主管用圖解掌握執行OKR最常見的七大關鍵,高效改革體質、精準達標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Piotr Feliks Grzywacz)著; 張嘉芬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158 給瑜伽.健身.治療師的筋膜解析書 瓊安.艾維森(Joanne Avison)著; 林麗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165 讓思緒清晰、工作有條理的「大腦整理習慣」 金炅祿著; 陳采宜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172 不管怎麼樣你都會愛我嗎? 黛比.葛莉奧里(Debi Gliori)作; 李貞慧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189 為什麼喜歡媽媽? 崔惠珍作; 林謹瓊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196 媽媽怎麼還不回家? 斯維特拉娜.多羅謝娃文; 奧爾嘉.德黑蒂.亞里奧娃圖; 統一數位翻譯社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02 我的海盜媽媽 卡琳.蘇魯格(Karine Surugue)文; 黑米.沙雅(Rémi Saillard)圖; 吳愉萱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19 解決小學生的大麻煩. 1: 孩子的人際關係課 李周潤作; 林建豪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26 解決小學生的大麻煩. 2: 孩子的情緒感受課 李周潤作; 林建豪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33 一朵小紅花的心意 阿萬紀美子作; 林佩蓉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40 和好最棒了 卡琳.瑪莉.阿蜜歐(Karine-Marie Amiot)作; 黃明玲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57 你的人生難關,三國都發生過!: 說書人用26則三國人物的生存故事,讓你看懂職場黑暗面、看清人性與成敗柳豫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271 給自己一個讚 高大永作; 金永鎮繪; 鄭筱穎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88 我想要零用錢 高大永作; 金永鎮繪; 鄭筱穎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295 給媽媽一個讚 高大永作; 金永鎮繪; 鄭筱穎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301 巴斯克乳酪蛋糕: 正統風味、名店配方、升級口感,33款成功率100%的好吃配方藤沢セリカ著; 葉明明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318 高效領導者的工作好習慣: 真正的強勢管理,來自43個反直覺的關鍵原則吉田幸弘著; 葉廷昭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325 Ashlee陪你用健身改造自己 Ashlee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332 我要準時下班!. 2: 朝著理想狂奔不止的人們 朱野歸子著; 楊明綺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349 我想在這裡玩!當別人說不可以時該怎麼辦? 曼蒂.亞契(Mandy Archer)作; 珊.坎普頓(Shane Crampton)繪; 吳愉萱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356 我45歲學存股,股利年領200萬: 投資晚鳥退休教師教你「咖啡園存股法」,讓股市變成你的搖錢樹謝士英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71363 屁股裁判: 屁和便便大決鬥 金智娟作; Ganjang繪; 林謹瓊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370 屁股裁判: 屁屁運動會 Ganjang作; 林謹瓊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71387 走在,没人想去的地方: 樹木希林離世前的最後談訪樹木希林著; 吳怡文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808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2839 守護的力量: 中華人權協會四十年奮鬥史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編著 201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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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送存冊數共計：106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人權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999 Corporate Law Topics: Taiwan Speeches By Justice Randy J. Hollandauthor Randy J. Holland; editor & translator Lin, Chien-Chung2019-10-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9824903 Randy J. Holland在台公司法演講集 Randy J. Holland作; 林建中編輯翻譯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24927 台灣公司治理雙年報. 上冊, 調查分析專輯. 2019/2020年王文宇等作; 柯承恩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24958 邁向審計委員會3.0 劉文正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019 危機管理暨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研討會. 2020(第十八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2020-05-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1064 主禱文: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2113 禱告敬拜的人生: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957 旅程 黃葳威文; 黃建中圖; 崔肯特(Kent Trede), 黃栖威(Sylvia Huang)英文翻譯2019-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295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淨空法師講述; 華藏講記組整理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001 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 15位跨虹者勇敢與您分享真實生命故事風向新聞編輯群編著 2019-09-00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8184 種苗產業發展歷程及未來展望研討會暨臺灣種苗30年回顧紀念專欄專刊. 2019文紀鑾等編輯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864 關帝登任中天玉皇專輯 黃國彰, 林翠鳳主編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117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會刊. 2019年 許福生總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780117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會刊. 2019年 許福生總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600 橋梁鋼結構標準圖 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編輯委員會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5258 網路與自殺防治 李明濱主編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3

9789867195289 自殺數據判讀指引 李明濱主編 2019-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7195302 警消及第一線救援人員之自殺防治指引 李明濱主編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7195319 自殺防治年報. 107年 李明濱主編 2019-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8405 舒適護理 賴維淑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種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關聖文化弘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危機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710 毒道之處: 食安不只是食安 姜至剛, 孫銘宗合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2905 理財有道(小組長手冊) 美國冠冕財務事工(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編著 2019-12-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4501 男人新局: 領受幸福的應許,抓住改變的契機! 戴雨金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125 非洲劇 天生我才(學生本) 鐘晨綺, 劉容襄戲劇腳本; 莊瑜真, Diane Chang劇本英譯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132 母熊英卡 漢娜.蓋寶洛娃(Hana Gebauerová)文; 艾娃.普洛涅娃(Eva Buroňová)圖; 梁晨翻譯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163 不死鳥 如約文; 吳嘉鴻圖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83187 有人在家嗎? 黃迺毓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194 尊重你我好關係: 生命教育 人與人.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608770 尊重你我好關係: 生命教育 人與人.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03 關懷他人付出愛: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10 關懷他人付出愛: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27 彼此欣賞好友誼: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34 彼此欣賞好友誼: 生命教育 人與人.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41 我的生命真奇妙: 生命教育 人與生命.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58 我的生命真奇妙: 生命教育 人與生命.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65 活出精彩的生命: 生命教育 人與生命.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72 活出精彩的生命: 生命教育 人與生命.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89 我的生命很珍貴: 生命教育 人與生命.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0796 我的生命很珍貴: 生命教育 人與生命.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09 我的全人都獨特: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16 我的全人都獨特: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23 活出更好的自己: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30 活出更好的自己: 生命教育 人與己.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47 欣賞美麗大自然: 生命教育 人與環境.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54 欣賞美麗大自然: 生命教育 人與環境.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61 珍惜環境與資源: 生命教育 人與環境. 進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78 珍惜環境與資源: 生命教育 人與環境. 進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85 關懷環境我最行: 生命教育 人與環境. 高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592 關懷環境我最行: 生命教育 人與環境. 高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608 獨一無二的寶貝: 生命教育 人與己. 初階教師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615 獨一無二的寶貝: 生命教育 人與己. 初階學生本彩虹愛家出版部編輯 202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646 家書.情書 黃迺毓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2653 幼兒生命教育: 人與己. 2(教師本) 陳進隆總編輯 2020-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660 幼兒生命教育: 人與己. 2(學生本) 陳進隆總編輯 2020-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677 幼兒生命教育: 人與己. 1. 教師本 陳進隆總編輯 2020-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862684 幼兒生命教育: 人與己. 1. 學生本 陳進隆總編輯 2020-03-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400 飛常人生 洪小莓採訪整理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2006 金門縣金沙鎮沙美張氏二及三房族譜 張璋全主編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縣董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縣沙美張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家庭第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食品安全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冠冕真道理財協會



9789869891103 金門古崗董氏族譜 社團法人金門縣董氏宗親會族譜編修委員會編修 2020-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619 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70週年紀念特刊 曾三民總編輯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8605626 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70週年紀念特刊 曾三民總編輯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417 未未: 身體的界限 林富莉總編輯 2019-12-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520 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合攝影展覽作品專輯. 2019年: 第四十三屆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合攝影展覽 第三十九屆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誼攝影比賽[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全體理監事編輯 2020-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5107 飛樂創意: 52個聖經故事與活動 Patrick Phoon, David Leong, Cynthia Leong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9905114 飛樂創意: 52個聖經故事與活動 Patrick Phoon, David Leong, Cynthia Leong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集 1

9789869905121 無比的愛(中英對照) Gillian Peall作; 王清瑩, 戚嘉雯, 陳淑貞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4069 The pilgrim compass author Sheng-yang Lu 2020-03-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251 再見轆牙溝: 南屯溪人文行腳 黃豐隆主編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617 當代高僧性天月圓集: 長老會學偉慈法師八十壽誕專刊社團法人彰化縣佛教居士會編著 2020-05-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330 眺望太平洋的書房: 傳道書/雅各書講道集 劉炳熹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347 眺望太平洋的書房: 馬可福音講道集 劉炳熹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926 跟著槌球去旅行 吳當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952 臺南市營建法令彙編. 108年版 林本主編 2020-03-00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5105 新營社區大學生活寫作班作品集 沈秀貝等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772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集要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市南瀛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心驛耕新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縣身障者槌球運動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佛教居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讀經會台灣總會附屬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自學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婦女新知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牙醫師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756 奔向華美冠冕: 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訓練手冊 珊卓菈.施瑪柯頓(Sandra Sellmer-Kersten)作; 林國仁譯2019-08-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916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narization/CMP technology. 2019editors C-C. Arthur Chen, Pei-Lum Tso, Hsiu-Yang Teng2019-08-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494 二十四緣 曾國興譯 2019-11-00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341 致生水土流失鑑定作業手冊 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6250 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 第六輯 陳秀琪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6834 iEARN教師線上合作與全球專案導引手冊 iEARN USA原著; 蔡念真譯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1879 IR實務洞見: 展現校務發展理念 吳亞璇等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451 農業生產環境安全計畫成果彙編 林裕彬等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026 蘭朋友上學趣 何冠臻文; 劉俐穎圖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9057 蘭花選美會 米嵐兔文; dizzi chu圖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169 甘伯伯的犀牛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文.圖; 吳娉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8764 貓頭鷹診所: 心靈夜歸人的深夜食堂 片上徹也著; 羊主恩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28771 宅自醫: 在家練好免疫力: 排四毒、補四缺,一生無病!!黃鼎殷, 郭涵甄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286 綻 胡瓊櫻著繪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8503 幸福心理學: 行動手冊 許雅惠譯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灣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評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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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平坦化應用技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545 遙想當年臺灣: 生活在先住民社會的一個日本人警察官的紀錄青木說三原著; 張勝雄譯註 2020-03-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940 醫務社會工作 莫藜藜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5733 太巴塱部落創始經典故事 那麼好. Y讓主編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623 Wow!reach your goal 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2019-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89654 My abc: student book 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2020-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89661 My 123: student book 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2020-06-00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188 布林通道獲利秘訣 陳霖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44084 薔薇色的約定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091 初戀的世界 西炯子作; Akane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4107 初戀的世界 西炯子作; Akane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121 醒來後的花之吻 後藤美沙紀作; 蘇涵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138 10萬分之1 宮坂香帆作; 揪揪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145 由良同學有10%秘密 吉田夢美作; 優希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152 與你的夢幻樂園 渡邊加奈作; 蔡雨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169 也不是不想和青梅竹馬接吻啦。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4176 同.級.生!! 池山田剛作; 魏嫚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190 少女的放學後 安理由香作; 魏嫚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4206 少女的放學後 安理由香作; 魏嫚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220 如果能召喚出咪尼貓 Taco作; Akane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4237 如果能召喚出咪尼貓 Taco作; Akane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244 如果能召喚出咪尼貓 Taco作; Akane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4251 光影交錯的電影院 のきようこ作; 陳幼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268 塑料情趣男孩 稲葉春作; 夜原優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299 Time of my life: 我生命裡的時光 鬼野梅吉作; KIYO.D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305 再見了,娃娃臉 蓮山田蓮作; 橘子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312 撿到無家可歸的學長 渦井作; 蘇涵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329 沿著城垣殘蹟與神相遇 蒼漓著；YuSheng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336 15日的、17歲 絢君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343 Blue moon: he’s 二煩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4350 IDOLiSH7-偶像星願: Re:member. 3 都志見文太小說原作; BANDAI NAMCO Online原作; 種村有菜作; 楊采儒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367 Coffee & Vanilla咖啡和香草 朱神寶作; 魏嫚秀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44381 人妻的淪落: 給1年後的你 美咲涼作; 曲冰熙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411 未知數等於: x喜歡解謎題 華月瞳作; 林以庭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428 放學後的憂鬱 松本香織作; KIYO.D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435 喜歡你到想叫你去死啦! 松果南作; 蔡雨璇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442 巧克力吸血鬼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44459 巧克力吸血鬼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44466 薔薇姬的甦醒 石原ケイコ作; 陳幼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473 我從葦稈看到的天空 ヨシノサツキ作; 豬排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497 咬上你標記你愛上你 柏木真作; l ingosou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503 抗拒不了淫魔同學 青梅ななせ作; 揪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510 不良的津田同學和輔導老師.增田關係很差 多賀作; 夜原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奇霖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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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縣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臺灣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慧



9789865044534 千夜一夜永恆的幸福 拳作; 夜原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541 在星星落下的夜晚持續我們的愛 戀緒吉諾作; 魏嫚秀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565 我們結婚吧!: 青梅竹馬是貓科獸人 西山新作; 某批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572 我們回家吧: 貓耳Omega verse 日野原作; l ingosou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589 懷抱敵意的初戀 英數字作; l ingosou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596 Blue moon: he' s 二煩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4602 暗殺系大神用了沒?: 曖是一團亂 流螢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4619 小女子不才 大矢和美作; 曲冰熙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237 朝暮課誦本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707244 堪千阿貝仁波切大乘禪修引導文: 遠離四種執著確吉蔣稱彙編作者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7251 佛王誓約: 虛空法心意伏藏甚深耳傳極樂淨土修持法龍德嚴淨仁波切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7268 五福臨門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191 奇蹟課程釋義: 正文行旅. 第一冊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787 奇蹟課程釋義: 奇蹟課程序言行旅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2019-09-00 其他 1

9789869855419 奇蹟課程釋義: 教師指南行旅. 第一冊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55426 奇蹟課程釋義: 教師指南行旅. 第二冊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2020-03-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57585 小老鼠大畫家 珍.布萊絲京.力爾班(Jane Breskin Zalben)作; 馬筱鳳譯2020-03-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9057615 貝耶勒傳奇: 巴塞爾藝博會創辦人的藝術世界 莫里(Christophe Mory)著; 李淑寧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622 我想告訴你 王淑慧文.圖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57639 山芋頭: 部落教室. II 撒古流.巴瓦瓦隆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030 宜蘭縣青溪美展. 2020 游蒼賢總編輯 2020-04-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1112 泰雅族南澳群武塔部落釀酒技藝 曹天瑞著; 曹黃佳妤攝影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1129 泰雅族傳統地機織布技法 彭秋玉著; 彭佳珍攝影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1136 原民風油畫創作暨社區營造彩繪: 以泰雅族古魯部落為例陳皇維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1143 原住民族歌謠 白健光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6538 選修化學課本. I(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劉如熹等編撰; 葉名倉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545 是誰住在裡面呀? 吳丹寧文; 羅俊俏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1

9789574436545 是誰住在裡面呀? 吳丹寧文; 羅俊俏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

9789574436545 是誰住在裡面呀? 吳丹寧文; 羅俊俏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6552 早安動物園 微笑先生文; 莉秦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6569 數學課本. 三A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陳界山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576 數學課本. 三B(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陳界山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637 選修生物課本. I, 細胞與遺傳(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鍾楊聰等編撰; 胡哲明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1343 心靈重生.赫米斯的祕傳智慧: 照亮千年的黑暗,啟發人類的無限可能堤摩西.弗瑞克(Tim Freke), 彼得.甘地(Peter Gandy)著; 張家瑞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宜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3

法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奇蹟課程



9789869851350 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 在童年創傷中求生到茁壯的恢復指南彼得.沃克(Pete Walker)著; 陳思含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1367 生死溝通:你深愛的親友是否平安抵達永恆之地,學習如何與在彼岸的他們聯繫!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著; 余佳玲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1374 恐怖的自體免疫疾病療癒聖經: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也得了這種病(暢銷紀念版)莎拉.巴倫汀(Sarah Ballantyne)著; 華子恩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51381 黏力,把你有價值的想法,讓人一輩子都記住! 奇普.希思(Chip Heath), 丹.希思(Dan Heath)著; 謝汝萱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988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 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劉紹華著 2019-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1518 聖女大德蘭的全德之路 大德蘭(Teresa of Avila)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593 一分鐘圖解.不可思議的貓知識 石田卓夫監修; 周欣芃譯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469 易學好上手的韓系童裝: 專為身高85~135 cm孩子設計的29款舒適童裝與雜貨梁世娟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476 Cotton Life玩布生活No.32: 2019 Cotton Life編輯部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9054 大家來學客話 彭德修編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6389283 高砂族調查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2020-02-00 台北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89344 Taiwan, the struggle gains focus 祁夫潤(Jerome F. Keating)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2266 憤怒與希望的: 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著; 劉維人, 廖珮杏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2280 黎明: 短篇小說集 塞拉哈汀.德米塔斯(Selahattin Demirtaş)著; 李珮華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734 遠方 是詩的客棧 周志強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41109 丙級機器腳踏車術科題庫解析(含學科試題) 林士敦, 何昭慶編著 2017-11-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41338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機械群專業一、專業二奪分王陳重銘, 洪兆亮, 李逸琪編著 2018-06-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1710 丙級化學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鎵鋅工作室編著 2018-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1727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蘇泰明編著 2018-10-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41734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腦繪圖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盧昭伶, 郭雪萍編著 2018-10-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41765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試題精要 圖研社編著 2019-01-00 十版 其他 1

9789864641819 丙級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育祥編著 2019-03-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1888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講義 陳冠良編著 2019-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1901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機械群專業一、專業二奪分王陳重銘, 洪兆亮, 李逸琪編著 2019-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1949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大躍進 林益瑋編著 2019-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1956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張弘智編著 2019-05-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641963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講義EZ GO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2019-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1994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過94狂 楊弘意, 林益瑋編著 2019-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42038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總複習講義 彭建熾編著 2019-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2045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全) 楊盛松編著 2019-05-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2212 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林進豐編著 2019-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2243 統測搶分寶典隨手讀: 機械製造與機械基礎實習李非, 陳飛祥編著 2019-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42403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國民工作室, 蘇慶源編著 2019-12-00 第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秋水詩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天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春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533 煙畫三百六十行 漢聲雜誌社作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885540 剪花娘子庫淑蘭 漢聲雜誌編輯部作 2019-10-00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885557 蠟染 漢聲雜誌編輯部作 2019-10-00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885564 手打中國結 漢聲雜誌編輯部作 2019-10-00 三版 精裝 1

9789575885571 中國女紅 漢聲雜誌編輯部作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885588 老月份牌廣告畫 張燕風作 2019-10-00 五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646 活用數學會考通. 二(K版) 盧建民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7653 活用數學會考通. 二(N版) 盧建民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7660 活用數學會考通. 二(H版) 盧建民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7677 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 2 盧建民編著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747684 新細說高中化學教學講義 張乃文, 薛勝雄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7691 活用高中基礎物理精析(高一全) 紀延平, 張大揚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9769 台青遊玩陸: 閒走華東誌 張婉柔等著 2019-09-00 其他 1

9789869841009 「我們」還能回到從前嗎?: 認識日本.回望中國.正視當下朱科著 2019-10-00 其他 1

9789869841030 巧遇見太極 于祿雲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841061 回憶與隨筆: 我的東西南北Talk 徐源暄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841085 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 武陵驛著 2020-03-00 精裝 1

9789869886307 <>研究的衍進與開展 邱敏捷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886314 舞台導演的基本法則 亞歷山大.狄英(Alexander Dean), 勞倫斯.凱瑞(Lawrence Carra)著; 劉效鵬, 朱珍珍譯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886321 蒼白的臉 葉天祥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4211 首先,打好關係: 提升職場人氣、帶團隊、解決衝突、克服恐懼、發揮影響力的52個簡單技巧梅蘭妮.A.卡茲曼(Melanie A. Katzman)著; 李芳齡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4228 Amazon故事公關行銷學: 向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學習溝通技巧,優化企業和個人品牌價值小西美沙緒著; 賴詩韻譯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4820 愛主: 一對一造就課程 朴鍾珊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153 世界第一的草莓 林木林文; 庄野菜穗子圖; 米雅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5153 世界第一的草莓 林木林文; 庄野菜穗子圖; 米雅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5160 蛙弟穿衣服 強納森.倫頓文; 法蘭克.倫奇維滋圖; 張淑瓊翻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5184 坐在世界的一角 布蘭登.溫佐(Brendan Wenzel)文.圖; 宋珮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85191 我的城市 廖倍恩作繪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73604 明天,很有可能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作; 藍.史密斯(Lane Smith)繪; 劉清彥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39695 好想兔: 好想你節日明信片微型書 謙謙創藝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725 念君歡 村口的沙包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579439732 念君歡 村口的沙包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579439879 畫水彩超簡單. 1, 跟著afu一起畫插畫 afu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916 東方星理學. 單星篇 天乙上人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439923 她們的名字 艾米.莫洛伊(Aimee Molloy)著; 康學慧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930 好好吃氣炸鍋油切料理: 快速簡單.健康美味超人氣料理全食譜100道艾蘇美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947 君子有九思 東奔西顧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439954 君子有九思 東奔西顧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439961 99%的溝通,都是在解決情緒問題!: 讀懂別人的情緒,把話說進心坎裡,晉身溝通高手的42個說話技巧丁頁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耶民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拾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致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星出版

送存冊數共計：18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建弘



9789579439985 不要忘記老婆鞋子穿幾號 鞋子穿幾號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992 這樣拜財神才有效 王品豊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92322 You rock!逆襲夢想 竹攸作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339 似誓而緋 橘牧作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407 盜攝女子高生 千晴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407 盜攝女子高生 千晴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414 阿帕忒遊戲 子謙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421 逆風,奔向你 莯寧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438 溯迴之魔女. II: 一個都不留 有馬二著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445 戀人吐絮 沾零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452 機關盒密碼: 九龍遺城 沙棠著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9803 臺灣馬戲指南 劉玟苓, 江侑倫, 陳星合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5603 家園.地景: 林世坤台灣風景寫生油畫集 林鈺雯企劃主編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1923 釀醬油: 臺灣醬油之釀製 徐仲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7705 螞蟻大軍出現了 武田美穗作; 鄭雅云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804 看我的無影腳 朱莉.墨菲(Julie Murphy)文; 漢娜.托爾森(Hannah Tolson)圖; 李貞慧、李瑄桓譯2020-05-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27 小河童幫幫我 Poca文.圖 2020-03-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34 耳朵缺一角的啾啾 Poca文.圖 2020-03-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41 熊貓體操. 1, 好朋友一起來 入山智文.圖; 陳瀅如譯 2020-04-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58 熊貓體操. 2, 超級變變變 入山智文.圖; 陳瀅如譯 2020-04-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65 熊貓體操. 3, 親子動一動 入山智文.圖; 陳瀅如譯 2020-04-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72 馴龍高手繪本. 2, 龍族英雄沒牙 艾瑞卡.大衛(Erica David)作,藍恩.加里森(Lane Garrison)繪2020-03-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89 馴龍高手繪本. 3, 龍國祕境 中村五月作; 蜜雪兒.蘭姆(Michelle Lam)繪 2020-03-00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996 豬小弟的甜甜圈店 谷口智則作; 林宜柔譯 2020-04-00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021 黑寡婦(漫威英雄系列繪本) 克里絲蒂.韋伯斯特作; 安.馬賽利諾繪 2020-04-00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038 小小孩的STEAM科學童謠 山鷹文; 張筱琦圖 2020-05-00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045 老鼠國 愛麗絲.玫莉古作; 麻三斤繪; 王美秀譯 2020-05-00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80512 迪士尼可愛角色鉤織不倒翁 いちかわみゆき作; 蔡孟婷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529 迪士尼TSUM TSUM羊毛氈手作書 佐々木公子作; 蔡孟婷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901 甜點師的專屬點心 冬彌作 2018-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349 金之國水之國 岩本奈緒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5647 都會休閒水耕 蔡尚光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6965 孤城閉 米蘭Lady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6989 孤城閉 米蘭Lady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6972 孤城閉 米蘭Lady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87696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87603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7610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7627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7634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7641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7658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星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羽茶莊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要有光



9789571087665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7672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7689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7795 美少女攝影講堂: 55個秒殺的可愛瞬間捕捉術 細居幸次郎等作; 周明憲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832 旅遊攝影妙方100個一看就上手的寫真秘訣: 讓回憶更加精彩的專家絕活野寺治孝作; 周明憲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856 親子寫真速成班: 教你用手機也能拍出讓親友狂按讚的美照椎名トモミ作; 周明憲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7900 天雷無忘 八千子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0873 「全圖解」馬上提昇功力的57個攝影妙方: 一目了然的專業級表現手法!上田晃司作; 周明憲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880 你的貓一點也不愛你 艾瑪.楊作; 黃筱茵譯 2020-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457 你的狗真的非常愛你 蘿倫.艾絲作; 黃筱茵譯 2020-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457 你的狗真的非常愛你 蘿倫.艾絲作; 黃筱茵譯 2020-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457 你的狗真的非常愛你 蘿倫.艾絲作; 黃筱茵譯 2020-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300 自美快樂瘦 朴自美著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032 孩子們的遊戲完全版 小花美穗作; 王玉之, 沈嘉瑋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681 孩子們的遊戲完全版 小花美穗作; 王玉之, 沈嘉瑋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848 孩子們的遊戲完全版 小花美穗作; 王玉之, 沈嘉瑋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2258 孩子們的遊戲完全版 小花美穗作; 王玉之, 沈嘉瑋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2289 孩子們的遊戲完全版 小花美穗作; 王玉之, 沈嘉瑋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2296 孩子們的遊戲完全版 小花美穗作; 王玉之, 沈嘉瑋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2487 孩子們的遊戲完全版 小花美穗作; 王玉之, 沈嘉瑋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6416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1076485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1076515 王牌酒保a Tokyo 城安良嬉原作; 游若琪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6560 地心歷險記 倉薗紀彦作; 儒勒.凡爾納原作; 梵赫辛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6577 地心歷險記 倉薗紀彦作; 儒勒.凡爾納原作; 梵赫辛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744 地心歷險記 倉薗紀彦作; 儒勒.凡爾納原作; 梵赫辛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6751 地心歷險記 倉薗紀彦作; 儒勒.凡爾納原作; 梵赫辛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8236 請勿過度餵食!不幸理科男撿到大O魔!? 青藤キイ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434 色心大起撿到你! 橈やひろ作; Arieru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960 線在.遇見你: <>戲劇前傳小說 思念秧秧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984 島耕作事件簿 弘兼憲史漫畫; 樹林伸原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991 從零開始的圖文世界史筆記 祝田秀全監修; 林慧雯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196 盜戚君 桓宓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325 極簡工作術 平野有朗作; 林慧雯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090 世界奇觀一瞬間: 得獎作品背後的動人故事 加州科學院, 容妲.魯賓斯坦作 2020-05-00 1版 精裝 1

9789571081885 有五個哥哥的我就註定不能睡了啊!前傳 羽宸寰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783 有五個哥哥的我就註定不能睡了啊!後日談 羽宸寰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051 花筏之刃 蒼唯映像實業社原著; 坂本きよら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8068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88075 我的家住著趕不走的怪物 菊池真理子作; SCALY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082 人生迷惘時,就問老子 田口佳史作; 卓惠娟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099 星際大戰: 師徒 克蘿蒂亞.格雷(Claudia Gray)作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8105 從沒碰過的Minecraft: 超級800+α究極玩法 王育貞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112 犬日無休. 2 Aiko Kuninoi作; 卓惠娟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129 響: 成為小說家的方法 柳本光晴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88136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8143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8150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8167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8174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8181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8198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8204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8211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8228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8235 在我眼中閃耀的他 槙陽子作; 蔡孟婷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8242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練到LV MAX森田季節作; 陳冠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8259 玻璃鳥不會歸來 市川憂人作; 黃永定譯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8266 銀翼的伊卡洛斯 池井戶潤作; 黃涓芳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273 魔法飛行 加納朋子作; HANA譯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8297 慶餘年 貓膩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8303 慶餘年 貓膩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8310 慶餘年 貓膩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8327 慶餘年 貓膩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8334 慶餘年 貓膩作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8341 不羈騎士的戰錄團 Aper作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358 彩虹小馬: 春天萬歲 路易絲.亞歷山大作; 洪琇菁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88365 弱角友崎同學. Lv.6.5 屋久悠樹作; 楊佳慧譯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389 花筏之刃 蒼唯映像實業社原著; 坂本きよら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8396 十二國記. 白銀之墟玄之月. 二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426 迪士尼TSUM TSUM造型便條摺紙趣 石橋直子作; 蔡孟婷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440 在這樣的雨天: 圍繞是枝裕和的<>二三事 是枝裕和作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457 健康吃.營養瘦: 400卡減醣餐+營養知識打造不復胖體質呂孟凡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464 迪士尼TSUM TSUM 藤編可愛角色環保籃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編輯部作; 許慧貞譯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471 迪士尼可愛角色鉤織小玩偶 市川美雪著; 沈嘉瑋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488 手心上的仙人掌: 如鋼少年 艾唯恩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495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88501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8518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8525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8532 劍魂綺想錄 尹思然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8549 借你勇敢,好嗎? 思念秧秧小說原作; 語弓晴漫畫改編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556 虛構推理短篇集: 岩永琴子的現身 城平京作；陳梵帆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563 <>創作全記錄: 完整收錄劇本、幕後訪談與花絮劇照瀚草影視等作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570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1088587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1088594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1088617 Ghost Hunt惡靈系列. 7, 打開門扉 小野不由美作; Runoka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624 喜歡自己的勇氣: 圖解阿德勒心理學教你掌握幸福關鍵岸見一郎, NHK「100分鐘讀名著」製作小組監修; 上地優步漫畫; 林琬清譯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648 半身 尾巴作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655 我想告訴你十年份的『　　』。 天野中作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686 小說.知道天空有多藍的人啊 超和平Busters原著; 額賀澪作; 王美娟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693 完全實用版 女生脫衣畫技法 postmedia編輯部作; 梁恩嘉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709 虛構推理: Sleeping Murder 城平京作; 陳梵帆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716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Runoka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88723 空白宇宙 加納朋子作; HANA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730 I的悲劇 米澤穗信作; HANA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761 響: 成為小說家的方法 柳本光晴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88785 怪物與野獸 蓮地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8792 怪物與野獸 蓮地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8808 壞王子的甜蜜派對 五月女えむ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815 我的幸運,因你而起: 星的重量 HANA吉著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822 國王戀人 桜井美和作; 蔡孟婷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8839 潘朵拉的禁忌之吻 陳漢玲作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8853 慶餘年. 第二部 貓膩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8990 究極攻略都在這!Minecraft超神密技999個 王育貞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9010 上野老師的戀人條件 山佐木うに作; 平川遊佐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89027 3月的獅子 羽海野千花作; 賴思宇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89034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9041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9058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89065 調教咖啡廳 中山幸作; 泪紫音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9072 向陽之月 雪丸萌作; 郭子菱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9089 向陽之月 雪丸萌作; 郭子菱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9096 我家的貓又在幹怪事了。 卵山玉子作; 柯冠廷譯 2020-05-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9494 臺灣國家認同的社會制度分析: 文獻與論證 歐陽新宜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647 初級電資實務日語. I 賴優和, 横山忠之, 王敏東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654 本居宣長: 文學與思想的巨人 田中康二著; 黃佳慧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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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7869678 語言學: 英、日、華術語對照與簡介 湯廷池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9685 語言學: 英、日、華術語對照與簡介 湯廷池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68916 語言學: 英、日、華術語對照與簡介 湯廷池編著 2019-11-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868923 語言學: 英、日、華術語對照與簡介 湯廷池編著 2019-11-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869692 近代日本知識人の台湾との邂逅: 植民地台湾認識の深浅陳萱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708 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頻度副詞の研究: 動的事態を表す副詞を中心に江雯薫著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9715 新e世代日本語 楊永良, 林秀禧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69722 戦争記憶と女性表象のメディア史: NHK朝の連続テレビ小説と民間放送の終戦ドラマの分析を中心に黃馨儀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746 以學生為中心之初階日語會話教學設計 賴美麗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0

送存冊數共計：128

致良



9789577869753 千古綺情日本古典文學史 張蓉蓓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760 近代日本の南進における植民地官僚の役割: 梅谷光貞の台湾開発計画を焦点として黃美惠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649 王大華作品集. 6, 蜀漢悲歌 王大華作 2015-02-00 平裝 1

9789869169967 飛蝠奇緣 張齡之作 2015-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974 月亮又再昇起 張齡之作 2015-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998 心動的旅程 劉水源作 2015-07-00 平裝 1

9789869267021 董事長陪你輕鬆做瑜珈 蘇一仲作 2016-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719 行過春深處 甘凝恩作 2019-05-00 其他 1

9789578679856 人就是賤. 2: 暗黑心理學 李彥增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870 Remy Kelsey Wang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917 生活的餘地 林奇伯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4075 熵道德經: 現代啟論 沈博文作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4082 妳值得所有美好 李麗茹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105 德清<>「一乘」見解之生命哲學與教育價值 陳松柏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112 我跟隨基督的日子: 揭開末日的序幕 門徒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129 台灣早療紀事 蔡美芬執筆.整理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4129 台灣早療紀事 蔡美芬執筆.整理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4136 與馬拉松有約 吳誼真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143 距離5.2海浬的回憶 陳宣愷總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150 埋藏在垃圾堆中的記憶: 萬華會社尾的影像選輯陳宣愷總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167 艾森豪總統: 訪問復興基地自由中國 城邦文化數位發展部團隊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174 乘著影像時光機: 探訪1960臺灣記憶 城邦文化數位發展部團隊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181 濟世「耶穌廟」: 戰後美援物資剪影 城邦文化數位發展部團隊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198 夢迴60,陽明山上的美國時光 顏子珊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204 台灣光復後的經濟養成記. 農業篇 城邦文化數位發展部團隊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211 薛培德牧師眼中的「基督教門諾會山地醫療團」城邦文化數位發展部團隊編輯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14228 命運攥寫者 星空天秤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242 看不見的戰爭. II: 對峙 梁德煌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371 你絢爛了我的青春 丁凌凜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388 再見,也許有一天 光汐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7197 請勿告白 御喬兒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0700 來自遙遠明日的你 Misa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90717 以你為名的星光 築允檸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0724 迷蝶香 依讀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665 Back to 1919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產.高雄 蔡佰祿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35263 我的小小聖誕樹 Patricia Regan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5317 史前霸主.恐龍對決 麗莎.雷根(Lisa Regan)作; 陳慧靜譯 2019-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235324 視覺大挑戰: 伊索寓言 韓立娟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5331 視覺大挑戰: 格林童話 韓立娟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5348 兇猛野性.動物探險 麗莎.雷根(Lisa Regan)作; 陳慧靜譯 2019-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235355 海底探奇.鯊魚突襲 麗莎.雷根(Lisa Regan)作; 陳慧靜譯 2019-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235362 世界動物地圖 Amy Cartwright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5379 Food超人幼兒認知大圖鑑 風車編輯群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386 我的小小故事屋: 孩子第一本經典童話繪本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235393 我的小小故事屋: 孩子第一本經典童話繪本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235409 我的小小故事屋: 孩子第一本經典童話繪本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科技島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5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POPO出版



9789862235416 我的小小故事屋: 孩子第一本經典童話繪本 Katleen Put作; Sophia Touliatou插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123 南投縣投緣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蔡素緞總編輯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6409 Lus'an(祖靈祭)、白鹿、茄苳、水沙連: 邵族的傳說與禁忌石阿松等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309 總裁獅子頭 葉揚作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7503 未來的商業空間設計法則 李偉耕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7510 打造建築小地標 風和文創編輯部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7527 有厲害！格局改造工法 林良穗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0605 成功的追求: 追求人生成功的狀態 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12 年輕思緒 讀者俱樂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29 心靈傾訴 讀者俱樂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36 情感真諦 讀者俱樂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43 世事詠歎 讀者俱樂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50 友情對白 讀者俱樂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74 學生時代 讀者俱樂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81 花季年華 讀者俱樂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70698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隨筆. 五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13 世界最具啟迪性的名言格言. 二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20 世界最具啟迪性的名言格言. 四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37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探險故事. 一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44 世界最具可讀性的短篇小說. 一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51 世界最具可讀性的短篇小說. 三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68 世界最具可讀性的短篇小說. 四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75 世界最具可讀性的短篇小說. 二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82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探險故事. 二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099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探險故事. 三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05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探險故事. 四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12 世界最具神奇性的探險故事. 五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29 世界最具啟迪性的名言格言. 一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36 世界最具啟迪性的名言格言. 三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43 世界最具啟迪性的名言格言. 五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50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隨筆.四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67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隨. 一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74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隨筆. 二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81 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隨筆. 三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198 世界最具可讀性的短篇小說. 五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04 世界最具智慧性的哲理故事. 一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11 世界最具智慧性的哲理故事. 四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28 世界最具智慧性的哲理故事. 三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35 世界最具智慧性的哲理故事. 二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42 世界最具智慧性的哲理故事. 五 編委會主編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59 金庸武俠中的法律學 黃豹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66 萬物有靈: <>裡的草木鳥獸魚蟲 細井徇繪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73 人,詩意地棲居: 超譯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著; 郜元寶編譯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80 詩人筆下的花草樹木 彭揚華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297 柳樹井的故事 潘寄華著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03 心魔. II 湯國建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品林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投縣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投縣投緣畫會



9789578500310 心魔. III 湯國建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27 心魔. I 湯國建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34 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 王選著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41 房阱 蕭逸林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58 有些日子,你總要自己撐過去 眷爾, 孫瑋編著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72 @37℃女人 蠡湖吹雪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89 「互聯網+」時代的現代影像藝術 周清平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396 卡拉布里亞的交響: 建築與城市文化多元性 武烜編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440 契訶夫書信集 契訶夫著; 朱逸森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457 儺面 肖江虹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464 死刑報告 潘軍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00471 黑熊怪 周李立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9232 金融科技的理論與運用 郝晉輝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508 預測占星學: 從星盤預視幸福的你 奧內爾.多塞(Öner Döşer)著; 巫利(Moli), 陳萌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5927 星野攝影 王為豪作 2019-11-00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4934 致命之白 羅勃.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著; 林靜華, 趙丕慧譯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5115 香水 徐四金(Patrick Suskind)著; 洪翠娥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122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一部: 沒有書,我就自己做!. II香月美夜原作; 鈴華作; 許金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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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160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岬作; 簡捷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335177 世界第一美味的懶人料理法100道 好餓的灰熊作; 王華懋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184 海上花開 張愛玲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3335191 雅克和他的主人: 向狄德羅致敬的三幕劇 米蘭.昆德拉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207 她的L: 騙子們的攻防戰 三田千惠著; 林于楟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214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一部: 沒有書,我就自己做!. III香月美夜原作; 鈴華作; 許金玉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221 朵朵相遇小語: 每一個別人,都照見了自己 朵朵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238 赤地之戀 張愛玲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245 活出全新的自己 張德芬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252 失蹤HOLIDAY 乙一著; 張秀強, 李志穎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269 笑忘書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 尉遲秀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276 小團圓 張愛玲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283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一部: 沒有書,我就自己做!. Ⅳ香月美夜原作; 鈴華作; 許金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290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岬作; 簡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3335306 異世界轉生...才怪! 碳酸著; 涂紋凰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313 直到被黑暗吞噬: 世界最恐怖小說精選 愛倫.達特洛主編; 吳妍儀, 陳芙陽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3335320 半生緣 張愛玲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337 她的L: 騙子們的攻防戰 三田千惠著; 林于楟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5344 剩下的盛夏只剩下了盛夏 李豪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351 所有溫柔都是你的隱喻 不朽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368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一部: 沒有書,我就自己做!. V香月美夜原作; 鈴華作; 許金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375 色,戒: 短篇小說集. 三, 1947年以後 張愛玲著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382 華麗緣: 散文集. 一, 1940年代 張愛玲著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399 紅樓夢魘 張愛玲著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5405 人生清除公司 前川譽著; 王華懋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412 異世界轉生...才怪! 碳酸著; 涂紋凰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5429 直到被黑暗吞噬: 世界最恐怖小說精選 愛倫.達特洛主編; 吳妍儀, 陳芙陽譯 2020-04-00 其他 1

9789573335436 借一段有你的時光: 我們用青春打造的城市風景法呢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443 甘願綻放 許菁芳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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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星工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1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空凝視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864 iF金獎精選與設計作品. 2019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686 百代之過客 陳冠儒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7076 台灣名家美術100雕塑: 楊柏林 許鐘榮總編輯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361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一冊(技術型高級中學餐旅群)何美億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934378 飲料實務. 上冊(技術型高中餐旅群) 劉碧雯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5934385 烘焙實務.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學餐旅群) 張瑞雲, 葉昱昕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5934392 西餐烹調實習.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學餐旅群) 陳佳妏作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475 地藏菩薩本願經抄經本 心缽執行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9789869659451 茶禪 林谷芳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733 依仁游藝翰墨傳薪: 苗栗縣書法學會書法聯展專輯. 108年度連照雄總編輯 2020-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516 牽起道卡斯 劉秋雲等文; 翁勤雯圖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714 香光莊嚴: 江逸子畫輯 江逸子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442 連鎖加盟總部特刊. 2019年 流通快訊雜誌社作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390 空間定位系統以及方法 張玉琪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9505 智慧機上盒無線報工系統 張玉琪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278 商務科技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9第12屆 蔡緒浩, 楊燕枝主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4315 消滅爛演說: 說動人心,新手老手都上手的大魚簡報術肯尼.阮(Kenny Nguyen)等著; 袁世珮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4322 新創時代: 掌握150個成功元素,設計專屬的獲利方程式史帝夫.費雪(Steven Fisher), 嘉奈.杜恩(Ja-Naé Duane)著; 袁世珮譯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4339 賓士之道奔馳未來: 為頂尖產品打造極致顧客體驗約瑟夫.米其里(Joseph A. Michelli)著; 曹嬿恆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科大商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流通快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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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通印刷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柏樹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宥宸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4

品客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柏創意



9789863414346 交易本事: 邁向頂尖操盤手的獲利心法 樊恩.薩普(Van K. Tharp)著; 許瑞宋譯 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4353 精實力: 持續改善價值創造的流程 亞特.伯恩(Art Byrne)著; 林錦慧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4360 臨界戰略: 利用精實創造競爭優勢、釋放創造力、創造持續性成長邁可.伯樂(Michael Ballé)等著; 宋杰譯; 李兆華審閱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4377 莫扎特如何帶領歐普拉及賈伯斯組成的團隊: 啟動全腦思維,最大化組織優勢奈德.赫曼(Ned Herrmann), 安.赫曼.納迪(Ann Herrmann-Nehdi)著; 張美惠譯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4384 黑金石油: 多空雙向交易投資新契機,原油ETF完全攻略劉宗聖等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809 雙動能投資: 高報酬低風險策略 蓋瑞.安東納奇(Gary Antonacci)著; 黃嘉斌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4391 資產配置投資策略 理查.菲力(Richard A. Ferri)著; 陳儀譯 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4407 全面交易: 掌握當沖與波段獲利 約翰.卡特(John F. Carter)著; 黃嘉斌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4414 尋找超值股: 價格夠便宜嗎?解決投資難題的價值檢定程序肯尼斯.傑弗瑞.馬歇爾(Kenneth Jeffrey Marshall)著; 黃嘉斌譯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4421 選擇權價格波動率與訂價理論: 高級交易策略與技巧薛爾頓.奈頓伯格(Sheldon Natenberg)著; 黃嘉斌譯 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4438 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 上冊馬丁.普林(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4445 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 下冊馬丁.普林(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4452 運動解剖肌動學 R. T. Floyd作; 鄭鴻衛編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7630 數位邏輯設計(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楊仁元, 李月娥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654 旅館客務實務 葉俊廷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07661 機件原理 李榮華, 謝文忠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07678 機械力學 李榮華, 李岱佳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645 生態賞蛙解說員手冊. 觀念篇 許澤宇總編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9652 視覺藝術與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葉宗和主編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6109683 之間: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畢業畫冊. 第14屆李宸睿, 施奕安, 鄭詩儒作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998 (元)保巴<>之研究 陳韋銓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6565 365英語單字曆: 陪你過四季,練就英語力 李欣薇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36596 升學名師用THINK CUBE教你大考單字 林葦, 林雅文著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70900 牛津英語大師用THINK MAP教你雅思IELTS單字路易思, Stephen McCutcheon著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70917 美國人天天用的1500個英文單字 Jennifer Lee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70931 美國人天天說的1200句英文會話 Jennifer Lee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70948 找回100%的安全感: 情場與人際的正向依附練習龔佑霖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145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0 陳聰堅編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6612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612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629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629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667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6667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6674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6674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6681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6681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6698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6698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6810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6810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昶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進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紅動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華大學



9789863526780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6780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6797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6797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6803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6803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6940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940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957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957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872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6872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091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091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107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7107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7114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7114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7268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7268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7237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7237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7244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7244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7251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7251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8012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8029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8067 燕歌行 酒徒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8104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8111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8159 燕歌行 酒徒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8166 燕歌行 酒徒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8173 燕歌行 酒徒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8180 知堂回想錄 周作人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8197 知堂回想錄 周作人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8203 陳墨賞析金庸 陳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210 再好的緣份也經不起等待 馬一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227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2020-03-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234 這一代的武林 張小花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241 郁達夫經典 郁達夫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258 沈石溪作品集 沈石溪著 2020-03-00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265 清朝的皇帝 高陽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272 史上第一混亂 張小花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289 神幻大師 打眼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296 夜天子 月關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302 經典新版世界名著 瑪格麗特.密契兒等著; 劉澤漫等譯 2020-04-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8319 明將軍傳奇之偷天弓 時未寒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326 明將軍傳奇之換日箭 時未寒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卷上 1

9789863528333 明將軍傳奇之換日箭 時未寒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卷下 1

9789863528340 苦茶隨筆 周作人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364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8371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745 天地侍者福滿天 太陽盛德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752 生命遊戰 太陽盛德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6793 看懂財報每年穩賺18% 張凱文著 201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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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送存冊數共計：27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羿勝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278 產後補給站 2020-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3919 國際關係: 理論、實務與現勢 彭懷恩, 馬仲豪合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926 宜蘭學. 2020 陳志賢主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4039 社會工作管理 彭懷真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4046 做對教養不需勇氣: 「展賦」父母學-阿德勒理論再進化楊文貴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94053 兒童與青少年創傷知情實務工作 William Steele, Cathy Malchiodi著; 謝政廷, 許智傑譯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4060 家庭暴力防治: 社工對被害人服務實務 游美貴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94077 高衝突人格法律實務工作 Bill Eddy著; 賴月蜜等合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4084 優勢取向之家庭處遇: 精神障礙者與家庭照顧者之雙向復元宋麗玉, 徐淑婷合著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4091 吃出抗病力: 植物精華兩大權威攜手解密 黃伯誠, 江晃榮合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659 哥林多前後書淺釋: 一個在基督裡的人 陳希曾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352 臺灣藝苑 2015-08-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798369 臺灣藝苑 2015-08-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798406 臺灣學教育é開拓者: 鄭正煜紀念集 鄭正煜著 2015-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420 現代俳句集(漢日對照) 江自得作; 黃雅惠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468 打狗神話的花蕊 梁明輝著 2015-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98475 臺灣現代詩選. 2014年 江自得等編選 2015-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499 山の故鄉 蔡文章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505 查某人的手記簿 趙彩秀著 2015-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512 獨角人王國 李旺台著 2015-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529 笠50年一年一選: 世界詩風景. 1964-2014 李敏勇選.解說 2015-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703 背叛者 夏眉著 2016-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217 航向自由: 曾貴海長詩選 曾貴海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255 客庄創生: 六堆論壇. 2019第七屆 蔡幸娥, 鍾文誌主編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286 太陽的流聲 沙白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323 觸目皆禪 蘇鳴東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34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四部曲 王福東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361 那年夏天 翠屏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978 遇見科特勒: 行銷大師教你玩行銷 陳宗賢主講; 吳青娥責任編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985 經營管理如是說 陳宗賢編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425 長大後,不想忘記的事 林佩妤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8972 排灣語草埔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沈金國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989 泰雅語烏來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等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996 阿美語奇美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賴秋菊編審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652 撒奇萊雅語撒固兒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王秀妹編審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5700 阿美語迦納納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陳玉英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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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活道

福維克樂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論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704 細讀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 盧俊義著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539 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 107學年度 黃惠慈, 王佳琪, 陳信豪作 2019-07-00 平裝 1

9789865627669 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 108學年度 黃惠慈, 陳素連, 王佳琪作 2020-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5975 機械群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楊玉清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429 旅美愛台畫家 陳文石的畫與人生 陳文石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8860 台灣俗語鹹酸甜. 第四冊 蕭平治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877 Lah-jih身世kap親人 蕭平治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884 妙台灣: 溫柔聯繫台日的觀察者 一青妙著; 張雅婷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14 Fudafudak閃閃發亮之地 林莉菁繪.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38 臺灣民眾信仰中的兩性海神: 海神媽祖與海神蘇王爺的當代變革與敘事江燦騰, 張珣, 蔡淑慧合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45 思索家邦: 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 徐承恩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52 苦瓜臉的逆轉勝: 郭國文的國會下半場 郭國文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69 從兵馬俑到毛澤東與共產中國 宋亞伯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76 採訪者之眼: 目擊台日近代關係史 張茂森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983 麗島狂想: FORMOSA的祕密 魔魔嘎嘎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9003 南十字星: 華台雙語劇本 李璐著; 王薈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9065 狗臉歲月 陳胤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9096 台灣動物來唱歌: 台語生態童謠影音繪本 周俊廷文; 莊棨州圖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133 全島總罷工: 殖民地臺灣工運史 蔣闊宇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3194 蔣爸爸把喜歌劇變有趣了!: 魔笛/費加洛的婚禮/卡門潘錫鳳, 蔣國男作; 林詩涵繪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559 模糊式告白 林婉瑜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325 小黑與櫻花 倪韶文.圖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6427503 與幼教大師對談: 邁向專業成長之路 Lillian G. Katz作; 廖鳳瑞譯 2015-03-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6100 雲端圖書館 游乾桂文字; Yumi You繪 2020-0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732 精準制高中數學講義. 第1冊 朱正康編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2243749 精準制高中物理講義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2019-08-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流螢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音樂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昱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9789862243756 全方位英文詞彙.克漏字測驗 張勝溢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862243763 全方位英文文意選填測驗 張勝溢編著 2019-10-00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2243770 精準制高中化學講義 陳紀全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862243787 高效英文演練克漏字(綜合測驗) 陳浚德編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2243794 高效英文演練中譯英 陳浚德編著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5567 面面觀數學. C, 講義. 第二冊 呂明欣, 王德全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5574 輕鬆學數學.C 呂明欣, 王德全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05598 面面觀數學. B, 講義 張進成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605604 面面觀數學. C, 講義 呂明欣, 王德全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605628 面面觀數學. A講義 謝一帆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968 科學，從好問題開始 BBC專家為你解答500個為什麼<>國際中文版著; 高英哲等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828 攀向沒有頂點的山: 三條魚的追尋 詹喬愉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835 城市養蜂是Bee要的：打造我家的獨居蜂旅館 城市方舟工作室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1842 你不問,還真不知道的為什麼: BBC生活科學講堂<>國際中文版作; 高英哲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3513 薇加幸福 漢堡平面攝影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937 鄉愁三部曲: 臺島史詩: 蔡慶彰2015-19美術創作集蔡慶彰作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533 走出西拉雅的路 高麗貞撰稿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20540 Taw'uxaw ta Kakitan Oho 李淑芬著; 胡惠均繪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3743 楞嚴大義今釋 南懷瑾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774 懷師的四十八本書 劉雨虹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781 皇極經世書今說: 觀物篇補結 閆修篆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7648 暮音 墨竹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8096 西遊八十一案 陳漸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8218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18232 高昌王妃 黛妃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8263 維修專門店貓庵: 為需要的人出借肉球 尼野ゆたか作; 李惠芬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270 2030世界未來報告書: 區塊鏈、AI、生技與新能源革命、產業重新洗牌,接下來10年的工作與商機在哪裡?朴英淑 ,傑羅姆.格倫(Jerome Glenn)著; 宋佩芬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287 星際首席檢察官 YY的劣跡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8294 抗老聖經: 哈佛醫師的七週療程,優化基因表現、預防疾病,讓妳控制體重,重返青春莎拉.加特弗萊德著; 蔣慶慧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300 與焦慮和解. 2:破除自我批判、極端思維、逃避心理,洞悉壞習慣根源,使你過得更快樂的自我療癒指南愛麗絲.博耶斯(Alice Boyes)作; 蔡心語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317 致施法者伯里斯閣下及家屬 matthia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8324 不必成為別人,只要當最好的自己 邁克.拜爾(Mike.Bayer)著; 何佳芬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331 你不能決定出身,但可以選擇人生 萬特特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348 青春須早為 李行健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8355 青春須早為 李行健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8379 富爸爸,菁英的大騙局: 從貨幣、教育到資產,揭穿讓你越來越窮的金融謊言,邁向真正的財務自由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黃奕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386 每天都想吃的低醣酪梨料理 佐藤俊介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393 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 雪翼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西拉雅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紅嬰媒體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藝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紅樹林出版



9789863618409 大神的正確捕捉法 夏堇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8416 大神的正確捕捉法 夏堇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8423 最動聽的告白 安思源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430 致施法者伯里斯閣下及家屬 matthia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8447 厭世機器人. I, 系統異常自救指南 瑪莎.威爾斯(Martha Wells)著; 翁雅如翻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454 遊戲結束之前. 1, 依存禁止 草子信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461 必學!Minecraft生存闖蕩攻略: 最強攻略整合升級,每個人都能獲取大量物資的生存秘笈陸嘉宏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478 怪奇孤兒院第二部. 1, 歲月地圖 蘭森.瑞格斯作; 陳思華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485 畢業就在夢想的路上,強大! 另維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492 高昌王妃 黛妃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8508 暮音 墨竹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8515 矽谷阿雅 追不到夢想就創一個: 從台灣記者到臉書電商產品經理的顛覆筆記鄭雅慈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539 寄生 羅芮.珀爾(Rory Power)著; 羅慕謙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553 人生有點難, 老子幫你變簡單 羅大倫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8614 戀愛吧,江小姐 烏雲冉冉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8621 戀愛吧,江小姐 烏雲冉冉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8652 惡役伯爵調教日記 帝柳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8683 女孩兒也有骨氣!別說我們不需要努力 楊熹文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386 不當媽會怎樣?: 無後生活的N種可能 凱特.考夫曼(Kate Kaufmann)著; 趙盛慈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0393 在自己房間裡的旅行 薩米耶.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著; 嚴慧瑩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9000 告別玻璃心的家長強心針: 掌握13不原則,堅定父母教出堅強小孩艾美.莫林(Amy Morin)著; 史碩怡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535 讓生活閃亮亮的智慧箴言小寶書 張茂松著 2020-01-00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457 對症取穴. 實用篇 李茂祥作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4371464 針灸取穴. 原理篇 李茂祥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34854 法治與權利救濟 董保城著 2006-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597 調解生涯20載 回首來時路 劉祿德著 2019-07-00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73062 客家文化風情 劉祿德著 2019-12-00 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417 古詞欣賞 許金華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93 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 劉連煜著 2018-09-00 增訂十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857 有時 賴志遠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燦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金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連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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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祿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飛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茂祥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5

網路與書



9789574375929 經營小語 張燦文著 2020-05-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716 河洛語圖文集 洪國良編著 2019-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216 抗癌心聲. 6, 台灣口腔癌存活5年以上者 郭英雄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097 實用民法概要 劉振鯤著 2018-09-00 十九版 平裝 1

9789574359103 圖解刑法入門 劉振鯤著 2018-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4359110 圖解保險法入門 劉振鯤著 2018-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59455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2018-09-00 二十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789 真相228補述. 三 張清滄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421 願: 國家富強 人民幸福 張清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341 如意養生運動之十八: 水色清風 蓋蕙群作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412 新刑法總則 林鈺雄作 2018-09-00 六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9747 親屬法講義 林秀雄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035 向英雄們致敬: 台灣重大海事意外錄 田文國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43 YoYi姍姍來遲 蔡祐禕作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214 蘇連陣個展專輯: 竹梅源藝文空間. 2019 蘇連陣作 2019-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676 甘願: 台灣阿甘林明德行腳台灣紀念 林明德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287 坎坷復興路 戚嘉林作 2019-08-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嘉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健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連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秀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蓋蕙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鈺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振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清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國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2905 通識教育原理: 大學教師導引 保羅.漢斯泰特著; 龍翔等譯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686 信仰的季節 徐子賢作 2019-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3373 憲法 林培仁編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803 實用刑事訴訟法 林培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705 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陳自強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23 Lo娘的第一世界煩惱 KoKai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291 愛希望國度 玄覺易老作 2019-12-00 平裝 2

9789574373307 論語煉心譯 玄覺易老註釋 2019-12-00 平裝 2

9789574373314 生命本源煉心探索 玄覺易老作 2019-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080 夠了夠了我真的受夠了 劉惜君著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796 曹姓歷代先賢大典 曹秉謙著 2020-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049 壓力損傷預防與照護電子書 羅淑芬 2017-06-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478 六堆甲午乙未抗日精神領袖: 歲進士儒學正堂邱國楨邱統凡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686 當下的玩樂觀 林春鳳著 2019-07-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650 如何用氣來保健人體 鄭德相著作 2020-05-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帥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春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鄭德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淑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統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劉惜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曹秉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又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茗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培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自強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永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子賢



9789574196302 實用英文商務合約範例 呂康毅等作; 黃帥升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963 婚禮真心話 張逸蓁主編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936 活出睿智與美善的生活智慧. 第一階. Part A, 認識自己人格面五大能力珍妮佛作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198 源興溯北七十載 懷墨佳人渲藝彩: 趙淑德創作畫集趙淑德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614 微文案寫作. 事物命名篇 吳文雄編纂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980 越界藝展. 2019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4372980 越界藝展. 2019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604 Secret of mind 王罡卜(Master Bruce Wang)編著 2019-12-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278 漢語(華、台)俳句、短歌、短詩. 第三集 吳昭新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809 模範母親智忠夫人傳奇 林全興圖.文 2020-02-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720 春耕播種: 吳明義阿美族語文集 吳明義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924 Blue Rose Age. VOL.3, 樂園瑕疵 ANTENNA牛魚原案.繪 2020-02-00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082 明志現祥龍: 曾安田書法個展作品集. 2019 曾安田總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73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lockchain: From AI to AIoT to AIoTBauthor Eugene Chang 2019-04-00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渝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莉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rotherOnlyxWeb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安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全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明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雲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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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明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逸蓁



9789574369034 What's the心理學小辭典 小花老師作 2019-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69041 What's the教心.諮輔小辭典 小花老師作 2019-08-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018 池伯成畫集: 九五回顧 池伯成作 2020-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575 台灣環境衛生與清潔服務制度 張銘祥著 2020-05-00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119 時評警示錄 俞小明作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943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酒吧街」的風華歷史 蘇錦足作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402 Brain Vision Painting Techniques author Shunder Chang(張舜德) 2019-08-00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247 晚清淡水史料匯編: 滬尾設關開埠與清法戰爭滬尾之役張建隆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872 萬金歲月: 紀錄片創作報告 吳宏翔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219 邵玉珍的戲劇人生: 一本記錄時代的相簿. 上冊, 家庭篇邵玉珍編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4375226 邵玉珍的戲劇人生: 一本紀錄時代的相簿. 下冊: 南部劇運三十年台藝大任教邵玉珍著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938 桃洲遊記 梁君新撰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588 宇宙能量地藏教體象學色身相心身靈瑜伽微妙法覺世, 梵慧作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516 小小草的心語. 五, 愛的教育: 美好人生的小天使悠然著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063 職業安全衛生綜論講義 王順寬, 姚俊旭, 王建文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7640 超臨界二氧化碳萃取大蒜油 姚俊旭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7657 二氧化碳與芳香烴氣液相平衡及熱力學方程式關聯姚俊旭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邦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u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梁君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岳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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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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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小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信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池伯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銘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438 1200輕鬆學習4000單字 蘇秦, 楊智民作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582 祈雨的太陽 林艾比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995 ROS機器人作業系統入門 朱庭宏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7541 開源教育於教學現場的經驗: 109年深碗計畫 朱庭宏主編; 陳湘湘, 欉振坤共同編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551 2020年3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著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7008 2020年4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著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7633 2020年5月預估年EPS資料分析 黃寶慧著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3186 查泰萊夫人的女兒: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續篇 Claire Lorrimer原著; 劉迅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032 詩選及習作: 華語教學與詩歌鑑賞/七言絕句 許玉青著; 王宣曆英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315 語法與修辭: 史傳散文釋例三篇 許玉青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6322 詩選及習作: 近體詩格律13講: 華語教學與詩歌鑑賞許玉青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6605 詩選及習作: 華語教學與詩歌鑑賞/七言絕句 許玉青著; 王宣曆英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097 社會政策與立法 王遠嘉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773 晚餐大冒險 妞醬圖.文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790 TOEFL托福字彙. 下冊 李英松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340 鄉料: 大馬風味 梁雪婷總編輯 2019-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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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677 接班哲理與實務 李文鴻作 20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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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昭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雪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王遠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妞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劉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玉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庭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寶慧

送存冊數共計：3

楊智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艾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481 踏跡尋旅。麗影山水: 江麗惠油畫集 江麗惠作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7726 初閘寄 劉樂著 2019-07-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284 古今漢語量詞應用於名詞與動詞之對照表 陳榮安著 2020-02-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667 師生合編人體解剖學學習指導 蘇裕盛主編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235 拼湊五十二甲: 701班眼中的52甲溼地 楊瑄明等編著 2019-07-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303 The Sleepless photographs by Mu-Shen Yen 2019-09-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419 喵探偵搜事件簿. 名鑽篇 江鳥王奇編劇; 大力玩子STUDIO漫畫 2020-03-00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4368426 喵探偵搜事件簿. 名鑽篇 江鳥王奇編劇; 大力玩子STUDIO漫畫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540 宜蘭縣English Easy Go分色拼讀單字本 吳凌烟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778 布施波羅蜜 方俐懿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860 頭社交織的生命: 從土地長出來的藝術生活. 真植篇之秋冬. 上李懿宣創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69317 頭社交織的生命: 從土地長出來的藝術生活. 真植篇之春夏. 下李懿宣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8914 訪談攝影大師. 1: 人文紀實攝影家周鑫泉 陳孟秋採訪撰文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140 綠色推土機: 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黃孫權著 2019-08-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300 Soliloque James C. Lin作 2019-09-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家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孟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孫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俐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懿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鴻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凌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瑄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睦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裕盛

送存冊數共計：1

江麗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駿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144 杜岳臺北海洋科技大學畢業紀念作品文集相簿 杜岳作 2020-02-00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376131 海外旅行到臺灣2014年-2015年. 第三集 杜岳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379 實用刑法總則 黃惠婷著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092 海南話商務旅遊會話300句 黃揚升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861 Unemployed killers support group 里約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382 宗教金言集 張鳴編 2020-02-00 參版 平裝 1

9789574373611 淨土 天堂 地獄 張鳴編 2020-02-00 參版 精裝 1

9789574373628 認識護生 張鳴編 2020-02-00 参版 精裝 1

9789574373635 認識淨土 張鳴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795 曹林老木 曹登閎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0962 用心寫字: 黃昭祥書法作品集 黃昭祥作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424 帶著聖經去旅行: 跟著保羅宣教去(土耳其、希臘、義大利)白碧香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624 末日鐘聲 沈金生作 2019-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655 歡喜佛緣: 林玉工筆佛畫作品集 林玉繪 2019-10-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730 糖運之夢: 糖運小火車的故事 萬志超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822 周易古今文鑑賞讀本 張昭珮編著 2019-11-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昭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志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碧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金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曹登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美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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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惠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揚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860 緊急醫療救護法解析與運用(含施行細則、緊急救護辦法及精神衛生法)魏健利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990 桃園地區水稻直播之研究 陳勝利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003 思念的模樣 藍羽飛帆[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1976 神靈佛現: 陳明洲粧佛作品集 郭肯德主編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010 我可以在國外發展嗎? 林麗嫦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058 韓詩三百首 挑大師作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164 府城小花蕊 招恁講俗語 劉惠蓉, 許鉑昌作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386 陸軍軍官學校第37期畢業五十周年紀念冊 陸軍官校第37期同學會主編 2019-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492 鄉野奇葩: 梁禎祥的從政之路 杜慶承作 0000-0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546 永和新生地的綉花藝術 尚忠義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560 農場實作體驗 卓麗貞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652 流浪者之歌 馬哈圖.文 2019-11-00 平裝 1

9789574372669 小狼的旅程 馬哈圖.文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683 野yeah 曾勻之等撰稿; 溫若涵主編 201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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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宗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尊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尚忠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麗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詣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禎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盛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惠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俊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勝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俊凱

魏健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829 大易至簡: 米鴻賓解讀中國智慧 米鴻賓作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775 懸車: 羅字凱七十回顧 羅字凱[作] 2020-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2942 災難風景 李旭彬作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093 彩水舞秀 楊春福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130 墨道灑脫: 馬麗涓書畫作品集 馬麗涓作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123 世界好友趣 陳宗銘等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147 大師兄胡語錄 馮世寬作 2019-12-00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475 歸島 ShuoYi圖.文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499 標準運轉法Q&A: 運轉理論研討事項問與答 盧麗嵩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581 邱垂智水墨畫集 邱垂智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3772 紫微心靈寶典: 迎向幸福人生,你就是心靈勇者! 胡婷慧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007 待察花: 張梅香現代水墨畫集 張梅香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4007 待察花: 張梅香現代水墨畫集 張梅香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069 美樂蒂的奇遇記 黃書瑩, 蘇意筑圖.文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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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梅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開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意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世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碩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麗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宗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生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春福

傅裕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字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083 海馬繁養殖培育進階版-技術手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574374168 小型觀賞魚推廣手冊 黃之暘編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113 我們,去歐洲吧?: 一名交換學生,於半年內入境26座歐洲城市、島嶼的相遇與喃喃自語。陳亭伃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205 天眼觀人體 王永鳴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458 讓我把妳做成麵包 蘇維作.繪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465 Poetic Objects authors Chien-Wei Chang, Paul Derrez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571 新零售策略規劃: 客戶為王的4.0世代 林希夢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632 粉彩風景寫生 施惠敏作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649 Be calm Cornelis Reiman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5912 靜下心 Cornelis Reiman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070 心穏やかに Cornelis Reiman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724 坐中 陳佳琦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755 舒曼全本小提琴奏鳴曲分析與詮釋 吳孟平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779 在世界的盡頭 林司婷著.繪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762 小船: 在回憶的旅程中 小栗子文.圖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946 讀解析英文寫作常見錯誤精通英文教學心法 黃宋賢編著 2020-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栗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宋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孟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司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佳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希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惠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書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建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陳亭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永鳴

黃之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984 Unity 3D遊戲教案: 以射擊遊戲為例 盛介中, 邱筱雅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991 弘道揚善-傳道 徐文僅著 2020-04-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004 社群網路媒體行銷導論 邱筱雅, 盛介中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5486 資料庫設計語言 邱筱雅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059 資訊安全 樓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066 世界共同語 王田發明.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5172 新英文字 王田發明.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5189 新法文字 王田發明.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5196 新西班牙文字 王田發明.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75202 世界共同語 王田發明.作 2020-02-00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165 百變乳品營養滿分美味食譜 陶冠全主編 2020-04-00 2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301 跟老子學做人.向孫子學做事 張芳誠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370 Love in the moment text by Karen Chien; translated by Michele C. Chang 2020-03-00 平裝 1

9789574375370 Love in the moment text by Karen Chien; translated by Michele C. Chang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363 兒童即興教本. 初級 陳怡儒, 洪筱函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394 嚇到你了 梅子圖.文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400 覓密 張蔚珩圖.文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387 故事中的故事 林若璇著 2020-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蔚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若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筱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顧淑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芳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靜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陶冠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邱筱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樓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盛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文保



9789574375387 故事中的故事 林若璇著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431 活水印記 陳潤卿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448 日常小美頌.日常小美好 李心惠等作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523 如果韓這樣選總統 徐德誠編著 2020-03-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585 魔術師的魔術: 談魔術藝術及其理論 內維爾.馬斯基林(Nevil Maskelyne), 大衛.德文特(David Devant)著; 歐志鴻翻譯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578 游心太玄: 李宜晉篆刻 李宜晉作 2020-04-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622 美濃外婆 李文蓉撰文; 童武義繪圖; 劉惟欣翻譯 2020-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615 長照心理學: 做長照、做心理、從心做起 余貞賞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653 彰化300古城新生: 黃茂松水墨創作 黃茂松作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4375653 彰化300古城新生: 黃茂松水墨創作 黃茂松作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660 世界邊緣之旅 日安焦慮作 2020-04-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684 A quiet life by Lo Hui Yu 2020-04-00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738 臺。讀: 林祐賢創作與論述 林祐賢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783 周易實事 唐道宗著; 陳如麟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聖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祐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如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丁柏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惠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茂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宜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德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徹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潤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心惠



9789574375752 大數據分析POWER BI案例實作 蘇聖珠, 陳妙盈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745 畫中有話 施美吉總編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776 觀光日語 張雅智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820 成千上萬、其他的小黑 龔韻雯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851 比睿王 言錯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868 臺東縣濟公堂神尊傳略 林崇舜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905 GIFT: 未送到的情歌 林佑蓉作.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5899 她和她的生日日記 林靜, 黃靖琁合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049 另一個世界的朋友 陳玟方作.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087 天狼星爆炸了! 何姿儀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100 基隆選舉錄 高溪池著 2020-04-00 第八次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124 解析台灣發展潛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1960至2020王志鵬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124 解析台灣發展潛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1960至2020王志鵬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4564 走進太清宮鎮: 老子易道十講樸實最美 耿大祥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148 走進太清宮鎮: 老子易道十講樸實最美(簡體字版)耿大祥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940 聖諭廣訓: 易經和道德經是我們的生命經典 耿大祥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76957 聖諭廣訓: 易經和道德經是我們的生命經典(簡體字版)耿大祥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耿維岡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溪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志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玟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姿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佑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靖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譚謀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崇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雅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龔韻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美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117 撕藝美學: 中日聯展畫冊 龍蘭香, 陳桂芳策劃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230 實用樹木醫學概論 詹鳳春著作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261 談茶論道 郭詩毅, 林金梅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285 太極武藝楊家老架推手練習講義 許明生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353 聖經旅人. 2020: 羅頌恩作品集 羅頌恩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469 無了時 林采瑩, 徐巧玲, 徐靖軒[作]; 鄭薇編輯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476 The effective CISSP: security and risk management by Wentz Wu 2020-04-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513 Olam 鼠尾草Chia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544 手機女孩 蔡昀霏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599 無何有天文臺詩稿 藍仕豪著 2020-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629 衣可載詩: 融入綠概念與詩意風格的布衣設計 徐秋宜作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6926 中央銀行關金兌換券: 美國鈔票公司代印篇 林清池著 2020-06-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7251 公民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以音訊處理導論課程為例(教學升等報告)蘇美琳著 20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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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美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仕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秋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鼠尾草Chia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昀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明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頌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鳳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禮文

送存冊數共計：4

陳桂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7336 設計概念之實現方法 邱龍昌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7930 白鶴祖師拳譜 簡紘元, 高名憲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847 花團圓: 曾雍甯個展 劉素玉策展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350 臺灣海陸客家話介紹 鄧盛有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381 走出體育的迷宮 許義雄著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68398 莊子哲學的教育詮釋 林秀珍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68404 臺灣雜技名人傳 郭憲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323 心瀞.觀漪: 郭心漪創作集. 三 郭心漪作 2019-07-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8823 你可以很煩,但要馬上趕走它: 破百種小方法,讓你立即化解負面情緒,維持正面行動的力量吉爾.海森(Gill Hasson)著; 薛芷穎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8830 聽見音樂的靈魂: 作曲家帶你聽懂西方古典音樂的演變和故事揚.斯沃福德(Jan Swafford)著; 龐元媛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8847 終結空氣汙染: 從全球反擊空氣汙染的故事,了解如何淨化國家、社區,以及你吸入的每一口空氣提姆.史梅德利(Tim Smedley)著; 龐元媛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0223 ICU重症醫療現場: 熱血暖醫陳志金 勇敢而發真心話陳志金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0254 5個好習慣,活出樂齡人生: 權威醫師傳授,活到老也能自理生活,不依賴照護的健康習慣!菅原道仁著; 王薇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0278 這些年 我們一起寫下的故事: 泌尿科醫師和他的病人郭漢崇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0285 骨質疏鬆&肌少症診治照護全書: 骨科博士教你35歲起掌握飲食&運動關鍵,輕鬆存骨本,啟動骨骼的超能修復力戴大為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0292 當真: 立維自律養生筆記輯 陳立維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309 圖解‧最先進醫療 癌症基因療法 石田幸弘著; 王薇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116 皇家艦隊. 8, 伏擊鐵木真 約翰.弗拉納根(John Flanagan)文; 崔容圃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6798 菜根譚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719 龍潭方物志 徐木笛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8915 墨韻心境: 耕心雅集三十週年創作聯展 戴武光等作 2019-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心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能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木笛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真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士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邱龍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名憲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050 私醫真題神 簡正等著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7201 少兒楷書導習 侯興銳編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827218 進入孩子的思維世界: 幼兒遊戲探究 湯梓辰作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59947 東南方的國度: 一趟行經越南、柬埔寨、寮國的旅程諾曼.路易斯(Norman Lewis)著; 胡洲賢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978 最後的十字軍東征: 航海家達伽馬的史詩旅程 奈傑爾.克里夫(Nigel Cliff)作; 楊惠君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088 傾聽死亡現場: 頂尖法醫病理學家的非自然死因調查事件簿理查.薛賀德(Richard Shepherd)作; 楊佳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101 新創區位經濟: 城市的產業規劃決定工作的新未來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著; 王約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118 聖殿騎士團: 以上帝之名戰鬥的僧侶、戰士與銀行家丹.瓊斯(Dan Jones)著; 陳建元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125 不能贏的辯護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作; 葉旻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132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年 鶴見俊輔作; 邱振瑞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149 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 1945-1980年 鶴見俊輔作; 陳嫻若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156 法蘭西全史: 從凱撒的高盧戰記到戴高樂將軍的自由法國,歐陸強權法蘭西的二千年史約翰.朱利葉斯.諾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著; 何修瑜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170 拉薩之旅 亞歷珊卓.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著; 陳玲瓏譯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9187 伊斯蘭啟蒙運動: 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著; 洪世民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200 地中海一萬五千年史 亞蘭.布隆迪(Alain Blondy)著; 許惇純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09217 地中海一萬五千年史 亞蘭.布隆迪(Alain Blondy)著; 許惇純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09231 棲居: 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著; 洪慧芳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255 美的演化: 達爾文性擇理論的再發現 理查.O.普蘭(Richard O. Prum)著; 鄧子衿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262 地中海的冬天: 從突尼希亞、西西里、到希臘,探索神秘水域最古老的文明與歷史羅柏.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作; 鄭明華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334 高級嬰幼托育師-學科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6341 高級嬰幼托育師-學科(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6358 托育機構管理師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6365 托育機構管理師(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6372 高級嬰幼托育師-術科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6389 高級嬰幼托育師-術科(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6396 托育機構管理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07 托育機構管理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14 店務管理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21 店務管理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38 行政管理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45 行政管理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52 幼幼家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69 幼幼家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76 爬爬家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83 爬爬家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3290 跑跑家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04 跑跑家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11 膳食人員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28 膳食人員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35 主管人員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42 主管人員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59 護理衛教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66 護理衛教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73 親師溝通指導手冊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21080 親師溝通指導手冊(簡體字版) DCMP國際專業托育機構管理認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2148 電機機械 P. C. Sen原著; 黃世杰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82407 機率與統計 繆紹綱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62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179 材料科學概論 周卓煇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峰世展望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索引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可孛羅文化



9789863782421 人工智能物聯網架構之遠端監控應用技術研發 曾清標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069 工程數學奪分寶典. 下, 矩陣運算、向量分析、複變分析單元高成等編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872 長老手冊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全球總會傳道協會著; 張琛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2346 生涯規劃(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 薛凱方等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53 高中數學. 一, A+課堂講義 吳汀菱, 洪瑞英, 林淑娥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60 化學A+課堂講義(普通高級中學) 鐘勇庭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77 地球科學A+課堂講義(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施峰熙編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84 數學.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林玉惇等編著; 謝豐瑞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391 高中數學Focus焦點講義. 二 黃敏哲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407 高中數學A+課堂講義. 二 吳汀菱, 林淑娥, 洪瑞英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421 物理,搞什麼飛機 吳明德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438 前進太空指南 楊旻蒼, 楊智宇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445 陸海空DIY科競展能 張志康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075 一次就過的好設計: 7大設計原則X30個實例圖解,從圖像、配色到素材運用,讓你靈感噴發,提案不再被打槍甲谷一作; 李青芬譯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9334082 能賺錢的好設計: 職場實用技巧X實例分析教學,從設計職人、美術編輯到社群小編都需要的平面設計實戰全書尾澤早飛作; 鍾雅茜譯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4162 幸福的狐狸 高惠珍作.繪; 賴毓棻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94186 如果你想蓋樹屋 卡特.希金斯(Carter Higgins)作; 艾米莉.休斯(Emily Hughes)繪; 吳其鴻譯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814 華才心靈劍譜: 意識生命進化指引 華才著 2020-04-00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6306 戰前異聞錄 迷走工作坊故事; 麥克筆先生漫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5057 3.5: 幽微升級 綺羅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55064 英雄號角. II 阿七, 伍薰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9190 蟬 陳志勇文.圖; 張政婷譯 2019-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244 動物刮刮樂 麗池普雷托圖; 陳郁婷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99251 童話刮刮樂 琳賽.戴史考特圖; 黃鈞荻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99305 風中飄盪 巴布狄倫(Bob Dylan)文; 弘穆司(Jon J Muth)圖; 郝廣才譯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312 今天星期幾? 王宇珊文; 朱里安諾圖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329 迷路的蛋 拉提蒙文.圖; 王欣榆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336 牆裡的孩子 愛涅絲.德.雷斯塔文; 賽巴斯汀.千伯特圖; 賴羽青譯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343 畫一隻鳥 賈克普維文; 莫妮卡貝瑞(Monica Barengo)圖; 陳太乙譯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350 你最喜歡的三個奶奶 溫蒂麥德爾文, 丹尼爾艾紐斯圖; 張政婷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格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迷走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剛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祐安精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紙印良品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成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兆



9789861899367 筆神: 36堂好玩的書法課 李默父繪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374 手指變魔術 芭露吉文.圖; 張政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381 情緒: 第一本觸感學習書 札維也德諾文.圖; 楊采蓁編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398 尋找心中的小王子 王家珠文.圖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404 古飛樂(舞台繪本20週年紀念版) 唐娜森文; 薛弗勒圖; 郝廣才, 何儀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411 九什麼九? 楊采蓁文; 安嘉拉茉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428 佩斯托和札斯托的林波島冒險 亞瑟約林克斯, 莫里斯桑達克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陳郁婷譯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435 古小樂來了 (舞台繪本15週年紀念版) 唐娜森文; 薛弗勒圖; 郝廣才, 何儀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442 超級變變變! 王宇珊文; 路跑樂圖 0000-0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459 大城小傳 陳志勇文.圖; 王欣榆, 陳郁婷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466 現在幾點鐘? 楊采蓁文; 蘇比納圖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480 夜之樹(中英對照) 蕭姆(Bhajju Shyam), 杜嘉拜伊(Durga Bai), 烏維提(Ram Singh Urveti)圖; 賴雅文譯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497 拜託別吃我 麗池克萊姆文.圖; 王欣榆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503 最棒的禮物 米列娜文.圖; 張政婷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9510 365日日讀富爺爺的智慧 楊思永等文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7489 美麗深邃的亞細亞 陳克華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8561 國中英文聽力 模擬試題 蘇秦作 2019-07-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8639 劇場公共領域 克里斯多夫.巴爾梅(Christopher Balme)著; 白斐嵐譯2019-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660 西班牙語譯: 陳黎詩選 陳黎作 2019-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707 新益智尋寶圖 Highlights作 2019-09-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458714 新益智尋寶圖 Highlights作 2019-09-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458721 回望彼岸: 亞美劇場研究在臺灣 王寶祥等作; 謝筱玫主編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8752 英日小說對比評析 任世雍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488 最強靈異偵探社: 歡迎來到狸貓堂 樊落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495 伊人難為三部曲. 5, 闖入異界開外掛 銀千羽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959 你沒問題,只欠缺找到自己強項: 用「全腦思維分析」找回最強本質,做事得心應手,看穿人心跟誰都合得來中村泰彥著; 羊恩媺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1655 刑事訴訟法 蘇銘翔, 李美寬著 2019-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11778 祝你好孕: 不可不知的不孕症大小事 吳信宏, 王妙媛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785 著作權法實務問題Q&A 鄧湘全, 洪國華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792 看電影學行銷: 從博物館驚魂夜到KANO,17部賣座經典,15個擊中觀眾心坎的銷售眉角莊銘國, 陳益世, 蔡佾君著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1808 最夯網路賺錢術: 月入30萬斜槓青年心法大公開阿福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815 少年事件處理法 鄭正中著 2020-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1822 不管資方或勞方: 一定要知道的勞資爭議個案 周志盛, 周瑋軒, 周瑋倫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216 喜獨行: 曉雲法師書畫集 曉雲法師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13223 妙法之華: 曉雲法師書畫集 曉雲法師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8205 實現願望的獨角獸: 月光寶盒 Elizabeth Chou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712 經營管理學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 李義昭, 連苑廷編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埃洛希姆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經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格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書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637 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 林央敏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736 風車的原理設計與自製 周鑑恆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743 發電原理和系列教具 周鑑恒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831 Student's book. Step 2 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2019-12-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9806848 Workbook. Step 2 writer Mark Rogers 2019-12-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9806855 Super skills book. Step 2 writer Freddie Sizer 2019-12-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858 香港人2.0: 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 邢福增, 羅秉祥, 余震宇等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865 三字聖經 王道維著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7872 三字聖經 王道維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7889 信而後愛的生活: 淺談路德的稱義到社會關懷慈善救助之路丁帥之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810 大哉生之問: 如何活得好 于中旻著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618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著 2019-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46625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著 2019-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46649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著 2019-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46656 永嘉玄覺禪師證悟心要 果如法師著 2020-03-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46663 永嘉玄覺禪師證悟心要 果如法師著 2020-03-00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677 森山朗讀會 英張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8684 狗臉的歲月: 記1629梯 李鴻欽繪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18691 寶總監西行記. 1: 揮別台灣軟爛男 寶總監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57505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2019-12-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857512 失重 NIN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57529 狗臉的歲月: 記1629梯 李鴻欽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57536 一年的時間浪費在日本 陳儀芬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7543 九命人系列: 九命人. 1, 原篇 阿推編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7550 九命人系列: 久命人. 2, 續篇 阿推編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7567 九命人系列: 9命人. 3, 新篇 阿推編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7581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713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李敏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三屆劉沛慈主編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720 真理大学応用日本語学科言語.文学.文化学術研討會論文予稿集. 2020年: 台湾の中の日本、日本語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 2020-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應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真哪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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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4008 美好靈性 黃以色列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8972 情歌 控而已作; 広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989 人間世 控而已作 2020-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8996 人間世 控而已作 2020-02-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78862 搶救宅細胞 方塊計畫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79227 甩掉肥細胞 方塊計畫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79234 突變無聊基因 方塊計畫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79265 補救破荷包 方塊計畫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79630 沉靜的美國人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著; 何勁松, 徐嘉俊譯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9647 愛情的盡頭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著; 盧玉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7643 威士忌投資勝經: 買對威士忌,讓你投資獲利600%柯育堂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704 GOOD EYE台北挑剔指南: 第一本讓世界認識台北的中英文風格旅遊書郭佩怜等著; 培根翻譯, Neil Swanson翻譯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80865 不節食更健康: 英國營養師帶你破除減肥迷思,善用直覺飲食,培養身體自癒力琵克希.特納(Pixie Turner)作; 張郁笛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872 呼喚慈悲的革命: 給第三個千禧世代年輕人的普世責任宣言達賴喇嘛(Le Dalaï-Lama), 蘇菲亞.史崔─芮薇(Sofia Stril-Rever）合著; 黃凱莉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964 一億元的分手費 白石一文著; 邱香凝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988 木曜4超玩: 臺灣TOP1網路實境綜藝節目幕後創作秘辛木曜4超玩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0995 人家有傘,我有美國: 鬆鬆的台裔小家庭旅美田野調查報告Michelle Lin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008 從說服自己開始的哈佛談判力: 搬開內心的絆腳石,與自己達成共識,就能讓別人贊同你威廉.尤瑞(William Ury)著; 沈維君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81015 專注力協定: 史丹佛教授教你消除逃避心理,自然而然變專注。尼爾.艾歐(Nir Eyal), 李茱莉著; 陳映竹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022 打不死的戰狼: 華為的快速成長策略與狼性文化管理鄧為中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046 樂遊緬甸: 沐浴在南傳佛光之旅 莊錦豪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053 拉下前總統、破解假新聞、拒當讀稿機: 孫石熙的脈絡新聞學丁哲雲著; 邱麟翔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060 跑過、煩惱過,才能發現的事。 大迫傑作; 涂紋凰翻譯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81077 壽司魂 法蘭基.阿拉爾貢(Franckie Alarcon)作;李沅洳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084 你的身體想要鹽 金銀淑, 張真起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091 別忘了你的暴龍! 琳賽.華德(Lindsay Ward)文.圖; 葛容均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107 斯多葛生活哲學55個練習: 古希臘智慧,教你自信與情緒復原力喬納斯.薩爾斯吉勃(Jonas Salzgeber)作; 王瑞徽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114 經濟學家不藏私料理筆記: 家常菜升級辦桌功夫菜的祕方林向愷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121 偷師: 拷貝、拆解、上色、拼圖,善用四步驟,去蕪存菁成大神!紀坪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138 來自北京的祝福: 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著; 林添貴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145 從習慣洞察人心: 學會識人術,解決人際關係的所有煩惱林萃芬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152 精疲力竭的一天: 雖然想死,但卻成為醫生的我. 2南宮仁著; 梁如幸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183 雙城記 查爾斯.狄更斯著; 馬鳴謙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190 把拖油瓶養成小旅伴: 0-6歲親子旅遊全攻略 陳彧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06 水裡的靈魂就要出來 游善鈞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13 良醫才敢揭發的醫療真相: 拒絕無效檢查,遏止過度醫療,拿回病主權的66個良心建議和田秀樹著; 胡慧文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20 人生短短幾個秋 小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37 在疫病中生起智慧 陳琴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44 靈魂藍: 在我愛過你的廢墟 劉曉頤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51 可以柔軟,不代表你必須一再退讓: 讓情緒成為你的後盾,不委屈自己的EQ練習賈斯汀.巴瑞索(Justin Bariso)著; 吳書榆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68 把自己變成光: 走過「死亡」,「生」便有了意義 台灣第一位日方認證送行者不得不說的生命故事許伊妃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75 蔬菜看人吃 楊淑媚, 蔡昆道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82 一輩子不復胖的1:1間歇式減重法: 利用體重設定值,打造最健康的瘦身計畫尼克.傅勒(Nick Fuller)著; 錢基蓮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299 你情人的名字 島本理生著; 詹慕如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05 花開小路二丁目的花乃子小姐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12 美麗心覺醒 李蒨蓉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29 豬豬髒兮兮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336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花花木蘭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43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開獎寶貝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50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迷途菜鳥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67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金毛華陀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74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奧林霹客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81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泡沫鴛鴦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398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偷天換日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404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少年狀元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411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墨汁拳王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時報文化

真理天地國度企業號



9789571381428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桃花十八 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435 烏龍院40th典藏版四格漫畫: 花花木蘭、開獎寶貝、迷途菜鳥、金毛華陀、奧林霹客、泡沫鴛鴦、偷天換日、少年狀元、墨汁拳王、桃花十八敖幼祥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81442 李偉文的退休進行式. 2: 50+的自在活,健康老 李偉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459 引爆趨勢: 小改變如何引發大流行(全球暢銷20週年典藏精裝版)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齊思賢譯 2020-04-00 五版 精裝 1

9789571381466 愛: 讀出聖經的智慧與真理 郭泰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473 你的管教,能讓孩子成為更好的大人: 從他律到自律,小熊媽暖心而堅定的教養法張美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480 夜經濟: 第一本人類夜晚活動史 葉丁源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497 綠猴劫(<>32年紀念版) 葉言都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503 我們生來就不是為了取悅別人 達達令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510 50歲的女力逆襲 林慧君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527 希望老後的我,看起來還不錯: 寫給準老人的30篇優老計畫萬子綾等作; 林巧涵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534 全身激痛點地圖 侯鐘堡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541 創意提問力: 麻省理工領導力中心前執行長教你如何說出好問題海爾.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作; 吳書榆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558 入伍吧!魔法少女. 部隊篇 謝東霖原作; 綜合口味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81565 入伍吧!魔法少女. 部隊篇 謝東霖原作; 綜合口味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81572 入伍吧!魔法少女. 部隊篇 謝東霖原作; 綜合口味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81589 當上主管後,難道只能默默崩潰?: Facebook產品設計副總打造和諧團隊的領導之路卓茱莉著; 許恬寧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596 焦慮是禮物 雪瑞兒.保羅(Sheryl Paul)著; 林幼嵐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602 我不是普通的棉花糖 若波特.沃特金斯(Rowboat Watkins)文.圖; 李貞慧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619 當彩虹昇起: LGBTQ平權運動紀實 馬修.陶德(Matthew Todd)撰寫; 王曼璇翻譯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81626 美國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作; 吳昌杰翻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81633 監視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 王紹中翻譯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81640 敗戰處理 王靖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657 生如夏花: 泰戈爾經典詩選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著; 鄭振鐸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664 艾療: 最實用的8堂艾灸居家保健入門課 楊力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671 一本突破中式英文盲點: 掌握華人學英語發音.文法.字彙關鍵張西亞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18 佛花 郭蘅祈著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695 樂活一生: 有尊嚴又快樂的活一輩子 魏怡嘉, 黃子明著; 中國時報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25 這裡會是我的家嗎? 凱特.坦普(Kate Temple), 約爾.坦普(Jol Temple)文; 泰莉.蘿絲.班頓(Terri Rose Baynton)圖; 劉清彥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732 愛的排行榜: 孩子表情達意的練習 廖玉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49 讀出太陽的心情: 孩子生活美感的練習 廖玉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56 不是生活無趣,是你過得乏味: 在不變的日常找變化,過你喜歡的日子。聶向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63 上醫養生法 李宇銘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70 後來的你,好嗎? Peter Su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87 瑕疵人型 林新惠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794 民初文人檔案,重建中 江仲淵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817 傍晚五點十五分 夏夏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824 歲月之門 理查.費納根(Richard Flanagan)著; 高紫文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831 臺灣政治經濟學 蕭全政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848 棒球人生賽2nd 蠢羊編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855 黑咖啡 藍藍似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893 烏合之眾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著; 董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879 普瓦蘭麵包之書 里歐奈.普瓦蘭, 艾波蘿妮亞.普瓦蘭作; 陳太乙譯 2020-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81886 決策地圖 麥克.歐布萊恩(Michael J. O’Brien), 亞歷山大.賓利(R. Alexander Bentley), 威廉.布洛克(William A. Brock)著; 蕭美惠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09 綠野仙蹤 李曼.法蘭克.包姆著; 童天遙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1916 返家: 湖北武漢受困台灣人封城逃疫記 尼克等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23 懶系投資: 穩賺.慢贏,財富自由的終極之道 風中追風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30 神準天王方天龍的乒乓戰術 方天龍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47 除了贏,我無路可退: 華為任正非的突圍哲學 周顯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61 從心清除癌細胞 納輝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78 中年打工族: 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小林美希著; 呂丹芸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85 商從商朝來: 透視商賈文化三千年 傅奕群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1992 指路何去 楚影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2012 面對乳癌,你不孤單: 抗癌鬥士米娜與十位醫師專家,帶你破解50個乳癌迷思潘怡伶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2029 當冰箱只剩下烏魚子: 從世界走回自己,從外在轉向內心,來一場人生優雅的斷捨離蘇宇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2067 氫氣免疫療法讓癌症消失了?!: 日本腫瘤免疫權威告訴你如何快速提升免疫,打造「能迎戰疾病的身體」赤木純兒作; 楊鈺儀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2081 魔幻疫境: 魔術師陳日昇的極限挑戰與追夢人生陳日昇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2104 那些做自己的女人,和她們的餐桌 蔡佳妤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2135 裡面的裡面 朱嘉漢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8366 上邪: 有隻帥哥在我家(漫畫插圖版) 蝴蝶原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18397 舒祈的靈異檔案夾 蝴蝶作; 古依平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18410 冥府狩獵者 蝴蝶原著; 陳漢民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9

送存冊數共計：111

悅智文化館



9789867018427 蠻姑兒 蝴蝶原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8712 大社文史專題. 2019 柯安正等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822 櫓翁師生作品集. 2020年 黃華山等[著] 2020-0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266 高雄市若水書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108年 蘇德隆, 楊勝涵執行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210 文化創意產業新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2018 高雄市高師大文創學會編著 2018-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963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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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00 1版 其他 1

9789869638241 文化創意產業新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2020 高雄市高師大文創學會編著 2020-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5206 崇德奬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傳記. 2019第二屆王禹生總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612 荖濃的拉葉與烏鴉的傳說故事 張秀蓮, 潘鳳英口述; 潘麗華採集; 潘麗華, 黃照霙撰文; 吳憶萍, 吳恩加, 吳宇晨繪圖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8835 高雄市詩書畫學會會員專輯 黃友宏總編 2019-08-00 平裝 第3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570 大音無聲: 台灣X韓國國際海報邀請展 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604 滾水風情畫 黃戴忍, 林麗娜, 楊葉春香編輯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8239 真情拾韻: 高雄市雙彩美術協會會員聯展畫集. 2019. 5雙彩美術協會會員等32名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1602 旅行日常,生活提案: 還在旅行中,2020旅行繪日誌林君萍圖文 2019-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343 石頭縫的幸運草 林美麗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雙彩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紙筆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廣告創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滾水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荖濃平埔文化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詩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高師大文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雄市高雄國際青年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打鼓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若水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觀音山人文工作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52776 高中國文主題百匯: 國學指南 汪丞勳, 梁淑玲, 詹子靜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790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 戴幸, 蔡翠玟, 何宛華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418 森林好朋友tantanau tamna tangria 楊惠名等文; 余淑君等圖 2019-09-00 精裝 1

9789866105425 森林好朋友Mapakadaidaz siaan libus tu uvaaz 楊惠名等文; 余淑君等圖 2019-09-00 精裝 1

9789866105432 高醫社團史話 鐘育志主編 2019-10-00 增訂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105449 大船駛不進的巷弄: 高醫大旗津據點善盡社會責任之實踐簡淑媛總編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613 墨彩丰情: 兩岸交流展專輯 王芊文等編輯 2019-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9601 永年伯達千代德馨: 蘆竹德馨堂120周年特刊 陳定弘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5702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日語篇 陳安琪, 林倩伃, 馬跡領隊導遊訓練中心編著 2019-09-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6951 行動靈修學 巴默爾(Parker J. Palmer)著; 張玫珊譯 2019-08-00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1986968 天天為婚姻禱告 考柏夫婦(David Kopp,Heather Kopp)著; 吳品譯 2019-08-00 初版12刷 平裝 1

9789861986982 無語問上帝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白陳毓華譯 2019-09-00 二版12刷 平裝 1

9789861987026 宣教中的上帝: 顛覆世界的宣教釋經學 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李望遠譯 2019-10-00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7033 全家讀經一年通 史金妮(Jean Stapleton)著; 林智娟譯 2019-09-00 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7057 男子漢養成班 艾傑奇(John Eldredge)著; 譚達峰譯 2019-10-00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7064 樂在敬拜的生活 唐慕華(Marva J. Dawn)著; 林秀娟譯 2019-11-00 初版10刷 平裝 1

9789861987088 最重要的事: 初信造就10堂課 李在哲著; 朴美真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118 當代護教手冊 賈斯樂(Norman L. Geisler), 布魯克(Ronald M. Brooks)合著; 楊長慧譯2019-12-00 初版14刷 平裝 1

9789861987224 神學通識30課 周學信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24 神學通識30課 周學信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31 你知道我有多愛你嗎?: 幸福夫妻靈修手札 杜布森夫婦(James & Shirley Dobson)作; 秦蘊璞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48 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 物理篇 張文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55 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 化學篇 張文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62 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 數學篇 張文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79 深邃又壯闊的旅程: 神國生活操練 司傑恩(James Bryan Smith)著; 柯美玲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86 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 生物篇 張文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293 科學大師的求學、戀愛與理念. 醫學篇 張文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194 笑笑讀聖經 默劇大吉圖文; 魚腦波波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194 笑笑讀聖經 默劇大吉圖文; 魚腦波波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7347 瘟疫有藍天:從公共衛生史與聖經談起 張文亮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5793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conference in Europe Li Hongzhi[作] 2018-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5816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first conference in North AmericaHongzhi Li[作] 2019-05-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5830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conference of Changchun AssistantsHongzhi Li[作] 2019-05-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5854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conference in Singapore Hongzhi Li[作] 2019-05-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5915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conference in the Eastern U.S.Hongzhi Li[作] 2019-06-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5939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conference in New ZealandHongzhi Li[作] 2019-06-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5953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conference in Canada Hongzhi Li[作] 2019-06-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349 專論陽宅風水 陳柏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財經傳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1

益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市伯達宗族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跡庫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桃市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8303 頂尖投資人都在學的被動談判術: 成功操盤93億新台幣的兩岸房地產談判高手,教你「以退為進無往不利」的「7堂協商獲利必修課」!陳侯勳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310 理財顧問教你這樣買保險最聰明 吳盛富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98334 偽理性: 走出科學神話、經濟迷思與體制牢籠,解救現代人孤獨、焦慮、迷惘的哲學處方箋紀金慶作 2019-10-00 平裝 1

9789869798341 副業賺錢 張丹茹著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798358 誰都學得會的最強選股公式GVI: 每月選股1小時,勝過每天盯盤8小時。股市新手平均報酬15%!葉怡成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365 春秋第一背包客,孔子人生不苦旅: 人窮志不窮,沒有富爸爸就要有正能量!真正認識史上最有影響力的老師陳舞雩著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926 中華民國廣播簡史 北見隆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11933 歷史的腳印: 王玄正先生伉儷百歲誕辰紀念集 王隆升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276925 中華民國廣播簡史 北見隆著 2008-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019 人口老齡化對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研究劉梟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84033 中國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的制度優化與路徑選擇成歡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36 迷局: 無妄輪回 王梓屹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331 數據庫管理與應用 郭進, 徐鴻雁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348 學分銀行論 楊國富等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393 宏微觀視角下的互聯網金融模式創新與監管 帥青紅等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447 中級財務會計技能實訓 李焱, 言慧主編 2018-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621 企業戰略管理 李成文主編 2018-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645 投資銀行學 趙洪江編著 2018-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669 會計學基礎 張艷莉, 蘇虹, 陳富主編 2018-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676 會計學基礎教程 姚正海主編 2018-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802683 經濟數學. 二, 線性代數、概率論及數理統計 陳傳明主編 2018-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706 國際化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研究 章新蓉主編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713 操作系統原理與實踐 陳小寧等主編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737 公司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研究: 基於金融危機、股權分置改革的視角劉春燕, 內田交謹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744 建設工程項目風險損失控制理論與實踐研究 甘露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751 利息理論與應用 張運剛編著 2018-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802768 英漢語比較與翻譯 劉政元, 于德晶主編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05 商品交易市場發展論 曾慶均等著 2019-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12 現代企業經營管理 楊孝海, 翟家保主編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36 新編審計財務 凌輝賢等主編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43 中國貨幣市場的發展與創新 中國貨幣市場的發展與創新課題組著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59 學前教育簡史 龐釗珺, 楊進紅, 李玉芳主編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73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會計 羅朝暉, 牟濤主編 2018-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2980 中國股市新機遇 梁海明, 彭琳主編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97 誠信領導對下屬主動行為影響機理研究 崔子龍著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000 經管類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實踐 楊小川, 彭巧胤主編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185 企業戰略管理 王德中著 2018-12-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803208 雇主品牌對員工留任的影響機制研究 鍾鑫著 2018-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83 市場行銷學原理 何亮, 柳玉壽主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06 統計學實驗與實訓: Excel在統計學的應用 甘倫知主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99 剩餘價值理論導讀 北京大學經濟系<>研究組編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6803512 剩餘價值理論導讀 北京大學經濟系<>研究組編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6803505 剩餘價值理論導讀 北京大學經濟系<>研究組編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6803574 新編營運管理 羅鍵主編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66 「一帶一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藍圖 梁海明, 洪為民, 洪雯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72 資產價格與中國宏觀經濟的關係: 基於房價和股價的研究鄭駿川, 趙娜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96 中國宏觀政策下的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 實踐、經驗與挑戰鐘晨, 吳雄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33 平臺企業定價研究 沈倩嶺等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57 防範化解中國壽險公司流動性風險研究 沈璜, 劉小書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01 工業管理與行銷 劉金文主編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25 人工智能與中國經濟改革發展 蔣南平, 鄭萬軍, 王竹君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32 中印兩國商業銀行經營效率及全要素生產率比較研究張華節, 李標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49 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環境下會計準則趨同與發展研究劉衛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56 中國工業企業制度變遷 寇綱等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63 中國家庭能源消費行為與效率研究 李佳珈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70 中國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制度變遷 解川波, 張虎嬰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987 中國經濟制度變遷 李萍等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財經錢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神農廣播雜誌



9789576803994 弗.施勒格爾與德國古今之爭 王淑嬌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07 生態經濟學教程 肖良武等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14 西方經濟學發展階段 蘇弗.謝.阿法拉西耶夫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21 知識網路組織的合作機制研究 萬君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38 計量經濟學 陳昊, 袁強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45 素描理論與創意實驗性素描訓練 易彩波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52 酒店服務英語簡明教程 覃始龍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69 國際經貿專業英語: 理論、實務與方法 黃載曦, 姚星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76 現代經濟分析史 晏智傑編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83 管理學 馬鶴丹, 韓曉琳, 沈璐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090 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 晏智傑編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06 政府、銀行和房地產的合作與衝突: 基於動態博弈視角的房價調控均衡政策探索研究劉暢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13 互聯網時代的供應鏈管理 金寶輝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20 大數據視角下的社會化媒體對證券市場的影響研究謝志龍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37 中國「互聯網+」的大學生電子商務創新創意與創業策劃陳鏡羽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44 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融資與債務風險防控研究 劉婷婷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51 中國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比較研究 蔡曉陳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68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微觀經濟影響研究: 理論與實證李江一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75 物流客戶服務 蕭文雅, 吳淵清, 張燁鍵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82 金融商品行銷實務 張乖利, 阮銳師, 陳倩媚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199 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 以中國為例 謝曉霞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05 產品缺陷風險分析和預期召回效益評估 梁新元等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12 經濟計量分析實驗 孫榮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29 資產評估: 以中國為例 楊芳, 劉鑫春, 陳平生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36 管理會計 陳美華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43 森林康養步道設計與實踐 付而康, 李西, 黃遠祥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50 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銀行績效影響研究 馬如靜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74 1949年後中國社會治理制度變遷 馮華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81 中國高級會計師考照實務 張禮虎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298 生產與分配理論 喬治.約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著; 晏智杰譯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04 自金融趨勢下消費者金融行為研究 尹麗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11 社會醫療保險: 附中國案例 陳滔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28 財務會計(附習題集) 洪娟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35 第一大股東控制權轉移的財務後果研究 李小華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42 媒體報導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 理論、機制與經濟效果夏曉蘭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59 債轉股的公司治理效應: 以中國國有事業為例 李志軍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66 新世紀成本會計 江正峰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73 新時代: 商務英語職場應用 何文賢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80 資訊系統安全技術管理策略: 資訊安全經濟學 趙柳榕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397 銀行及銀行信貸在宏觀審慎政策中的作用研究: 以中國銀行體系為例陳師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03 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及其影響因素的時空異質性研究張紅歷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10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研究 王海兵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27 中國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政策與案例 北京泓創智勝諮詢有限公司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34 水源性傳染病模型研究以及數值計算 楊煒明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41 企業併購的財富效應研究 鄭豔秋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58 共享金融: 由中國掀起的共享創新 周婧玥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65 投資理財仿真教材: 含中國案例 許曉靜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72 1949年後中國統計制度變遷 郭建軍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89 一帶一路下的中國貿易 左世翔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496 財政政策的產業效應研究: 以中國為例 王文甫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502 最低工資標準對企業行為影響機制研究 李後建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519 基於不同放貸主體的供應鏈金融風險控制研究 蘇應生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526 論證邏輯視域下的法律論證理論研究 魏斌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533 旅遊公共關係學 馬濤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540 董事注意義務的司法認定: 美國的經驗和中國的再造蔣昇洋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557 Excel在會計與財務中的應用 于貴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564 中國國防科技產業集群發展研究 邊慧敏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566 週末管制論衡 劉孔中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3

送存冊數共計：105

二十一世紀基金



9789869554299 最幸福的自然課: 慈心華德福教師的故事創作與教學紀錄呂貞慧等作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1054 台北上河圖 姚任祥編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611061 台北上河圖 姚任祥編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6841 唐山嬤與中庄的開發 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會著 2020-05-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396 ITIS產業分析師讓你洞悉人工智慧 陳右怡主編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2643402 Taiwan Cluster Mapping. 2019 Chia-Ju Chen, Chun-Hao Yueh, Ching-Hung Lin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2643419 臺灣產業群聚發展地圖. 2019 陳嘉茹, 張舜翔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426 新南向電子業廠商布局動態. 2019 吳禮安等作; 岳俊豪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86551 寬札與我: 一位老師的故事 維薇安.嘉辛.裴利(Vivian Gussin Paley)著; 黃又青譯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7539 基督信友平信徒: 論平信徒在教會與世界中的聖召及使命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901 不退獅子吼: 以現前道闡釋<>如來藏義之釋論 彌勒菩薩原典; 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釋論; 施心慧中譯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937 甲子之歌: 中技社六十週年紀念專輯 中技社著 2019-12-00 精裝 1

9789869865944 AI智能應用對日常生活之翻轉與創新 李琳山等作; 陳綠蔚, 陳力俊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512 開誠興業: 高大任的跨越人生 曾玉明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54833 智慧生產力起手式 張寶誠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840 洞見: 杜絕愚蠢的企業行為! 清水勝彥作; 陳光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4512 穆民基礎: 淺顯的回教入門知識 趙錫麟主編 2019-12-00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0110 鬆柔太極拳闡微 吳榮輝編撰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652 我的保健畫冊: 保護寶貝們的身心都健康 白麗芳等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財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華太極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化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毛毛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教育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300 信託法規(含信託業務專業測驗練習題) 倪仁禧著 2019-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843317 信託實務(含信託業務專業測驗練習題) 倪仁禧著 2019-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843324 期貨及選擇權理論與實務 倪仁禧著 2020-0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843331 看動畫學信託 倪仁禧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843362 理財規劃實務 倪仁禧著 2020-04-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475 無形資產評價高級能力鑑定寶典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8423 黃金認證LCT聽力理解應試指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2288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題庫. 109年版 2020-01-00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9862295 公司治理理論與實務 張振山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04803 企業內部控制模擬試題與解析 2020-04-00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656 任運成象: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20 趙惠娟主編 2020-05-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635 操練: 生活、服事與信仰的反思 張振華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127 交通事故調處師學術科考照密技: 2020年專書 荊建文, 王啟亮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134 高雄市執行長照法制之興革: 2020專書 張文彬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141 行政爭議調處師檢定考試 邱子宇, 陳玫君, 黃元民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474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年報. 2019年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481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19年 杜巧霞, 劉真妤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4262 米食製作技術 王大成等編輯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225 地方創生way. 4, 勇敢起業號: 移住地方 斜槓創生朱興華總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9789869760270 醫療現場的5S實踐手冊: 打造零失誤、零事故、零人為疏失的安全醫療環境高原昭男編著; 王淑華譯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832 多變量三階多項式常態轉換技術應用於水利工程之不確定性與可靠度分析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穀類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改變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會計研發基金會



9789869838108 走讀戲遊探水圳: 坪頂新圳170年暨登峰圳110年紀念手册楊人蔭總主筆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559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9 許毓真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566 醫藥產業年鑑. 2019 許毓真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318 暗香幽月: 林穎英作品輯 林穎英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0503 朋友,去旅行吧 洪博學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468 如何契入念佛法門 平實導師(Venerable Pings)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9162 食安好好玩: 用22個簡單有趣的實驗,告訴你真正的食品安全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金會編著; 森酪梨插畫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9179 尋.安心幸福味: 20個餐桌故事,找回人情溫暖與安心滋味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金會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237 Better business, better Taiwan: the outstanding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李育明總編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244 美麗台灣 永續家園: 台灣企業永續紀實 簡又新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1557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20年版余適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694 進出口外匯業務. 2020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762 法遵科技、 監理科技與金融科技監理 沈中華, 王儷容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779 貓與銀行家 納迪爾.邁哈吉(Nadir Mehadji)著; 胡家璇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809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本(2020年版)蕭善言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816 信託稅法與實例解析. 2020年版 王志誠, 封昌宏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823 AFP理財規劃顧問: 模擬試題解析. 2020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830 不動產租稅規劃. 2020年版 封昌宏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861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20年版林崇漢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878 銀行不動產抵押權實務: 九類關鍵問題. 2020年版王南豪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885 窺見: 你以為你知道,其實沒弄懂的事! 梁國源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922 故宮文物日曆. 二0二0年歲次庚子 施世昱, 杜文田撰文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1884 午仔魚養殖建康管理 謝嘉裕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1891 108新世代養殖生力軍. III, 13位養青的奮游人生林宗善總編輯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5002 挺身無畏: 十週邁向登峰造極的人生攻略 提姆.葛利森, 約翰.梅傑斯作; 柯美玲譯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95026 有果效的福音對話 諾曼.賈斯勒(Norman Geisler), 大衛.賈斯勒(David Geisler)著; 柯美玲譯2020-03-00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台灣時代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齡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



9789869895033 有果效的福音對話 諾曼.賈斯勒(Norman Geisler), 大衛.賈斯勒(David Geisler)著; 柯美玲譯2020-03-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9895040 郵遞真愛 伊莉沙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著; 陳維德譯 2020-03-00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108 生命之梯: 治療教育的七個生命歷程: 給家長、教師和治療者勇氣的實用指引蘿冰.布朗(Robyn M. Brown)著; 李靜宜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00454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優秀論文獎專輯. 第四屆邱瑞育等作; 蕭耀輝總編輯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184 台文通訊BONG報第289到第300期合訂本 陳豐惠總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5191 台文通訊BONG報第301到第312期合訂本 陳豐惠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821 Dhamma for social renewal: a collection of talks by Buddhadasa Bhikkhu 2019-07-00 平裝 1

9789579414838 沙彌律儀要略講記: 歷年傳戒錄彙編 道源長老講述 2019-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6776 華嚴三論 財團法人佛教大華嚴寺作 2019-09-00 1版 精裝 2

9789868476783 安居講談. 一 海雲繼夢[作] 2019-11-00 1版 平裝 1

9789868476783 安居講談. 一 海雲繼夢[作] 2019-11-00 1版 平裝 1

9789868476790 大乘佛教通用經典 華嚴印經會編輯小組編輯 2019-11-00 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917 寫給傳統與實驗的一封信: 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2019第十一屆吳國豪等執行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3807 開心眷念 朱嘉俊等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3821 Joyful memories author Dennis Chu et al.; chief editor Tracy Huang 2020-01-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816 要活要動 陳前口述; 周天觀執筆; 王蜀蕎繪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597 民主觀察: 2018-2019回顧 邱俊榮, 羅承宗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448 有影無影?: 影子魔幻展 郭玲玲, 廖婉如總編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366 民主台灣的彰化推手群像 曾明財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01373 劉峯松全集. 1, 堅持走對的路 劉峯松編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平臺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華嚴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江却臺語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向上科技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研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491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XI 2019-09-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9826105 心自在,身自在 聖嚴法師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937 台東采風: 李安榮作品集 林永發策展; 彭廣愷策劃編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944 台東采風: 李奇茂作品集 林永發策展; 彭廣愷策劃編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9300 記憶東里-邱家古厝: 屏客遷徙後山記 陳炫勳責任編輯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929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訓練(越南文版)郭清吉等編輯 2019-12-00 平裝 2

9789865662943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訓練(英文版)郭清吉等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512 凝視齊柏林: 台灣的四維空間 齊柏林攝影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1002 年金保險 洪燦楠等合著; 郝充仁修訂 2019-07-00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9741026 重大傷病卡經驗統計及發生率研究. 2007-2016 許煌明等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41040 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法令與實務 朱政龍等著; 宮篤志, 陳志成, 蔡佩玲修訂 2020-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982 見證美麗與風土: 台灣海尾藝術學會會員自選作品輯. 2020李義弘總編輯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5101 笑笑人生: 笑天下可笑的人 盧勝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5118 笑笑人生: 笑天下可笑的人(簡體字版) 盧勝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0306 長興藝文中心特刊: 戀戀花語 黃靖慧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7901 長照ing: 照服員的全新世代 劉盈慧, 徐秀琴文字採集; 徐秀琴總編集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7901 長照ing: 照服員的全新世代 劉盈慧, 徐秀琴文字採集; 徐秀琴總編集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314 感天應世: 三真人信仰與傳播 張家麟等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21278 基督審判台前的經歷見證 全能神教會基督徒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2019-12-00 其他 1

9789864321650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初信必讀)(蒙古文版)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輯 2019-12-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吳麗珠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市大園仁壽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市高英士中華文化典藏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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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看見‧齊柏林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天步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蓮縣邱安德文化藝術基金會

法鼓山基金會



9789864321742 末世基督的見證(見證神的二十項真理)(義大利文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文字編輯 2019-12-00 其他 1

9789864322022 審判從神家起首(斯瓦希里文版) 末世基督作;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文字編輯 2019-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015 成人心智功能障礙者服務綱要使用使南: 個別化服務計畫之評估、設計與實踐張文嬿作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1100 陳中和紀念館典藏 陳建太主編 2019-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8794 紅眼睛: 結膜炎 財團法人惟生醫學文教基金會圖.文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865005 神秘的訊號: 中耳炎 財團法人惟生醫學文教基金會圖.文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865012 我是長頸鹿: 交通安全與骨折處置 財團法人惟生醫學文教基金會圖.文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865029 快樂的毛寶寶: 聽力 財團法人惟生醫學文教基金會圖.文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659 基金會創立沿革暨各項學術活動記實. 2001-2020: 見證台灣二十一世紀生技、醫學研發的起飛歷史周松男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419 臺灣電影年鑑. 2019 王君琦總編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463 我國百大社會課題調查研究 林品華等作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487 我國與主要競爭國家專利趨勢觀測與優勢分析 葉席吟等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494 探討IBM於智慧製造領域重點領域專利佈局與分析樊晉源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00 國際研發創新網絡與資源調查: 以人工智慧論文發表為例陳明俐, 張書豪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17 以專利共享經濟探討科技競合關係 張小玫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24 研發經費與科技預算之國際比較 蘇奕璿, 紀凱齡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31 通訊產業標準必要專利動態分析 林倞, 蘇奕璿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48 NPHRST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報告. 2018年廖珮珳, 鄭淑美, 徐一萍作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55 台灣頂尖大學之學術國際競爭力 紀凱齡, 洪文琪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62 國家創新系統觀測指標: 創新能量與創新潛質評估許家豪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79 探討智慧製造領域之人工智慧專利相關佈局與分析樊晉源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86 情境分析多元參與操作手冊 羅良慧, 張于紳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593 以商業生態系角度建立事前影響分析的基礎觀點陳怡如, 任德寬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609 我國高等教育人力培育及流向之研究 陳仕誠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623 我國重點產業博士級科技人才供需現況調查: 以生技醫藥產業為例張于紳, 王怡惠, 許家豪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630 學術競爭力之國家層級總體分析 劉瑄儀, 陳明俐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654 未來創新領域之臺灣潛力評估 羅濟威, 林海珍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661 過程式評估於科技計畫管理之應用 李宜憲作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678 我國政府推動跨國科技人才培育方案探討 王玳琪, 湯凱傑, 詹德譯作 2019-05-00 其他 1

9789576192685 歸國博士級人才在地連結相關計畫之研究 黃意丹等作 2019-06-00 其他 1

9789576192708 公共補助研發計畫篩選之效益預估、組合最佳化與組織策略規劃張錦俊, 劉玳縈, 林意晴作 2019-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715 新興技術之事前影響分析-以自駕車為例 張書豪, 葉芳瑜作 2019-07-00 其他 1

9789576192722 以使用者為中心運用數位工具優化多元參與操作手冊任德寬, 林海珍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746 全民行健,里山和諧: 能源國家型計畫粹鍊更美好的台灣. 伍張培仁總編輯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6192753 從產業觀點建構台灣自駕車衍生產值推估模式 張書豪, 葉芳瑜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760 NPHRST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報告. 2019年: 以12大領域區分廖珮珳, 鄭淑美, 徐一萍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777 我國生技醫材產業關鍵技術之分析: 以南部科學園區為例洪長春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784 談美國法院間的專利政策對話: 以非顯而易知性與專利耗盡為例李森堙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791 能源科學領域之研究前沿分析 陳仕誠, 林倞, 葉家顯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821 目的型跨域整合計畫推動模式分析: 科技部社會需求導向跨領域計畫的回顧與前瞻李正通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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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送存冊數共計：30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家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中和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惟生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第一社福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5103 重新開始: 得勝的基督徒生活 喬治.史威亭(George Sweeting)作; 喬美倫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09380 改變一生的敬拜 達琳.哲奇(Darlene Zschech)著; 李靜宜,郭秀娟譯 2020-02-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410 恢復古道 赫腓力 拉比(Rabbi Felix Halpern)著; 盧明琦, 蘇鈺璘, 吳美真 譯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427 從新的眼光看世界 萊夫.海蘭(Leif Hetland)著; 柯美玲譯 2020-03-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441 給母親: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 史多美.奧瑪森(Stormie Omartian)著; 郭秀娟譯 2020-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458 帶你進入天堂法庭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莊國祥譯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9209465 開啟天堂法庭的禱告與宣告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莊國祥譯 2020-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472 帶你進入天堂法庭(簡體字版)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莊國祥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489 開啟天堂法庭的禱告與宣告(簡體字版)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著; 莊國祥譯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9209496 與主翱翔天際 貝妮.強生(Beni Johnson)著; 吳美真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502 勝過生命中的難題 寶拉.懷特(Paula White)著; 以琳書房編譯小組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519 紅海原則 羅勃.摩根(Robert J. Morgan)原著; 陳維德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526 男人當家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陳晨光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5615 正向幸福學: 心理專家教你重構正向思考,取代負面自我對話,幫助你提昇自信,改善關係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著; 劉如菁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622 一張椅子的生活態度 依品凡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639 上帝說華語: 聖經中譯與華人文化歷史導覽手冊林治平, 魏外揚文字撰寫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738 孩子的情緒導師: 幫助孩子處理憤怒、恐懼與悲傷情緒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著; 王宇薇, 洪曉華譯 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2212 讓愛與力量在地扎根 社區力點線面編採團隊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295 樂在宣講: 釋經講道實用手冊 陳今在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301 小提琴教堂: 信仰之旅(簡體字版) 王利群, 蘇妙娟作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5745318 渴望 林晃惠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460 馬爺爺說經典傳奇故事 馬景賢著; 蔡尚儒繪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484 這座城市,超乎想像 古文著; 張筱琦圖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754 雙秋居文存. 海峽兩岸漢字篇 李鍌著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0244 全國雲林金篆獎暨海峽兩岸書法比賽集. 2019第五屆譚量吉總編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3608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2019年報 郭生玉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66414 暢意行旅.心如斯: 霍剛創作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9566421 畫古觀今: 沈以正水墨人物藝術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林同鄉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基督教芥菜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宇宙光全人關懷

基督中國主日



9789579566438 遊藝書心: 李郁周書藝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9566445 新.人間革命. 第11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520 新.人間革命. 第30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1230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講記 淨空法師講述;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1247 地藏菩薩本願經圖 江逸子繪述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581 中國家庭教育理論之探討 林淑玲主編 2020-05-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711 天華學苑書法作品集. 己亥 謝素秋等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933 農’s Day: 日日有農事,天天是好日. 嘉義沿海東石地區特輯謝綾均採訪撰稿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9665940 農’s Day: 日日有農事,天天是好日. 南方澳海味特輯鄭雅婕, 蔡宛伶採訪撰稿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9665957 農’s Day: 日日有農事,天天是好日. 濁水溪滋養的大地-溪州鄉特輯洪崇銘, 謝欣珈, 巫宛萍採訪撰稿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889 萬和宮媽祖鎮殿335週年慶活動實錄 廖志濃主編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153 媽呀!我變蝴蝶了! 黃韻如, 陳湘婷插圖; 朱家荷撰文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620 驅魔師實錄: 迷信、邪教與魔鬼 阿摩特(Gabriele Amorth), 斯蒂瑪米里歐(Stefano Stimamiglio)著; 王念祖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688 車聯網技術暨應用發展分析 李亦晴等作; 洪春暉總編輯 2019-08-00 平裝 1

9789575817695 台灣數位遊戲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8 丁鴻裕等作; 洪春暉總編輯 2019-08-00 平裝 1

9789575817701 企業創新與加速器之運作模式暨案例解析 王琬昀等作; 洪春暉總編輯 2019-08-00 平裝 1

9789575817718 台灣數位社群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8 林忻祐等作; 洪春暉總編輯 2019-08-00 平裝 1

9789575817732 全球資訊安全產業趨勢發展研究 李震華等作; 洪春暉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9789575817770 區塊鏈技術之產業趨勢暨應用案例 李震華等作 2019-10-00 平裝 1

9789575817787 智慧醫療AIoT應用與商機 王琬昀等作 2019-11-00 平裝 1

9789575817800 台日健康照護產業分析暨未來合作戰略規畫 三菱總合研究所(MRI), 徐文華, Nikkei BIGDATA作2019-11-00 平裝 1

9789575817817 綠能產業分析: 新創企業AIoT應用暨產業發展動向三菱總合研究所(MRI)等作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5817824 ICT產業白皮書. 2019. 上: 資訊硬體/消費性電子/智慧行動載具徐文華等作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5817831 ICT產業白皮書. 2019. 下: 人工智慧/5G/資訊安全/電子商務吳駿驊等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8130 新編經濟動物屠宰從業人員講習教材: 家畜篇、家禽篇廖震元, 陳書儀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147 Proceedings of the 2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ertilizers and biopesticideseditor Hsiu-Fen Lin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828154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ertilizers and biopesticideseditor Hsiu-Fen Lin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828161 機能性產品/素材之成份分析、功效及安全性驗證平台洪紹文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8178 機能性產品/素材服務能量成分分析、功效驗證、安全驗證洪紹文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28185 機能性產品/素材服務能量成分分析、功效驗證、安全驗證洪紹文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村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萬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一貫道天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575 <>暨2019臺灣最佳稅法判決 葛克昌等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9949 盧比孔河畔的沈思 施正鋒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7402 曾經的人生: 烽火歲月 顏淨貞等撰稿 2020-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470 楞伽經一粟 何金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0487 惟力禪師語錄 梅勝義等眾弟子彙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輯 1

9789869810494 涅槃拾語 惟全法師節錄語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875 晃影: 史帝夫.麥柯里個展 潘小雪總編輯 2018-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1882 給未來藝術工作者的一封信 潘小雪總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223 台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8 李曉雯總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282 先知性事奉. 初階課程 謝宏忠著 2019-08-00 一版 平裝 2

9789869611299 先知性事奉. 中階課程 謝宏忠著 2019-08-00 一版 平裝 2

9789869824507 先知性事奉 謝宏忠著 2019-08-00 一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824514 十架真理: 為何基督十架如此重要?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劉如菁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458 第三人生好風景: 老年勝境陪伴心手冊 任兆璋口述; 賴麗榕改寫編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093 Level up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章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004 艋舺龍山寺: 建寺二百八十週年紀念專刊 黃書瑋總編輯 2020-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6272 台灣蔓藤植物介紹 陳坤燦作.攝影 2019-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806289 台灣地被植物介紹 陳坤燦作.攝影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救世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艋舺龍山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壽山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新臺灣文教基金會



9789866128165 齒顎矯正健康照護手冊(民眾版) 鄭信忠計畫主持; 蔣寶漳協同主持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6128172 齒顎矯正治療參考指引(專業版) 鄭信忠計畫主持; 蔣寶漳協同主持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218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生活品質服務綱要(中高齡適用)蔡春足, 蔡淑芬, 劉伊真編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728225 生活聖言 莊宏達編者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2222 全民英檢學習指南 初級聽讀測驗 沈冬主編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2239 全民英檢學習指南 中級聽讀測驗 沈冬主編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2246 全民英檢學習指南 中高級聽讀測驗 沈冬主編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5358 一個人陪老母旅行 褚宗堯作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996 精健道綱要: 讀書會與工作坊. 一, 覺知腦力 胡海國作 2019-09-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7368 瞬汐萬變: 汐止區公立各級學校藝育術苗計畫. 2020楊舜欽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913 大佛頂首楞嚴經 密智大阿闍梨講述; 胡世隆聽譯; 持明院編校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5804 南投縣更生有夢藝起翻轉美展專輯. 2020 林秋淑總編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9502 兒童不當對待與處遇: 親職互動與家庭歷程 Douglas M. Teti編輯; 梁育慈譯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395 國度福音全能神經典神話（選編） 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2017-11-01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882 羔羊展開的書卷(簡體字版) 末世基督作 2018-11-00 其他 1

9789864320912 The scroll opened by the lamb 末世基督作 2018-11-00 其他 1

9789864320929 國度福音經典問答. 選編二(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作 2018-11-00 其他 1

9789864320967 神的羊聽神的聲音. 初信必讀(菲律賓語版) 全能神教會作 2018-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0993 新港奉天宮志續修 黃阿有等執筆; 何達煌監修; 李明仁總編纂 2020-04-00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828 東京與台灣的會遇: 李孟哲牧師紀念文集 李孟哲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嘉縣新港奉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雄文教公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徹聖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褚林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270 聖經研讀本: 現代中文譯本. 2019 2019-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632287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字版): 雅各書彭國瑋總編輯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294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字版): 加拉太書彭國瑋總編輯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674457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字版):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彭國瑋總編輯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674488 阿美語聖經新約附詩篇箴言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674822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以弗所書 彭國瑋總編輯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674846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字版): 以弗所書彭國瑋總編輯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4088 召會生活與事奉問答(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095 民數記概論(簡體字版). 下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9-08-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10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一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11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一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14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156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17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三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187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三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19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三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4217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22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23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424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166425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1664293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30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316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4323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166433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1664354 申命記概論(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2

978986166436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六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37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六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38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六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440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七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41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七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42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七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983 網路治理與資訊安全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編 2019-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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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6195 天寬樓文存 歐豪年著 2015-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741 樹谷園區環境友善回饋計畫: 中榮里志 許献平, 吳建昇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7758 樹谷園區環境友善回饋計畫: 豐華里志 許献平, 黃文博, 吳建昇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7765 樹谷園區環境友善回饋計畫: 大洲里志 許献平, 吳建昇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093 大風起兮: 漢代文學選讀本 陳義芝, 陳怡蓁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谷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豪年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37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聖經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534 尊重,不是說說而已: 兒少性侵害防治新觀點 王玥好總編輯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2822 醫療事故關懷實務案例解析 陳文雯總編輯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4123 覺風三十. 1: 佛教藝術研習營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著 2017-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130 覺風三十. 2: 佛教藝術課程與巡禮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著 2018-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147 覺風三十. 3: 佛法專題與相關課程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著 2018-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154 覺風三十. 4: 海內外弘法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著 2018-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161 覺風三十. 5: 出版文宣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著 2019-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178 覺風三十. 6: 文化活動 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著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4192 定州白石佛像 李靜杰, 田軍編著 2019-07-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01884 明代禁毀男色小說選: 弁而釵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孫中文編注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983 明代禁毀男色小說選: 龍陽逸史 (明)京江醉竹居士著; 孫中文編注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1990 明代禁毀男色小說選: 宜春香質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孫中文編注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43646 反洗腦: 自願為奴的真相 艾瑞克.李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43707 愛說謊: 騙子的培養學 艾瑞克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9700 點/線/面 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著; 余敏玲譯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29717 圖解天工開物 明.宋應星著; 許汝紘編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593 星際密令 林芳宇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876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中級文法與練習 馮景照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7734 全民英檢初級文法一本通 郭文興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2533 HO!SANAA: 妹島和世+西澤立衛的溫柔建築風景謝宗哲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564 神啊,每天來點希臘神話負能量 陳喜輝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601 在家CEO!賺進後半輩子從家開始: 30、40、50世代,找出陪自己到老的工作與收入林黛羚著 2019-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618 在山中造一個: 六龜山地育幼院新院舍築成記 陳辰后, 劉佳旻著 2019-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548 Grace的四季餐桌 Grace Liu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7507 男西裝外套縫製經典: 國際金獎裁縫師陳和平的手作筆記陳和平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820 越說越好每日一句. 入門篇: 陳凰鳳越南語教學 陳凰鳳編著 2017-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蘭呢羢西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財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悅樂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風佛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高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勵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藥害救濟基金會



9789866371837 越說越好每日一句. 基礎篇: 陳凰鳳越南語教學 陳凰鳳編著 2017-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967 越讀 范垂玲作 2019-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371974 12堂泰語實用會話 張君松作 2020-0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371981 越讀: 觀光越南語會話 范垂玲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371998 簡單快樂韓國語 陳慶德, 鄒美蘭作 2020-02-00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3160 英文寫作聖經: 史上最長銷、美國學生人手一本 常春藤英語學習經典《風格的要素》威廉.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作; 陳湘陽譯 2018-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3641 英文寫作聖經 威廉.史壯克(William Strunk Jr.)作; 陳湘陽譯 2019-08-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4037 經濟學: 視覺資訊全解讀 希爾帆.巴雅許等作; 陳郁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143 小學生英文我不怕!(100分必讀.Q版神攻略): No.1學霸李小白領銜主演,英格力友情客串樂多多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211 漢方芳療自癒全書 陳啟志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228 荒野之子:「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傳奇人生(得獎漫畫版)(全彩)茱莉.貝塔納(Julie Bertagna)作; 威廉.戈德史密斯(William Goldsmith)繪; 林麗雪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235 愛妻瘦身便當(減醣成功三部曲) 貝蒂做便當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242 英文語感輕鬆get!80單字就搞定 船津洋作; 李宇安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259 不是孩子不乖,是父母不懂!: 腦神經權威X兒童心理專家教你早該知道的教養大真相!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瑪麗.哈柴爾(Mary Hartzell)著; 李昂譯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44266 聰明又過動,這樣教就對了!: 40年經驗實證,美國學習與專注力專家教你輕鬆搞定ADHD孩子(1-13歲適用)佩格.道森(Peg Dawson), 理查.奎爾(Richard Guare)作; 胡玉立, 黃怡芳譯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44273 海,另一個未知的宇宙: 百萬小說<>姊妹作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丁君君, 劉永強譯 2020-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44280 衣櫥裡的怪物 賴惟智著; 尼太, Penny協力繪製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297 20隻青蛙的世界美食大冒險(小熊媽青蛙繪本2) 張美蘭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303 沒救的人生,不需要解釋 安東.古迪姆作; 楊靜怡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310 用10%薪水變有錢人: 暢銷千萬冊,全世界有錢人都奉行的致富聖經喬治.山繆.克拉森(George Samuel Clason)著; 周玉文翻譯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4327 你這個娘炮: 校園與同儕如何建構青少年的男子氣概?拆解陽剛氣質、性、身體的社會學新思考C.J.帕斯科(C. J. Pascoe)著; 李屹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341 壞脾氣小孩不是壞小孩: 美國「情緒行為障礙」專家30年臨床經驗,教你有效解決孩子的情緒問題羅斯.格林(Ross W. Greene)著; 林嘉倫, 聞翊均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358 小學生作文我不怕!(100分必讀.Q版神攻略): No.1學霸李小白嗆辣指導,高斯&英格力終於開竅了樂多多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365 一個人的優雅煮食 咩莉.煮食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459 聽見你的聲音 淨宗法師講述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8459 聽見你的聲音 淨宗法師講述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1603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 第七期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編輯委員會編審2019-10-00 平裝 1

9789869841610 教學實踐暨跨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李振興等作; 王雅津總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8322 Real English for cabin crew. advanced Jina Myong Eun Lee著; 邱偉淳, 關亭薇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834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1 Owain Mckimm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841 Real english for hotel staff (advanced) Sun Hee Rho作; 劉嘉珮, 關亭薇譯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858 Real english for nurses (advanced) Doreen Park作; 蔡裴驊譯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865 12堂飯店人員專業英文進階課 Sun Hee Rho作; 劉嘉珮, 關亭薇譯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872 12堂護理人員專業英文進階課 Doreen Park作; 蔡裴驊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8889 Daddy-Long-Legs original author Jean Webster; adaptor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2020-02-00 1nd ed. 其他 1

9789863188933 Gateways to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2 author Ching-Yi Tien et al. 2020-02-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8940 清秀佳人 original author Lucy Maud Montgomery; adaptor Brian J. Stuart2020-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957 伊索寓言 original author Aesop ; adaptor Scott Fisher 2020-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964 練英單!英單7000字邊背邊練習. 1, 1-22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2020-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346 練英單!英單7000字邊背邊練習. 2, 2201-44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2020-03-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8353 練英單!英單7000字邊背邊練習. 3, 4401-70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2020-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971 The Christmas stories: the gift of the Magi, the fir treeoriginal author O. Henr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daptor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2020-03-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8988 羅密歐與茱麗葉 original author William Shakespeare; adaptor Dan C. Harmon2020-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8995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 人靠什麼活下去/傻子伊凡 original author 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adaptor Brian J. Stuart2020-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9008 好學日本語 堀尾友紀, 葉平亭著; 黃曼殊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189022 FUN學英語故事閱讀訓練1+2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陳怡靜, 彭尊聖譯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9039 英文字根字首神奇記憶法: 再也忘不了的英單速記秘訣Kang Seong Tae著; 莊曼淳等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9046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2, 2201-44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編著 2020-03-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3189053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3, 4401-70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2020-04-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9060 Romeo and Juliet original author William Shakespeare; adaptor Dan C. Harmon2020-04-00 1nd ed.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淨土宗



9789863189084 愛麗絲夢遊仙境 original author Lewis Carroll ;adaptor Norman Fung 2020-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9107 字幕翻譯實務教學 洪毓傑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9114 日語美食王 游淑貞著 2020-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9145 English for key business skills: networking, presentation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Barry Tomalin作; 蘇裕承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9152 Go global: English for global business Garry Pearson, Graham Skerritt, Hiroshi YOSHIZUKA著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9169 新制多益聽力搶分訓練營: 3 STEPS打造高效聽力腦Park Hye-young, Jeon Ji-won, Joseph Bazil Manietta著; 關亭薇, 蔡裴驊, 蘇裕承譯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803 混元禪師法語: 風水學的奧秘. 第六冊 曾文豐總編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5706 從秦火灰燼中燃起的漢家王朝: 此乃秦始皇駕崩後,大漢日漸興盛的過程,故曰「漢興八十年」軒轅之秋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13 行銷就需要一些梗: 一眼看穿消費者內心 張海良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20 隨機的世界: 大數據時代的機率統計學 李帥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37 職場宮心計: 流傳千年的職場生存法則 從歷史看職場商振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44 藥理教授教你善用舌尖來思考 張洪濤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51 上帝撿到槍：生命科學密碼 朱欽士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68 改變未來的倒數計時你的生活,正在被顛覆「區塊鏈」: 網路不安全感 斷、捨、離!黃步添, 蔡亮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75 絕美建築三十九渡: 每一則建築背後的故事,都是一個渡口李曉明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75 絕美建築三十九渡: 每一則建築背後的故事,都是一個渡口李曉明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82 比竇娥還冤: 明清奇葩大案 馮玉軍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5799 用罐頭鵝肉打勝仗: 靠,都是為了鳥事搶錢,搶糧,搶女人楚雲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4414 不要只摸到象鼻子: CMO的進化: CGO的時代 王賽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8103 R語言在管理領域的應用. I 廖如龍, 葉世聰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656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教學改進研究論壇會議論文集. 第一屆翟本瑞, 周惠那, 王柏婷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588 我的世界地圖初長成: 我想、我要、因為我勇敢!陳淑慧, 翟本瑞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8700 南區八校中文研究所碩博士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十一屆林文翔等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499 網路崛起的社會運動對臺灣的影響 廖達琪等作 0000-0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964 就是這樣: <>釋論 第三世大寶法王噶瑪巴讓炯多傑原典作; 羅卓仁謙原典譯; 國師嘉察仁波切釋論作; 堪布羅卓丹傑釋論譯2019-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971 不枉女身: 佛經中,這些女人是這樣開悟的 釋了覺, 釋了塵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995 第一時間: 讓每個「當下」,成為生命中的黃金時光舒雅達(Lama Surya Das)作; 項慧齡譯 2019-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85907 收拾書包成佛去!: 達賴喇嘛給初發心修行人的第一個錦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比丘丹增.嘉措, 比丘尼圖丹.卻准作; 項慧齡中譯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914 痛快,我有智慧劍: 創巴仁波切遺教法寶: 三乘法教系列六之三: 智悲菩薩道. 上邱陽.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作; 普賢法譯小組譯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921 心心相印,就是這個!:心要指引 噶千仁波切(Garchen Rinpoche)作; 張昆晟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5945 歸零,遇見真實: 一位行腳僧,1648個「向內朝聖」的日子詠給.明就仁波切, 海倫.特寇福作; 妙琳法師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969 束縛中的自由: 阿德仁波切不凡的一生與教導 阿德仁波切(Adeu Rinpoche)作; 多傑圖滇中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5976 長老的禮物: 「從初發心,到證菩提」都必修的基本功堪布卡塔仁波切作; 金吉祥女譯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85983 法王說慈悲: 大寶法王噶瑪巴西方弘法紀實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作; 堪布羅卓丹傑, 金吉祥女翻譯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山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荷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外語教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唯心宗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文華泉



9789869785990 不怕,我有菩提心: 創巴仁波切遺教法寶: 三乘法教系列六之四: 智悲菩薩道. 下邱陽.創巴仁波切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008 貴人: 堪布門色仁波切成就自他的一生 堪布丹巴達吉仁波切作; 洛珠桑布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015 我的未來我決定: 「改變業力,改變未來」的解脫心鑰邱陽.創巴仁波切作; 陳易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022 守護: 聖度母「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大手印第九世嘉華多康巴康祖法王作; 多傑仁卿喇嘛中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7351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 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作; 朱怡康譯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368 孔子大歷史: 聖壇下的真實人生與他的春秋壯遊李碩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375 大說謊家時代: 從漠視真假到真相凋零,<>傳奇書評人角谷美智子犀利解讀「川普式」政治話術角谷美智子著; 洪慧芳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382 牧羊人與屠宰場: 庫德斯坦日記 張雍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399 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 政治中的道德問題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蔡惠伃, 林詠心譯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7412 我彌留之際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著; 葉佳怡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429 寂寞太近,而你太遠 肆一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7443 螢火蟲之墓 野坂昭如著; 李彥樺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450 我們都是惡人: 從人際關係到國際政治,由心理學認識人類生來就要作惡的本性,我們該如何與惡相處並利用其正面價值?安東尼.史脫爾(Anthony Storr)著; 林步昇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467 蒙曼說隋: 隋煬帝楊廣(暢銷經典版) 蒙曼作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7474 公園生活 吉田修一著; 鄭曉蘭譯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7481 古人原來這樣過日子 王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498 貞晴 蔡智恆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504 回眸 蔡智恆作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7511 渴飲光流 吳懷晨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528 流俗地 黎紫書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7559 土星座下: 桑塔格論七位思想藝術大師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 廖思逸, 姚君偉, 陳耀成譯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7566 掙扎的帝國: 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廖彥博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818 雙職侍奉: 扭轉歷史的16位聖經人物 孔毅著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2856 約瑟與他的兄弟們: 一個關於愛、妒忌與寬恕的故事史蒂芬.米歇爾(Stephen Mitchell)著; 沈曉鈺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2887 耶穌與死海古卷: 揭開基督宗教的猶太根源,及其如何影響初代教會與信仰約翰.伯格斯瑪(John Bergsma)作; 劉卉立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14321 PISA 2015臺灣學生的表現 佘曉清, 林煥祥主編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080 筆尖上的智慧: 創世紀. 下 聖經著 2019-10-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834 電子構裝散熱理論與量測實驗之設計 林唯耕編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5427 第19屆北商大學術論壇暨2020創新思維與智慧生活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黃國珍等105人合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52162 台灣兒少影視節目的悲歌. I, 從全球性別研究反思台灣瑪雅哥慈(Maya Götz), 黃聿清編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8009 韻藝.勁界: 臺藝大美術書畫系友會大展. 2020 吳德和總策劃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右影藝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政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大美術書畫系友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商業大學商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啟示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305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經管研究學會「經營管理」論文集. 2019朱艷芳總編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481 穿著房子去旅行 新北市文化國小圖文; 黃瑞茂主編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375 淡江建築畢業專刊2O51. 五十一屆 淡江建築第五十一屆畢業生作 2019-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535 學術研討會. 2020: 創新科技與學習論文集 李世忠主編 2020-05-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399 經濟倫理論壇論文集: 循環經濟. 2019 2019-12-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4153 雞蛋減重: 豐富的蛋白質和營養素是減醣最強後盾!今野裕之監修; 余亮誾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160 驚異北齋: 一次看懂<>躍然紙上的動感 藤久, 田中聰著; 邱香凝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177 最強呼吸法: 穩定情緒、提升免疫力,從呼吸中找回改變人生的關鍵!本間生夫著; 李友君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184 吃飯睡覺、工作閱讀,都是修禪 奈爾克.無方(MUHO Nolke)著; 蔡易伶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191 自閉症完全手冊: 為自閉兒家長提供育兒指南、專家建議,以及最重要的支持!班妮森.歐瑞利(Benison O'Reilly), 凱薩琳.威克斯(Kathryn Wicks)著; 周佳欣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7006 黃金薑黃: 抗病毒、提升免疫力、保肝利膽、降三高、改善腸胃的超級食物梁崇明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727 網路及資訊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2020 陳維魁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697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王子豪等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12703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王子豪等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846 闖關吧!DIY彈珠迷宮: 動手做培養創造力、邏輯力與思考力,玩出專注力與反應力謝政佑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853 超萌人氣造型棒棒糖蛋糕: 免特殊烤模、作法超簡單,送禮、開party、接單必備桔梗有香子著; 王偉婷翻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797 大千世界: 500個中國歷史面面觀 于震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809 挑戰!成語填空智慧王 陳奕明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816 叫我第一名: 智慧成語填空遊戲 陳奕明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823 一生中不能錯過的中國傳奇故事集 周聖凱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830 一生不能錯過的中國神話故事集 周聖凱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捷沛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康成志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教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9789869679367 Where旅遊味: 鳥取 劉建德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76948 超業攻略 解世博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624 心經: 通往心經開悟的心經 章成, M.FAN傳訊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7655 九型人格全書: 善用你的性格型態、微調人際關係，活出全方位生命力唐.理查德.里索(Don Richard Riso), 拉斯.赫德森(Russ Hudson)著; 張瓅文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679 圖解IT基本力: 256個資訊科技關鍵字全圖解 增井敏克著; 李煥然, 陳佩玉, 蔡斐如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686 植物油全書(全新增訂版) 茹絲.布朗史萬格著; 黃慧珍, 田佳玉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822 譯者的難題: 美國翻譯名家的9個工作思考 馬克.波里佐提(Mark Polizzotti)作; 方淑惠, 賈明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938 從小就該知道的金錢觀: 父母與子女必讀的理財啟蒙書三浦康司著; 吳羽柔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7983 日本第一速讀王教你讀得快,記得住,月讀30本的超強讀書術角田和將著; 邱香凝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003 動物隱身術: 自然追蹤眼力大考驗 高雄市自然觀察學會著 2020-04-00 2版 精裝 1

9789864778072 飛行學校: 從紙飛機、飛魚到太空梭,20組紙模型帶你體驗飛行的樂趣與奧妙麥可.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著; 蕭秀姍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089 地質學家的記時錄: 從山脈、大氣的悠遠演變,思索氣候變遷與地球的未來瑪希婭.貝約內魯(Marcia Bjornerud)著; 林佩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096 為什麼現金比獲利更重要?: 哈佛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財務管理課米希爾.德賽(Mihir A. Desai)著; 李立心, 陳品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102 手機、咖啡、情緒的化學效應 阮津玫(Mai Thi Nguyen-Kim)著; 呂以榮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126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著; 莊文瑞, 李英明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778133 遊戲人生 楊田林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164 高價或低價都會賺的訂價技術: 從Uniqlo、好市多到環球影城,決定95%利潤的祕密小川孔輔著; 楊毓瑩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171 像科學家一樣思考 史坦利.萊斯(Stanley A. Rice)著; 李延輝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188 關係物化: 那些假愛之名的需索與控制,是否真是我們想要的愛?郭彥余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195 陪伴教養學: 校長媽媽教你如何培養會思考、負責又自律的小孩崔椿琦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225 一本速學!秒懂考試最常用錯的英文字 許皓, 林哲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232 總經理解密主管學: 全方位主管職場實戰 郭憲誌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249 動機與人格: 馬斯洛的心理學講堂 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著; 梁永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256 脂肪的療癒力: 從預防到治療,全面對抗疾病、老化、情緒的革命性營養新知安娜.傅雷克(Anne Fleck)著; 彭意梅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263 用英語讀老子<>: 國際知名研究維根斯坦、老子的哲學家范光棣全新解本(中英對照)范光棣著; 徐斌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294 數位轉型力: 最完整的企業數位化策略X50間成功企業案例解析詹文男等合著; 楊如玉總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324 骰子能扮演上帝嗎?: 18個不確定性的數學思考 伊恩.史都華(Ian Stewart)著; 陳宣, 涂瑋瑛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331 流行性感冒: 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發現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著; 黃約翰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8348 從AI到智慧醫療 蔣榮先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393 一看就懂！90分鐘速成經濟學入門 長瀨勝彥著; 吳亭儀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416 人類大疫考 李欣頻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454 與土地共築雙老夢: 孵一塊喜樂的小田田 喜樂家族基金會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485 滾媽的創意手作百寶箱: 讓孩子永遠不無聊的50個科學玩具、美感遊戲、節慶小物全搜錄(內含4組親子同樂紙模)潘憶玲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492 超越「二」的智慧: <>探微 濟群法師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349 會計學. IV, 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著 2019-11-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9804356 數學. B. 二, 隨堂講義 康盛編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804363 數學. C. 二, 隨堂講義 王雲釉編輯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9281 莎士比亞植物圖鑑: 莎翁作品中的花卉、果實、種子和樹木葛芮特.奎利編著; 蕭寶森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298 愛是來自地獄的狗 查爾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作; 陳榮彬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7404 幸福之路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作; 沈台訓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7437 一切從笨豬跳開始: 找回完成夢想的動力 張世橋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4943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 十三, 謙卦。豫卦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44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七, 賁卦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452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九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476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二十一, 坎卦、離卦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490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二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啟芳



9789579649506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六, 噬嗑卦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513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八, 剝卦、復卦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520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八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537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544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一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551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五, 臨卦。觀卦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56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九, 无妄卦、大畜卦 徐醒民講 2019-08-00 其他 1

9789579649711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三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728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四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735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五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742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六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759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八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766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 十七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773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十九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780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二十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10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三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27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四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34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五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41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六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5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七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6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八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7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廿九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889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三十 徐醒民講 2019-11-00 其他 1

9789579649995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4-00 平裝 第6冊 2

9789865527006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4-00 平裝 第7冊 2

9789865527013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4-00 平裝 第8冊 2

9789865527020 唯識三十頌講記. 上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037 唯識三十頌講記. 下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044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三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051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四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068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五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67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5-00 平裝 第10冊 2

9789865527075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5-00 平裝 第9冊 2

978986552708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一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099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二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0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三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1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四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29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五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36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六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43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七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50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卅八 徐醒民講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527174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5-00 平裝 第11冊 2

9789865527181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6-00 平裝 第12冊 2

9789865527198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6-00 平裝 第13冊 2

9789865527204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 2020-06-00 平裝 第14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7584 新護理突破. 5, 精神科護理學 葉美玉, 陳淑姬, 林惠琦編著 2015-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584 新護理突破. 5, 精神科護理學 葉美玉, 陳淑姬, 林惠琦編著 2015-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89080 家政概論(技術型高中家政群) 黃惠鈴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47018 多媒材創作實務 黃啟方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47001 服裝製作實務 徐美貴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47025 新護理突破. 5, 精神科護理學 葉美玉, 陳淑姬, 林惠琦編著 2020-01-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9348 超圖解10倍速影像閱讀法 胡雅茹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9416 小米、小麥與小墨 路易斯.賽普維達(Luis Sepúlveda)著; 馮丞云譯; 徐存瑩繪2019-12-00 平裝 1

9789864439423 最經典的101座教堂 林宜芬, 陳韾儀編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9492 最佳寵物蛇玉米蛇: 豹斑蛇屬的飼養與照護指南!菲利浦.玻瑟(Philip Purser)著; 翁宛妤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515 壞心姑媽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高子梅譯2020-02-00 平裝 1

9789864439577 負面情緒的力量: 駕馭黑暗的情緒走向更明亮的黎明提姆.洛瑪斯(Tim Lomas)著; 吳湘湄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584 慢慢愛Slow Sex: 讓持久力大幅提升的超強秘訣!亞當德永著; 劉又菘譯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4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59

啟英文化



9789864439607 鬃獅蜥: 飼養環境、餵食、繁殖、健康照護一本通!菲利浦.玻瑟(Philip Purser)著; 蔣尚恩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614 球蟒: 飼養環境、餵食、繁殖、健康照護一本通!柯蕾特.蘇瑟蘭(Colette Sutherland)著; Monica Chen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638 品味的法則.餐桌禮儀. 日本料理篇 陳弘美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645 品味的法則.餐桌禮儀: 西餐篇 陳弘美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683 郭林新氣功: 抗癌與養生20堂課,融合中西醫與氣功的功法袁興倫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690 我願與你同行: 伴你走過生命幽谷,一位小兒科醫師寫給生命的情書林思偕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706 布農族四社神話與傳說: 濁水溪上游祕境傳說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 全妙雲(達給斯海方岸.娃莉絲)著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720 麵的科學: 麵粉如何創造豐富的口感、香氣和美味山田昌治著; 吳佩俞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737 麵包的科學: 令人感到幸福的香氣與口感的祕密吉野精一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744 冰原怪獸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黃筱茵譯2020-04-00 平裝 1

9789864439751 野鳥生態學堂 陳加盛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768 完整食蟲蜥照護指南 菲利浦.玻瑟 (Philip Purser)作; 江欣怡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775 狗勇士首部曲. 四, 逆境求生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9782 牛津英語大師教你Google英語學習術: 用AI人工智慧陪你學習,做你24小時的免費隨身家教路易思Luiz, Gemma, Jack Mercia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799 逗陣來唱囡仔歌. 7, 幼兒篇 康原撰文; 張怡嬅譜曲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9805 拔罐治療完全手冊: 徹底消除肌肉與關節疼痛,促進循環、提升免疫,擺脫33種惱人疼痛和身體小毛病肯尼斯.蔡(Kenneth Choi)著; 陳依亭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812 精神科醫師的輸入與輸出學習法: 腦科學、精神醫學及心理學佐證,讓你學習快又有效率!樺澤紫苑著; 郭子菱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867 小蝸牛 茅兵作 2020-04-00 精裝 1

9789864439874 成語四格漫畫 晨星編輯部著; CherryTeddy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9898 極致愛撫. 2, 女性器篇 辰見拓郎, 三井京子著; 葉廷昭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9904 長壽解方: 減緩衰老,延長健康壽命,重啟長壽基因的5個祕密詹姆士.迪尼寇蘭托尼歐(James DiNicolantonio), 傑森.方(Jason Fung)著; 周曉慧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834 迎戰108新課綱: 最關鍵的五大閱讀綜合題型: 詳解本賴世雄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841 近十年英文學測試題詳解: 詳解本. 109年版 賴世雄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858 迎戰108新課綱: 主題式英文閱讀測驗&混合題高分攻略: 詳解本賴世雄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4903 不惑之年的日常生活 吳少荃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169 必勝三「步」曲!一次破解所有易混淆英文單字吳悠, 許豪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176 深度解密!完勝英文寫作的十二種關鍵分類精華技法!吳悠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183 幸福的手作教具: 0-5歲寶貝邊玩邊學,訓練感覺刺激,加深親子互動!吉高芸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190 世界不是我們這種笨蛋想的那麼簡單: 從屏東到英國只有8小時時差,卻改變我20年的眼界張育聖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213 GEPT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一擊必殺 李宇凡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251 用九宮格學習法拆解英文單字字根、字首、字尾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268 深度解密!真正用得到的關鍵英文單字 深化學習祕笈曾韋婕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02092 天下第一美味 李玫作; 巫伊繪 2019-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9502443 發現動物的祕密 溫曉君文; 蔡景文, 小比圖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450 認識鳥兒大小事 溫曉君, 鄭雯娟文; 蔡景文, 小比圖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467 找一找動物的家 溫曉君, 姜如卉文; 蔡景文等圖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474 精選成語. 食物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孝貞, 葉美慧繪圖 2019-07-00 平裝 1

9789579502481 精選名言佳句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吳子平, 葉美慧繪圖 2019-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502498 精選名言佳句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吳子平, 葉美慧繪圖 2019-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502504 弟子規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502511 弟子規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502528 精選成語. 植物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余麗婷, 葉美慧繪圖 2019-07-00 平裝 1

9789579502535 精選成語. 數字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庭昀, 葉美慧繪圖 2019-07-00 平裝 1

9789579502542 精選成語. 動物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庭昀, 葉美慧繪圖 2019-07-00 平裝 1

9789579502559 三個傻瓜的籃球夢 蕭逸清文; 森本美術文化圖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566 叢林淘氣鬼 安-海倫.杜普雷圖文; 王卉文, Emilie Naulot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573 穿越時空的鼻妹日記 鼻妹圖.文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580 汪爾摩斯&喵森羅蘋. 3, 雙重沙盤的謎團 蕭逸清文; 九春圖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597 半夜裡的探險隊 濱口香奈文.圖; 郭玲莉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603 小怪獸挖地洞 蕭維欣作; 薛慧瑩繪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610 我的爸爸看不見 李光福作; 詹廸薾繪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02627 誰是最佳主角 方秋雅文; 九春圖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634 唱跳學臺語. 2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579502641 唱跳學臺語. 3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常春藤有聲



9789579502658 唱跳學臺語. 4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579502665 唱跳學臺語. 6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579502672 三字經. 2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瓊鳳繪圖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02689 中文真棒. 2(簡體字版) 葉紹蘋等編 2019-11-00 平裝 1

9789579502696 小魔女早餐店 王文華文; 陳佳蕙圖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702 調味料王國 王文華文; 顏銘儀圖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719 營養食堂直播室 王文華文; 陳志鴻圖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726 問問Why博士. 2: 全方位玩科學輕鬆做中學 楊嘉慧文; 謝文瑰, 傅兆祺圖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733 問問Why博士. 3: 全方位玩科學輕鬆做中學 楊嘉慧文; 謝文瑰, 傅兆祺圖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740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1(簡體字版) 葉紹蘋等編 2019-11-00 平裝 1

9789579502801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2(簡體字版) 葉紹蘋等編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736 郭店楚簡老子論證(增補本) 陳錫勇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0845 春陽金華. 第五期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著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929 全國兒童畫選: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 第44屆國泰金控公關部編著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8277 烏克城堡 龍映育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58284 快樂四弦琴. 2 潘尚文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8291 Hit101中文經典鋼琴百大首選 何真真編著 2019-10-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9835107 吉他玩家 周重凱編著 2019-10-00 16版 平裝 1

9789869835114 指彈好歌 吳進興編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35121 輕輕鬆鬆學Keyboard 張可葳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138 看簡譜學古典名曲 蟻稚勻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31125 汴京之圍: 北宋末年的外交、戰爭和人 郭建龍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1132 唐宋詞鑑賞辭典. 第四卷,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南宋宛敏灝等著; 趙啟麟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1149 慢讀浮生六記 (清)沈復著; 夢窗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1156 慢讀世說新語最風流 戴建業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580 消化問題大解惑. 2019 林肇堂等編輯 2019-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0597 異位性皮膚炎完全解析 朱家瑜著 2019-09-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709 浪漫擬真甜點練習本: 用黏土製作精緻的夢幻甜品Momo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1550 貝拉買菜去 關雅茹故事; 林鈺涵圖 2020-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54365 新編財務會計 洪娟, 明愛芬主編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魚魚森林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悠然文化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泰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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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送存冊數共計：33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



9789577354402 法理學 呂剛主編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433 成本會計學 劉艷麗主編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488 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 陳旭著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495 商業生態視角下旅遊企業關係對遊客滿意度的影響及其優化策略研究林少疆, 陳佳瑩著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501 審計 呂先錇主編 2018-09-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4556 中國企業涉稅實務 納慧主編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594 制度嵌入的中國企業跨國併購後整合與能力重構研究姜亞鵬著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730 初級會計實務 許仁忠等主編 2018-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4754 高爾夫場地服務技術 王波, 李萌, 孔艷華編著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938 中國低碳城市建設研究 戴小文著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945 中國貿易開發、就業風險與企業異質性 李娟著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990 資本積累、信用擴張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韓文龍著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058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者: 職業生涯發展研究 李沫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157 理念與制度: 基於實踐視野的經濟正義研究 譚亞莉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164 銷售服務公司集團管控探討: 基於信息視角 李倩, 謝付杰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188 新常態下旅遊開發中的文化創新: 模式與實踐 張明等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201 中國人口均衡城市化的基本問題與路徑選擇研究盧繼宏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249 公共政策分析 成立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294 商務禮儀實訓 李媛媛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317 基於企業價值創造的無形資源問題研究 邱凱, 李海英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331 會計學原理 劉衛, 蔣琳玲主編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355 管理學學習指導書 王德中著 2018-10-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5362 需求分析 黃永蒼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386 資產評估學 潘學模主編 2018-10-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5393 (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楊穎, 許彥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423 中國主要城市環境全要素生產率研究 張建升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454 空間異質性、人口分佈與經濟增長: 基於(中國)人口密度的理論與實證曾永明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461 計量經濟學 靳庭良編著 2018-10-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5485 國際服務貿易 李大鵬, 李延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492 國際經濟合作 李大鵬, 李延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515 理財規劃實訓 萬思杝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560 不確定環境下的機器調度問題研究 聶玲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591 中國經營企業決策與管理 黃潔主編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638 市場營銷學 黃浩主編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683 個人管理的邏輯 馮小平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713 國際貿易 傅婧宸, 趙曉芬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737 基於公平互惠心理偏好的激勵機制設計 魏光興等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775 管理經濟學 宋劍濤等主編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782 人力資源管理 侯荔江主編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874 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 樊勝著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898 海商法 李賀, 胡聰編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04 神秘的對沖基金 葉泓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35 國際法 宋玉, 吳漠塵主編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42 國際匯兌與結算 李賀, 趙昂編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80 體驗消費論綱 張恩碧著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6000 中國主要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操作實力研究 羅威, 崔中山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024 中國經濟轉型的邏輯 胡少華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031 公共關係心理學 李道魁, 郭玲, 王冰蔚編著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6048 外部環境的風險程度對供應鏈運作的影響研究: 基於契約和應急的視角姚珣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055 市場分析與軟體應用實驗教程 史學斌編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086 保險學原理 孫蓉, 蘭虹主編 2018-10-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6178 國際貿易對產業布局的影響研究 婁飛鵬著 2018-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215 統計學概論 向蓉美, 王青華, 周勇主編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6222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教程 白淑敏主編 2018-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6277 餐飲企業倉儲管理實務 楊晗, 高潔編著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376 兩岸經濟制度性合作與一體化發展研究 唐永紅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406 海峽同根 情寄農桑: 兩岸農業比較與合作研究 胡艷君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536 大陸看臺灣歷史 趙國明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543 大陸對臺研究精粹. 歷史篇 李祖基主編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550 中國旅遊企業經營的國際化: 理論、模式與現實選擇杜江等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574 兩岸投資與產業合作研究 張厚明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598 空服人員化妝技巧與形象塑造 李勤主編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659 會展基礎知識 盧曉等人合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772 生態旅遊遊客行為與遊客管理研究 李燕琴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796 自由主義的新遺產: 殷海光、夏道平、徐復觀政治經濟文化論說何卓恩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826 旅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謝禮珊主編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833 酒店業督導技能 姜玲編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840 章太炎、連橫民族文化思想之比較 孫風華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949 飯店工程管理 阮立新主編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987 會展概論 「會展策劃與實務」崗位資格考試系列教材編委會編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994 會展實用英語. 讀寫篇 會展實用英語編委會編 2019-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007 臺海財經風雲: 大陸駐臺記者對台灣經濟及社會現況的第一手觀察報告蘭文著 2019-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168 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 戰時交通 常雲平, 鄭洪泉, 徐斌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229 操縱: 生活中的類催眠現象 邰啟揚編著 2019-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342 空服服務溝通與播音技巧 劉暉編著 2019-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588 別墅空間設計 童沁, 鐘崢嶸編著 2019-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595 角色動畫設計 汪蘭川, 張娜, 周越編著 2019-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694 遊戲動漫CG插圖設計與製作 喬斌主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779 大學英語綜合 梁虹, 王洋主編 2019-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977 國際貿易 王靜編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028 服務行銷學 沈鵬熠主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34 人民幣周邊化問題研究 徐玉威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72 「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海外併購行為研究. 巴基斯坦篇池昭梅等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89 大數據行銷與創業實戰 張藜山等主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233 成本會計實務 蘇黎, 劉莉莉主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349 管理會計學 李玉周主編 2019-05-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493 前進大陸開店互聯網行銷實訓 袁也主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47 中國報關報檢法律法規規章彙編 喻智成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61 新媒體環境下環保輿情處置研究 榮婷, 鄭科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92 歐洲研究區建設研究 劉慧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608 醫患關係品質驅動因素、機理及提升策略研究: 門診服務接觸視角段桂敏, 余偉萍, 莊愛玲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660 新媒體廣告 張玲編著 2019-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21 中華文化叢書: 香席 林燦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38 中華文化叢書: 書法 王軍平著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69 中華文化叢書: 對聯年畫 沈鳳霞, 符德民編 2019-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851 美術課堂問道: 美術基礎教育熱點研究 陶旭泉等作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882 應用透視基礎: 世事「洞明」皆學問 恩剛, 恩溪弄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967 茶事微論 金剛石編著 2019-06-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018 趣聞江蘇 肖飛, 章曉曆著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032 愛你一生 周京川著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087 管理會計 馬英華主編 2019-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9124 故事荊門 郭強主編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193 南國山水甲天下: 廣西 賴富強, 劉慶編著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209 美食滋味中的風景 李韜著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254 打開中醫的寶庫：黃帝內經 許承翰, 劉燁主編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285 文旅智談十二篇 博雅方略研究院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308 廣告人說茶中江湖: 中國茶市場面面觀 黃大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360 餐飲經濟學: 日常餐飲現象中的經濟學 賈岷江著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391 社會網路關係強度視角下的創業行為研究 任迎偉著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76 管理資訊成本論 符剛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13 市場培育與拓展 馮婕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37 創新與發展 周小其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44 中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全面風險管理 周脈伏, 周蘭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51 中印經濟轉型與發展模式比較 龔松柏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612 經濟管理實驗教學平臺建設研究 羅勇, 東奇等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629 中國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經驗研究: 基於家族涉入視角的分析周立新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636 管理學原理 那薇, 周洪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650 規劃悅讀12週: 唱歌謠,學數學. 上 朱良才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667 規劃悅讀12週: 唱歌謠,學數學. 中 朱良才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674 規劃悅讀12週: 唱歌謠,學數學. 下 朱良才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681 規劃悅讀12週: 唱歌謠,記單字 朱良才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698 規劃悅讀40天: 讓女孩最出色的傑出女性故事 謝英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704 規劃悅讀40天: 高智商青少年最喜歡讀的科學家故事張金豹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711 規劃悅讀40天: 高財商青少年最喜歡讀的企業家故事呂家宇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728 規劃悅讀40天: 讓男孩最優秀的傑出政治家故事張靜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735 規劃悅讀42天: 青少年最具競爭力的生存智慧 郭茂榮主編; 孫維嬌副主編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742 規劃悅讀42天: 青少年成長最經典的人生哲理 郭茂榮主編; 胡飛躍副主編 2020-03-00 第1版 其他 1

9789577359759 規劃悅讀42天: 讓青少年最有出息的成功哲學 郭茂榮主編; 盧啟生副主編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9766 西方現代美術流派(彩色版) 胡泊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780 外國美術簡史(彩色版) 呂美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797 大明也確診: 皇朝的封城日記 陳旭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803 品牌不逆襲,就關門大吉: 從大麥克身上學到區塊鏈行銷術鄭聯達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810 負利率時代: 別讓銀行偷走你的錢 劉華峰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827 一本書搞懂雲端計算、物聯網、大數據 楊正洪, 周發武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834 規劃快題設計: 設計方法與案例分析(彩色版) 韋爽真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3801 蒸鮮鍋食譜 王寶惜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511 Love!Sylvia!!希維亞性感寫真書 希維亞作 2018-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7227 科技巨頭神器下放民間: 流式處理唯一選擇Kafka朱忠華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807258 統計之美: 人工智慧時代的科學思維 李艦, 海恩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807265 HBase應用大神: OpenTSDB時序式資料庫詳解 百里燊編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807272 CV+AI自己動手完成圖像搜尋引擎 明恒毅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5501259 人類智慧的神殿: AI知識圖譜實作 潘志霖等編著; 王昊奮, 漆桂林, 陳華鈞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266 一本書精通Python: 爬蟲遊戲AI完全制霸 鄭秋生等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273 矽谷工程師爬蟲手冊: 用Python成為進階高手 黃永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280 演算法: 最強彩色圖鑑+Python程式實作: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303 橫跨Android及Apple的神話: 用Dart語言神啟Flutter大業何瑞君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310 行動裝置上的AI: 使用Tensorflow on iOS Android及樹梅派王眾磊, 陳海波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327 站穩AI大師的第一步: 最直覺機器學習 王聖元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334 Python邁向領航者之路: 超零基礎 洪錦魁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569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聽力測驗 顧曉明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53576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口說測驗 Jason Buddo, 謝璿蓁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53583 A++閱讀通 堂奧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53590 A++閱讀通 堂奧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888905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聽力測驗(試題本) 顧曉明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8929 A++文法通 齊斌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825 時尚模特兒 葉立誠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832 修憲風雲錄: 凍省祕辛 呂學樟著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202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9-04-00 第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648219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9-04-00 第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646895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8-09-00 第一版 其他 第10冊 -2

9789869646895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8-09-00 第一版 其他 第10冊 3

9789869646895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8-09-00 第一版 其他 第10冊 -3

9789869646895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8-09-00 第一版 其他 第10冊 3

9789869646864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9-01-00 第一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9646871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8-11-00 第一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9646888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2018-11-00 第一版 其他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268 寂寞終站 班尼迪克.威爾斯(Benedict Wells)著; 姬健梅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2275 終結狩獵的女孩 大衛.拉格朗茲(David Lagercrantz)著; 顏湘如譯 202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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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幼兒月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凱奇時尚造型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智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36

送存冊數共計：136

常富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505 國際扶輪3461地區地區年會年度報告書. 第2屆 許高山編錄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8400 拒絕毒害反毒宣導暨繪畫比賽得獎作品成果專輯. 2019許銘德總編輯 2020-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526 被動瑜伽輔助 Kenneth Chen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430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 民國110年 黃學劼編纂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629447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10年 黃學劼編纂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907 Buddy English. Vol.1, Monkey Dance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9-08-00 初版 0 1

9789869813914 美語巴弟. 第七冊, 雷根糖熊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13921 美語巴弟. 第二冊, 加油,小小鴨!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9-12-00 其他 1

9789869813938 美語巴弟. 第三冊, 木乃伊機器人!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13952 美語巴弟. 第四冊, 玩水派對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13969 美語巴弟. 第五冊, 冰淇淋車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13976 美語巴弟. 第六冊, 河狸的新家 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705 六大類食物與醣類份數計算 陳宇清等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0413 國際兒童英檢進階單字書 吳詩綺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821 運動翻轉孩子的未來: 從0歲開始運動 Glenn Doman, Douglas Doman, Bruce Hagy作; 啟端感覺統合編譯部譯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21838 手能生巧: 讓孩子快快樂樂寫字 吳端文, 陳韻如合著 2020-01-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853 我的第一本越南語會話 克氏妝著 2018-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058 全新開始!學日語文法 藤井麻里著; 許竹瑩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065 新制多益入門指南 Hackers語學研究所著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089 我的第一本韓語聽力課本 趙才嬉, 吳美南著 2019-08-00 其他 1

9789864541096 新制多益TOEIC聽力解題策略+擬真試題 劉樹燃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102 我的第一本阿拉伯語課本 金材姬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119 新制多益TOEIC閱讀解題策略+擬真試題: 掌握真正會考的核心概念,一次抓住應試重點,一本攻破所有複雜又困難考題的密技鄭在賢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126 實境式照單全收,圖解法語單字不用背 Sarah W. Auda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133 專賣在美國的華人!英文萬用短句5000 Chris Suh著 2019-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41140 世界第一簡單!TOEIC TEST新制多益必考閱讀 關正生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157 世界第一簡單TOEIC TEST新制多益必考聽力 關正生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12972 經濟數學基礎 王國政, 趙坤銀, 王萬禹主編 2018-07-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崧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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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端感覺統合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健維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被動瑜伽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福堂曆書館

國際扶輪3461地區總監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里中興扶輪社



9789576813016 運籌學 羅劍, 李明主編 2018-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3610 金融英語閱讀 周婧玥主編 2018-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3801 公共經濟學 臧文君, 張超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3924 實用大學英語翻譯手冊 朱豔, 王宏宇編著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266 手機終端軟件開發實驗Android版 羅文龍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327 經濟模型與MATLAB應用 孫雲龍, 唐小英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358 現代經紀人理論與實務教程 陳淑祥, 張馳, 冉梨編著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389 旅遊產品開發與管理 王冬萍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419 新編預算會計 羅紹德, 鄔勵軍主編 2018-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814532 企業經營與ERP沙盤模擬實訓教程 任志霞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556 社會經濟統計學: 原理與Excel應用案例分析 唐金華等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785 旅遊規劃開發 李益彬, 芮田生, 耿寶江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792 國際金融原理 何澤榮主編 2018-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814822 新編成本會計 凌輝賢等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839 會計學原理 王竹萍, 詹毅美主編 2018-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4952 秘書工作綜合實訓 楊珈瑋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010 中級微觀經濟學 李毅, 張樹民主編 2018-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171 企業戰略管理 宋寶莉, 黃雷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263 質量管理 楊小杰, 陳昌華主編 2018-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294 中級財務會計 羅紹德主編 2018-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815560 證券投資實務: 了解中國證劵市場 林雨, 劉堂發, 湯恒主編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577 中國銀行綜合業務實驗實訓教程 郭靜林主編 2018-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867 外匯交易實驗實訓教程 趙朝霞主編 2018-09-00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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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160487 大胖和小胖 潘小慶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494 大黑熊和小刺猬 楊永青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00 飛來峰 馮健男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17 悟空擒玉兔 毛水仙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24 留取丹心 楊永青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31 真假孫悟空 潘小慶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48 神女峰的傳說 馮健男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55 梁山伯與祝英台 楊永青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62 童年是一首歌 李勇劍著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79 嫦娥奔月 毛水仙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86 諸葛恪得驢 楊永青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593 龍王公主 潘小慶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609 燧人取火、神農嘗百草 武建華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616 斷織勸學、與眾不同 武建華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623 鯀禹治水 武建華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630 臘八節的故事 方駿繪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0722 香港申訴專員制度研究: 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視角陳志勇編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026 刻印時代: 古籍歷史與文化內涵 孫鵬飛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071 啟蒙經典: 家教蒙學與文化內涵 陳書媛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088 教化於民: 太學文化與私塾文化 李勇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101 農學春秋: 農學歷史與農業科技 李姍姍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347 古老行業: 三百六十行由來發展 蒲永平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507 古都遺韻: 古都的厚重歷史遺韵 張學亮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644 經典民居: 精華濃縮的最美民居 劉干才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682 文化主體: 天人合一的思想內涵 楊國霞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699 美食中國 錢佳欣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705 酒香千年: 釀酒遺址與傳統名酒 董勝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030 一本書教你打造超級爆款IP 柏承能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047 工學結合教學的有效性探索 李繼中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054 人文日新: 文學素養基礎讀本 邱道學主編; 朱亮, 胡靜, 陳媛媛副主編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061 眾籌的價值與風險 湯珂, 張博然, 鐘偉強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078 職業生涯規劃與管理 石建勛編著 2019-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162085 雲時代的舞弊審計: 基於國家治理的新策略 張莉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092 版式設計與創意 王斐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08 首席增長官: 從CMO到CGO 王賽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15 能源互聯網發展研究 能源互聯網研究課題組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39 超級IP: 互聯網時代如何打造爆款 戴京京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46 解讀網際網路金融 黃淩靈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53 服務型製造: 基於「互聯網+」的模式創新 李剛, 汪應洛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60 企業融資: 從天使投資到IPO 廖連中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77 設計問題: 創新模式與交互思維. 第三輯 布魯斯.布朗等主編; 孫志祥, 辛向陽譯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84 老年常見疾病中期照護實施手冊 秦明照, 王雲主編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191 自己動手寫分布式搜尋引擎 羅剛, 崔智杰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207 股權激勵操盤手冊: 知名企業高管十六年股權激勵實踐總結黃治民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214 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基礎設施規劃、投資及其經濟效應: 基於中國西北內陸三省兩區的實證研究阮青松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221 新形勢下中國投入產出核算的變革與實踐 王勇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429 手機攝影構圖大全: 輕鬆拍出大片味兒 構圖君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436 大數據、資料探勘與智慧運營 梁棟, 張兆靜, 彭木根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443 人力資源大數據應用實踐: 模型、技術、應用場景王愛敏, 王崇良, 黃秋鈞著; 王通訊主審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450 大數據金融與徵信 何平平, 車雲月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467 網頁布局與配色實戰 鐵鐘編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542 生物駭客？基因啟迪時代來臨,DNA也可以被編輯任博文(Brian Winston Ring)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573 決策的演化：從卜筮到大數據, 預測與決策的智慧朱書堂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740 歸來最美的詩經 李顏壘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771 武林末日記 田歌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62818 天下第二人 田歌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62832 天下第二人 田歌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62856 可穿戴設備: 移動的智慧化生活 徐旺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863 實戰大數據: 行動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應用 李軍, 張志科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870 從零開始學貴金屬投資 周峰, 韓炳剛, 朱偉偉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887 新型員工關係管理實務 李志疇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894 績效管理從入門到精通 胡勁松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00 一本書玩轉行動支付 海天理財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17 上承策略下接人才: 人力資源管理高端視野 潘平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24 淘寶網開店、裝修、推廣一本通 陳志民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31 輕鬆玩轉理財產品大全集 海天理財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48 實戰大數據: 客戶定位和精準行銷 李軍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55 CGMA管理會計實踐案例集 郭曉梅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62 實戰大數據: MATLAB資料探勘詳解與實踐 許國根, 賈瑛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86 Python程式設計: 從基礎到開發 夏敏捷, 楊關主編; 張惠檔, 張慎武, 宋寶衛副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2993 中國鐵路發展與改革研究 王慧英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06 牛郎織女 方駿繪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13 探綠: 居住區植物配置寶典. 南方植物卷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20 少兒美術教程.創意線描畫 姜燕飛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37 SSAT官方指南解析 索寰等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44 中國創新創業教育論 楊雪梅, 王文亮等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51 Android開發入門百戰經典 張亞運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68 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研究 陳錫文, 韓俊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75 Python 3.5從零開始學 劉宇宙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82 跨越藩籬: 光影世界中的「詩意情境」 李文寧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099 Android開發: 從0到1 趙志榮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105 H5+行動行銷設計寶典 蘇杭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112 我是催眠師,不是仙姑 管玲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228 他的青春不是你的人生: 當叛逆期遇到更年期(叛逆期與更年期的衝撞)謝蘭舟, 劉燁編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242 俗 趙惠玲,劉燁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280 本草綱目自助餐 許承翰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327 保證不腦殘的歷史智慧: 九十位知名導師用故事教你逢凶化吉山陽, 劉燁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334 經濟學祖師爺向自尊開了槍：道德情操論的心靈雞湯林真如,劉燁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365 無腦讀史記 歐陽翰,劉燁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372 翻轉資治通鑑 歐陽翰,劉燁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389 數位影像處理高級應用: 基於MATLAB與CUDA的實現趙小川, 何灝, 王軍正編著 2019-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163396 應用物理學簡明教程習題指導書 錢錚, 王海雲, 唐茂勇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02 SharePoint Server 2016 IT Pro部署指南 劉俊哲, 劉中正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19 陸股主升浪之巧取豪奪 張華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26 X3D互動遊戲交互設計: 可穿戴式互動技術 張金釗, 張金鏑, 孫穎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33 大數據搜索與探勘及視覺化管理方案: Elastic Stack 5: Elasticsearch、Logstash、Kibana、X-Pack、Beats高凱主編 2019-12-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163440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高薪運維入門 孫亞南, 李勇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57 科技論文的規範表達: 寫作與編輯 李興昌編著 2019-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163464 給想當程式設計師的你: 程式設計師面試寶典與進階祕笈鄭萌主編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71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認知與農戶農業經營行為關係研究龐輝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88 Tableau數據視覺化從入門到精通 王國平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495 Windows 10應用維護辦公大全 叢硯敏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3501 會不會聊天啊: 教你天橋下說書人的本事！ 劉惠丞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532 管子的正確打開方式 山陽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617 作墨子的CEO門徒 歐陽翰,劉燁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648 神諭：創世起源-聽上帝說故事 李彥舒,劉燁編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655 品牌 崔英勝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709 定、靜、安、慮、動 歐陽翰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996 從飛行員到 IBM 總裁: 敢於夢想,並忠實於夢想的小托馬斯.沃森趙一帆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098 時尚品牌之王: 服裝設計大師皮爾卡登 趙一帆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238 全球富豪都在學的典範-美國工業神話: 安德魯.卡內基胡元斌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238 全球富豪都在學的典範-美國工業神話: 安德魯.卡內基胡元斌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245 從塑膠「花」跡的世界地產超人: 李嘉誠 李丹丹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269 微軟的窗戶: 強硬的比爾蓋茲帝國 張學文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276 被咬一口的蘋果: 賈伯斯的數位智慧時代 李連成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283 野馬的逆襲!拯救克萊斯勒的男人,艾科卡神話 孫鵬飛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290 日本經營之神不是塑膠做的!松下幸之助的Panasonic物語李樂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306 大學生心理健康與人生發展 肖宇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337 全球最大柑仔店Wal-Mart: 沃爾頓的銅板信條 周麗霞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344 襲捲全球金融的量子風暴: 貨幣投機沙皇索羅斯劉力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368 It's a SONY盛田昭夫 李勇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375 壟斷市場,奴役金錢的大慈善家: 洛克菲勒 劉超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399 世紀新「梅」體: 梅鐸的新聞娛樂帝國 王金鋒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405 從世界船王到亂世銀行家: 包玉剛的海陸空霸業郭豔紅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412 社交力: 從會哈囉開始 劉惠丞, 劉燁編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474 現代企業外交家: 南北韓和平使者鄭周永 顧文州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2481 為世界裝上輪子: 讓現代工業開始快速轉動的福特烏日克著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111 共好共學: 日本教育參訪成果彙編. 106學年度 梁惢怡等作; 楊美伶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584128 喜歡學習: 全國創新教學參賽方案彙編. 107學年度古雅慧等作; 楊美伶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584135 探究思考: 數學探究教學實踐與反思專刊. 108學年度陳姿婷等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7695 日本經典童話故事. 新美南吉篇 新美南吉作; 山本峰規子插畫; 謝若文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725 新制多益全攻略: 培養聽力閱讀實戰能力!完全自學NEW TOEIC元靜書, NEXUS多益研究所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749 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遇(精裝珍藏版)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譯委員會譯2019-12-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7107763 法國人每天必說生活單字 宮方由佳著; 稻葉由美繪; 陳琇琳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667 幸福吹笛手 黃揚婷, 鐘曼綾, 曾慧真著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6000 標竿數獨.入門篇 張惠雄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17 標竿數獨.基礎篇 張惠雄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24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31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48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55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62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79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16086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516093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516109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清歡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294

送存冊數共計：296

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笛藤



9789865516116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516123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516130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516147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516154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415 泌乳支持技巧操作手冊 王淑芳總校閱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407 九評共產黨 大紀元系列社論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77421 六指醫手: 為無明點燈 溫嬪容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71214 君子慎獨: 大學新解 許輝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71221 道法自然: 老子新解. 1 許輝著 2020-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38 尊道貴德: 老子新解. 2 許輝著 2020-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45 我的兄長梁啓超 梁啓勛, 吳其昌著 2020-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52 我的祖父譚嗣同 譚訓聰著 2020-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69 我的姐姐秋瑾 秋宗章著 2020-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76 從譚鑫培到余叔岩 齊如山著 2020-01-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905 Decoding chinese grammar Will W. Zhang著 2019-08-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742 普洱茶 鄧時海著 2019-09-00 第六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6388 孫子兵法完全使用手冊: 其疾如風 左逢源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01 山海經密碼. 卷一: 遠古密碼 霧滿攔江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32 不念過去,不畏將來 凌越編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49 法醫昆蟲. 第一季, 蟲屍語 王文杰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6456 生氣不如爭氣,抱怨不如改變 黛恩編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63 十四分之一. 卷伍, 驚魂十四日 寧航一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70 鬼話連篇. 伍, 瑪卿迷蹤 青丘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87 鬼話連篇. 陸, 河伯泣 青丘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94 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 創造價值篇 江映雪編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17 活學活用讀心術全集 王照編著 2019-08-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6531 用幽默的方法,說出你的看法全集 文彥博編著 2019-08-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6555 山海經密碼. 卷二: 黑色慾望 霧滿攔江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93 山海經密碼. 卷三: 歷史密隱 霧滿攔江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09 山海經密碼. 卷四: 渾沌風情 霧滿攔江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16 漢朝那些事兒之項羽與劉邦 月望東山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23 把人看到骨子裡全集 王照編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6630 換個角度,就能讓自己幸福 梁亦薰編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47 孫子兵法完全使用手冊: 其徐如林 左逢源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61 別為小事鬱悶全集 凌越編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92 心放寬,道路就會變寬 楚映天編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15 孫子兵法完全使用手冊: 侵掠如火 左逢源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46 把話說進心坎裡 陶然編著 2019-10-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6753 活在當下,才能真正放下 千江月編著 2019-10-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6760 你是天真,還是愚蠢? 夏洛克編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84 別讓小事綁架自己 宋時雨編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壺中天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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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96852 先做好準備,再等待機會全集 容曉歌編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76 孫子兵法完全使用手冊: 不動如山 左逢源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90 凶宅怪談 風雨如書作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13 用幽默代替沉默全集. 人際EQ篇 賽德娜著 2019-11-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6920 你一定要學的人性厚黑學 公孫龍策著 2019-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44 用平常心面對困境 連城紀彥著 2019-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68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三國奇謀妙計 羅策著 2019-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75 換個思路,就能找到出路 楚映天編著 2019-12-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6364 瞬間讀懂人心全集 陶然編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371 可以輸給別人,不能輸給自己. 肯定自己篇 王渡編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395 活學活用孫子兵法全集 王照編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18 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塞德娜編著 2019-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425 改變態度,才能改變自己的前途 黎亦薰編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00 選擇放下,活在當下 千江月編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24 後退一步,就會發現幸福 文蔚然編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48 別讓將來的你,瞧不起現在的自己 王渡編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62 別讓善良變成你的致命傷 公孫龍策編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79 操縱人心說話術全集 陶然編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586 用幽默輕鬆溝通全集 塞德娜 編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54 改變態度,就會改變你的高度全集 黛恩編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78 兼差陰陽官. 1: 都是鬼舅舅惹的禍 吳半仙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685 兼差陰陽官. 2: 打鬼也要有些智慧 吳半仙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08 向刻薄的人學習寬容全集 王渡編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22 兼差陰陽官. 3: 這票鬼怪有夠變態 吳半仙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39 兼差陰陽官. 4: 古墓裡有恐怖殭屍 吳半仙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77 三國演義厚黑講義 王照編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791 用幽默的心情,面對不如意的事情 文彥博編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07 卑鄙奸雄曹操. 1, 梟雄爭霸 疏星淡月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14 卑鄙奸雄曹操. 2, 千古奸雄 疏星淡月著 2019-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21 兼差陰陽官. 5: 這些妖仙可不好惹 吳半仙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38 兼差陰陽官. 6: 臥龍山天劫大殺陣 吳半仙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45 活學活用厚黑學全集 王照編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69 法醫偵查筆記 朱明川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883 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 江映雪編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06 優秀的人,不會讓情緒控制自己 文蔚然編著 2019-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37 要推銷東西,先推銷你自己 易千秋編著 2019-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51 老狐狸厚黑筆記 王照編著 2019-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82 我不是教你壞全集 王照編著 2020-0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6999 做人靠智慧,做事靠謀略 金澤南著 2020-01-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438 玉髓真經 (宋)張子微撰; (明)劉允中註; 蔡季通發揮 2019-07-00 三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995 爆笑科學王. 8, 精神研究化石 辛泰勳著; 羅承暈繪; 林純慧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886208 爆笑科學王. 9, 精神的昆蟲世界 辛泰勳著; 羅承暈繪; 游茵茵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0567 化工裝置.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顧永傑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0581 基礎化工.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劉秉烜, 張文瀚, 李安成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09 農業安全衛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紀柏任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16 丙級中式麵食水調麵類: 冷水麵食、燙麵食學術科解析劉發勇, 黃維如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23 乙級中式麵食水調麵類: 冷水麵食、燙麵食、燒餅麵食學術科解析劉發勇, 黃維如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47 底盤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謝國慶, 鄭永成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54 動物保健實習.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林佑上, 蘇耀期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61 牧場管理實習.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劉珊伃, 吳惠娟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普天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集文



9789869881678 農園場管理實習.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洪進雄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85 植物識別實習.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黃佳盛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692 動物營養實習. 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林佑上, 謝豪晃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003 基本電學(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張文田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010 機件原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蔡正樑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027 電系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吳忠原, 謝其龍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034 電工電子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黃敏雄, 張建亨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041 食品加工實習.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劉厚蘭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998 窺郵管見 趙岳著 2020-05-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904704 集郵彙報. 2020年(第32卷) 游振傑主編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4034 工業配線寶典. 有接點篇 簡子傑, 簡詔群編著 2020-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454 醬料生的臨床共筆 許淳貞等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8482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文博均等編著 2020-02-00 3版 平裝 1

9789577848499 臺灣地區「台獨」組織研究(簡體字版) 陳先才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8505 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張嘉齡等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8512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銀階認證試題指南井柏紳等編著 2020-04-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8529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2020年 程健行等編著 2020-01-00 5版 平裝 1

9789577848536 遊程規劃: 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計 陳瑞倫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8543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2020年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等編著 2020-03-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7848581 餐飲英文 胡宜蓁, 張郁英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6605 Beware of the guinea pigs!! 王涔羽(Herta)圖.文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905 七真史傳暨五祖七真著作 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 玄德作 2019-07-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7107 智慧父母心: 遇見更好的未來 張永州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3001 物理. B.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 陳冠宏, 賴佳儀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018 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講義 吳秀蓮編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93025 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講義 吳秀蓮編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032 商業概論. 上, 隨堂講義 林格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049 數學. A.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 李秀芳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056 數學. A. 二, A+課堂講義 李秀芳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063 數學. B.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 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070 數學. B. 二, A+課堂講義 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3087 數學. C.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 陳吳煜,馬雅筠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9335 物理. B.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 陳冠宏, 賴佳儀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行天下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玄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旦高中第59屆醫科面試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郵文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富民文教機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620 山野詩集一百六十首 池錦祥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2058 Shake: project fulfill art space 08-18(中英對照) 黃建宏等專文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076 一百天快速學中醫診斷 吳鴻洲, 方肇勤, 程磐基合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6090 快速了解各種飲食宜忌 柯友輝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07 養生要從五臟六腑開始 李春深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14 簡易取穴快速記憶速成法 崔曉麗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21 跟君子有約: 在全球化風險中找出路 周慶華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38 小材大用常見食材: 蔥、薑、蒜、韭、醋、茶 張耀庭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45 微表情心理學: 一眼就能看穿他人的內心世界 王志豔作 2020-03-00 增訂版 平裝 1

9789869831352 韓非子全書 韓非子原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69 君王論: 世界最完美的君王之道 尼古洛.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76 靈異語言知多少 周慶華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383 微反應心理學: 瞬間猜透對方內心的真實意思 王華志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5569 臨床醫學術語解析 李香君等作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5576 解剖學 廖美華等編著; 王愛義主編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5583 健康促進: 理論與實務 王秀紅等著 2020-04-00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064 出埃及記 謝溪海著 2019-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70071 杏樹枝. 11: 使徒行傳 羅馬書 哥林多前後書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088 永存的冠冕: 李佳恩詩歌作品集. 2 李佳恩著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797 運用班佛定律Benford's Law進行舞弊鑑識查核 黃秀鳳作 2020-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9895903 資通安全查核: SAP ERP權限管理查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2020-03-00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052 全球化與行政治理. 二: 邁向十五週年論文選集 張執中等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069 國際關係學(簡體字版) 林宗達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54076 國際關係學(簡體字版) 林宗達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54083 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集(簡體字版) 孫廣德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487 音樂之鑰 梁竹君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593 生活英語單字超短迷你句 張瑜凌編著 2020-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9871006 出差英文1000句型 張瑜凌編著 2020-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9871013 每日一句日語懶人會話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20-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9871020 一般人最常犯的100種英文錯誤 張瑜凌編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博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傑克商業自動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杏

送存冊數共計：10

項全機械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就在藝術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395 祖孫情 楊桂惠, 李元寧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48199 Excel VBA程式設計: 生活應用與遊戲入門 張大成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205 租稅各論與查核實務. 系列III 林裕哲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212 兼顧大學社會責任的企業倫理教學與社會實踐 楊泰和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805 八里龜馬靈山紫皇天乙真慶宮祈安三朝清醮成果集冊陳品元等編輯 2020-03-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8168 自然無為的老莊哲學 慧鈺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8182 不要一個人吃飯: 教你從零開始做人脈 白山編著 2019-11-00 2版 平裝 1

9789869788199 12星座人生全攻略 朦朦夫人編著 2019-12-00 2版 平裝 1

9789869847605 做個「快」樂的人: 心理健康完全使用手冊 小林慧美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612 做人厚黑學: 做人要有底牌,做事要有王牌 關力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629 生活保健全書: 每天都做得到的健康小撇步 顧勇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636 改變心境的勵志名言: 一句座右銘,一種新人生 冶函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643 做人的7種智慧: 活用厚黑學,妙用潛規則 胡細明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650 血型使用說明書: 從血型特質來掌控他人心理 孫靈嵐編著 2020-02-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7667 用人靠技巧,管人靠智慧 : 用人管人學100招 王來興編著 2020-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7674 你認識誰,決定你是誰?: 人脈經營黃金法則 賀斐編著 2020-04-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847681 說話的分寸: 說好話,不如把話說好的7個要訣 萬劍聲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180 十八.八十 綠蒂作 2020-05-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1806 讓世界看見台灣人的奮鬥精神 華品文化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1813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1 華品文化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359 熊讚牌蜂蜜2.0 易昀作; 亨利達達繪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3373 網絡英雄傳之黑客訣 郭羽, 劉波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2910 micro:bit 程式設計萬花筒 蔡佳倫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927 LibreOffice Writer 6.X文書萬花筒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934 LibreOffice Impress 6.X簡報萬花筒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143 睡前15分鐘打造英語單字即戰力: 利用「睡前20倍的最強記憶力」,有效牢記常用英文單字Michael Yang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5617 家的幸福味道: 60道不麻煩、健康又省錢的家常菜好滋味,即使一個人也能在家好好吃頓飯凌尒尒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5624 睡前15分鐘打造英語會話即戰力: 利用「睡前20倍的最強記憶力」,讓英文聊天超流利!黃琪惠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55631 睡前15分鐘打造英語會話即戰力: 利用「睡前20倍的最強記憶力」,讓英文聊天超流利!黃琪惠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55648 一本掌握萬用英文片語: 活用200個高頻動詞延伸學習680個關鍵片語,不論考試、口語表達都好用Michael Yang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55655 睡前15分鐘打造英語聽力即戰力 Michael Yang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無限可能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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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3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普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紫皇天乙真慶宮管委會

送存冊數共計：4

普林特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9003 全方位英語大師1200單字學習寶典: 詞素卡x多功能字卡,唯一一本雙卡牌單字書,完整解構基礎單字,增強記憶學習效果蘇秦, 周儀弘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9041 全國高中生英文單字比賽冠軍的私密筆記: 英文字神教你三大記憶法,帶你從學習中脫困,大考逆轉勝莊詠翔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9058 用單字DNA聯想策略,瞬間記單字: 字首字根字尾＋聯想助記法,用熟悉單字延伸記憶10倍單字量耿小輝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709 中韓國際當代美術交流展. 2019: 當代藝術的紅地毯許敏雄總策劃 2019-08-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7212 中國歷代亡國之君 趙樹漢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458 經濟發展新論與願景 吳文進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595 與我同行: 露營探險遊美國 秋亞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652 方言聖經打字機(輸入法)電腦程式 林泰鐘(Jonathan Lin)作 2020-05-00 其他 1

9789869632669 萬民方言聖經音譯工具箱(使用說明書) 林泰鐘(Jonathan Lin)作 2020-05-00 其他 1

9789869632676 萬民方言聖經音譯工具箱(簡體使用說明書)(簡體字版)林泰鐘(Jonathan Lin)作 2020-05-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213 呂學成翰墨雅集 呂學成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5398 諸子百家的故事: 您好,孔子 洋洋兔編.繪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9075404 諸子百家的故事: 您好,孟子 洋洋兔編.繪 2020-04-00 平裝 1

9789579075411 諸子百家的故事: 您好,老子 洋洋兔編繪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9075428 諸子百家的故事: 您好,莊子 洋洋兔編繪 2020-05-00 平裝 1

9789579075435 諸子百家的故事: 您好,韓非子 洋洋兔編繪 2020-06-00 平裝 1

9789579075442 諸子百家的故事: 您好,鬼谷子 洋洋兔編繪 2020-06-00 平裝 1

9789579075459 圖解地藏經 釋心田編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75466 圖解易經智慧寶典: 精解64卦384爻 唐頤編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263 Speed up. 4, student book editor Ryan Ybanez, Maxine Chen, Lilia Chen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527 遇見巴曲花波: 關於人格、脈輪、情緒與量子醫學實證許心華, 謝昊霓作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34 慈悲善終: 社工師的臨床陪伴日誌 林怡嘉, 吳宛育等作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41 罹癌又怎樣?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編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58 「泌」壺裡的癌變: 直擊泌尿腫瘤,癌症治療全攻略謝登富作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65 生命之謎 VS. 量子糾纏: 關於生命、大腦、情緒、意識與量子醫學實證許心華, 謝昊霓作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72 伴,安寧緩和護理札記 汪慧玲等作; 吳翔逸主編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06589 超強心肺免疫力: 養心淨肺抗病排毒 歐瀚文等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607 凝視生活: 林家弘 林家弘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視界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琥珀動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冠拼音書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554 Butter 柚木麻子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0580 杜拉克談行銷與創新 王霆著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603 悟得循環真諦在: 燒餅歌與推背圖的故事 劉伯溫, 李淳風, 袁天罡著; 張英基, 董文林釋疑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0733 楚國八百年 馮知明著 2019-07-00 平裝 1

9789865670801 神控天下. 5: 對戰 我本純潔著 2019-09-00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818 神控天下. 6: 暗算 我本純潔著 2019-09-00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825 尋找生命的根源 黃耿亮著 2019-08-00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900 區塊鏈財富革命 李光斗著 2019-10-00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931 開啟內在智慧 唐宏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70948 笑談西方思想史 閑茶著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5670962 高齡者的新視界 王宗一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0986 鸛鰈情深 Jillian Marie Shea著; 李臺芳翻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756 生死之輪 祈竹仁寶哲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763 死亡與轉生: 中陰身的秘密和轉世之道 羅德喇嘛著; 林慧卿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770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述 智顗大師著; 寶靜法師講述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4456 推背圖中的未來: 從全球預言看紫薇聖人 天際雲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5742 測驗達人: 生理學題庫 陳韋玲著 2019-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803 兒科護理實習手冊 吳淑芳等合著 2019-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5810 藥理學 黃安正等合著 2019-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5827 水產概論 邱萬敦等合著; 黃榮富主編 2019-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834 新編社區衛生護理學 林綽娟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1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5841 脊髓灰白質炎 汪蕙蘭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858 旅館管理 黃建超等合著 2019-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5865 解剖生理學護理考試經典祕笈 李靜恬, 高駿彬, 黃薇如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5872 新編食品工程學 徐詮亮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889 食品衛生與安全 曾浩洋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六版 精裝 1

9789863625896 健康保險 楊志良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5902 導覽解說 張睿昇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5926 照顧概論 簡慧雯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5933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5940 食品分析實驗 王美苓, 周政輝, 晏文潔合著 2019-08-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5957 公共衛生概論 劉明德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5964 社會工作概論 王文娟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5971 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鄭聰旭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5988 餐飲成本控制 李蓓芬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5995 實用食品加工學 林淑瑗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10-00 五版 精裝 1

9789863626008 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必勝手冊 周政輝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6015 生物化學 林冠語等合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022 臨床生化學 方偉宏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039 變態心理學 楊啟正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046 失智症照護 林育德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060 新編食物學原理 陳肅霖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6077 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 陳德昇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6084 新編人體解剖學 吳俊義等作;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6091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6107 實用生物學 賴靜瑩等合著 2019-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6114 膳食設計實驗 林佳育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6121 現代運動管理學 陳鴻雁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6138 基礎生物學 賴靜瑩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6145 安寧緩和護理學 李佩怡等合著 2019-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6152 護理考試叢書. 九, 藥理學(精選題庫) 詹婉卿, 翁逸奎編著 2019-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6176 幼兒教保概論 林純雯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6183 美容職場英文 卓志誠, 陳曉靚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190 兒童發展評估手冊 劉淑惠, 林淑靖編撰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206 數位模擬人進階運用於多元教學課程之教學實踐張淑女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213 整合多元情境教學方法於護理專業課程之教學實踐張淑女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格那企業

凱特文化創意



9789863626220 烘焙學 盧訓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19-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6237 傷口護理實務手冊 羅淑芬編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6268 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 6, 神經疾病物理治療學 吳育儒, 陳淑玲編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6275 新護理考試祕笈. 三, 婦產科學 羅惠敏等合著 2019-1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6282 尿液收集裝置技術報告 潘美玉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299 職能治療師精選題庫: 解剖生理學 鄭承鴻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312 新編兒童福利 馮瑜婷等作 2020-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6329 多元教學法引發學生學習意願之教學實務及應用: 以設計領域教學為例邱迺懿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6336 新護理考試秘笈. 7, 解剖生理學 張勝豐編著 2019-1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6343 組織社會學: 多樣化社會創造未來 施勝烽, 黃秀莉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807 SEAAIR annual conference prceedings. 2019 the 19th蘇聖珠主編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5207 簡單&實用,初學縫紉也ok!: 布.包&衣北歐風創意裁縫特集臺灣喜佳(股)師資群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283 福氣滿屋!可愛&人氣的房子造型拼布特集 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290 皮革x布作!初學者的手作錢包: 一次滿足錢包控的45枚紙型x97個零錢包、短夾、長夾、口金包超值全收錄越膳夕香著; 楊淑慧譯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306 鄭子太極拳三十七式 賴月英著 2020-04-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025313 好好車!家用縫紉機就OK!生活感手作帆布包&布小物日本VOGUE社授權; 鄭昀育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320 斉藤謠子的手心拼布: 可愛感滿滿的波奇包.口金包.收納小物斉藤謠子著; 楊淑慧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337 手作人の刺繡歲時記: 童話系十字繡VS質感流緞面繡日本VOGUE社授權; 周欣芃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344 大玩春色印花布!豐富生活色彩的好心情日常布作BOUTIQUE-SHA授權; 翟中蓮, 彭小玲, 周欣芃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351 殿下的日常 蝴蝶Seba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368 設計師媽咪親手作.可愛小女孩的日常&外出服 鳥巢彩子著; 洪鈺惠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375 超可愛的鳥兒刺繡圖案350選 E&G CREATES編著; 黃詩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382 超實用波奇包小教室 日本VOGUE社授權; 周欣芃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399 KURAI.MUKIの手作包超級基本功2: 45個紙型全收錄!縫紉新手不NGの布包製作攻略KURAI.MUKI著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405 Patchwork拼布教室. 18: 療心手作,把春天納入拼布的提籃圖案特集BOUTIQUE-SHA授權; 彭小玲,林麗秀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412 擬真美的立體紙花&花飾 山﨑ひろみ著; 羅晴雲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429 服裝設計師教你紙型的應用與變化.自己作20款質感系手作服月居良子著; 洪鈺惠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3802 黃贊倫設定集 黃贊倫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021 勇敢.用桿: 法拍屋快樂賺錢術 林廸重, 方耀慶作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805 墨藝奇趣 鄭紅雪, 黃嘉瑤執行主編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014 吳耿禎: 篝火合歌(中英對照) 吳耿禎等策劃編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20021 樸素高貴: 廖修平的藝術歷程(中英對照) 林柔安策劃編輯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804 幫我換藥 馬尼尼為詩.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811 爸爸是怎樣練成的: 二十首屎尿齊飛的爸爸經 鴻鴻主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雲清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藝文學院群英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超展開策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華夏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9789868456259 窸窸窣窣 中田郁美作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70430 多變量分析: SPSS的操作與應用 林震岩編著 2018-05-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7389 陳錦釗自選集: 小說、子弟書論文集 陳錦釗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396 傳講、記憶、文化: 民間文學的傳統與現代 蔡蕙如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419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十七 王見川等作; 范純武主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426 善書、經卷與文獻. 一 王見川等作; 范純武主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488 近代兩岸觀音信仰的新探索 李世偉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624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產業與海洋文化的展開 松浦章等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654 絕對機密指考數學甲模擬試卷及解析 高秋生, 湯朝旭, 林興慶編著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480661 絕對機密指考數學乙模擬試卷及解析 高秋生, 湯朝旭, 林興慶編著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480678 滿級分主題式學測試題解析. 數學科 張欽展編著 2019-07-00 平裝 1

9789864480685 考前33天國文科學測魔考特訓(選擇題) 楊墨國文大漢團隊編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4480692 考前33天學測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魔考特訓 楊墨國文大漢團隊編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4480708 絕對機密學測英文科模擬試卷及解析 儒林補習班英文科名師群編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4480715 EZ100高中地理. 第一冊: 108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周鴻海等編著; 周明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806 龍的傳人: 靈性覺醒 曾惓慈, 游承曉, 蕭旭志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6604 空門 林穎襄作 2020-03-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52850 秘境: 現代性圖象探究 許敏雄著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0079 一片OK絆: 愛與同情心的小故事(彩圖版) 威廉.H.麥加菲編著; 李佳東編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0086 一顆黑珍珠: 戰勝自己 走向成功的小故事 威廉.H.麥加菲編著; 李佳東編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3968 蕭湘相法全集. 三, 專論眼神氣色之部 蕭湘居士著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3975 悠影梅花 王磊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982 八字實戰精細神 劉天煌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3999 紫微斗數密碼全攻略 林辰熹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826 陰盤奇門遁甲真的很神奇 李羽宸, 黃恆堉合撰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3974 中級會計學原理 林蕙真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73981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2020-05-00 第十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73998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2020-05-00 第十一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証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彙文化工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視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喜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9773 好萊塢劇本標準格式: 華納編劇權威11堂課,如何把好故事寫成一部成功劇本克里斯多福.萊利(Christopher Riley)作; 林郁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834 泰國我的菜!: 泰菜的身世、餐桌文化和美味奧祕姜立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841 1分鐘救命關鍵!: 你一定要知道的居家急救手冊洪子堯著 2020-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9199858 拯救悲傷的一年: 追憶後治癒,我這樣找回了我自己安妮.吉斯雷森(Anne Gisleson)作; 嚴麗娟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865 世界第一美味蛋料理!入口即化、蓬鬆柔軟、滑嫩多汁,用8000顆蛋打出的最強食譜松浦達也作; 王淑儀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872 人生夢幻絕景：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歐洲最美小鎮蘇瑞銘, 鄭明佳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889 人在大唐怎麼活？ 侯悅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995 時間管理的30道難題 電腦玩物站長Esor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6903 流金歲月: 王迎春探索心境創作展 張國傑, 王迎春總編輯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866910 警界儒將蔡俊章2020畫展精選 蔡俊章作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725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8 Imran Durrani主編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595 走著橋: 這是一本攝影集 阮璽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940 國會助理工作手冊. 2020 田麗虹著 2020-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01964 色鉛筆繪畫質感特訓班: 15堂讓人怦然心動的彩繪課飛樂鳥工作室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4376 AWS實戰: 快速開發、建立、部署應用程式 Aurobindo Sarkar, Amit Shah著, 錢亞宏譯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4344475 C++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實務 吳燦銘著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499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Python 吳燦銘作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505 網路行銷: SEO.社群.廣告.大數據.AI行銷.聊天機器人.Google Analytics 的12堂必修課胡昭民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512 Windows駭客程式設計: 勒索病毒加密篇 北極星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529 C Traps and Pitfalls中文版 Andrew Koenig著; 高巍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536 Excel VBA經典程式碼: 一行抵萬行「偷懶程式碼」應用大全Excel Home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344543 Excel VBA經典程式碼: 一行抵萬行「偷懶程式碼」應用大全Excel Home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344550 輕鬆學會iPhone App實作開發: 精心設計17個Lab讓你輕鬆上手黃士嘉, 張力元著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4344567 macOS活用萬事通: Catalina一本就學會! 蘋果梗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574 學會多媒體設計的12堂黃金入門課: 免費軟體活用教室鄭苑鳳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581 e科技的資安分析與關鍵證據: 數位鑑識 王旭正, 林祝興, 左瑞麟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598 絕讚數位插畫繪製. 3: CLIP STUDIO PAINT PRO人物的描繪方法完全解說乃樹坂くしお著; 羅淑慧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604 敏捷大師精選 Michael de la Maza, Cherie Silas編著; 林哲逸, 敏捷大師群組翻譯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611 機器學習工程師面試全破解: 嚴選124道AI演算法決勝題完整剖析葫蘆娃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642 圖說演算法: 使用Java 吳燦銘, 胡昭民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659 Python: 期權演算法交易實務180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666 贏在起跑點！FB+IG+LINE 社群媒體操作經營活用術: 12堂一定要懂的聚客利基,提升精準行銷爆發力鄭苑鳳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666 贏在起跑點！FB+IG+LINE 社群媒體操作經營活用術: 12堂一定要懂的聚客利基,提升精準行銷爆發力鄭苑鳳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673 資料結構初學指引: 入門精要版 陳錦輝著 2020-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4697 區塊鏈: 不可不知的金融大未來 陳根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03 最新C#程式設計入門與實務: 百分百自學手冊 彭建文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10 iOS 13 App程式開發實務心法: 30個製作專業級iOS App完全實戰攻略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27 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2020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34 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2020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41 Python GUI程式設計: PyQt 5實戰 王碩, 孫洋洋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4758 CentOS Linux 8實務管理應用 酆士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65 特徵工程不再難: 資料科學新手也能輕鬆搞定! Sinan Ozdemir, Divya Susarla著; 莊嘉盛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72 Facebook互動行銷: 社群微型創業經營夯+廣告成效好還要更好,做好臉書行銷第一步,基本功/便利技都在這!鄭苑鳳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796 Kotlin權威2.0: Android專家養成術 Josh Skeen, David Greenhalgh著; 王明發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圓設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童話國際

創意市集



9789864344802 深度學習的數學: 用數學開啟深度學習的大門 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著; 楊瑞龍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19 Excel VBA超效率工作術: 無痛學習VBA程式&即學即用!200個活用範例集讓你輕鬆上手楊玉文, 陳智揚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26 TensorFlow 2.0 深度學習快速入門 趙英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33 網路行銷: 8堂一點就通的基礎活用課 吳燦銘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40 scikit-learn新手的晉級: 實作各種機器學習解決方案Gavin Hackeling著; 張浩然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57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C++超效解題致勝秘笈吳燦銘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64 從零開始學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 李馨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71 SketchUp 2020室內設計繪圖實務 陳坤松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88 Windows駭客程式設計: 勒索病毒. 原理篇 北極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895 讓TypeScript成為你全端開發的ACE! 黃俊鑫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901 Android TDD測試驅動開發 陳瑞忠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918 運算思維修習學堂: 使用Python的10堂入門程式課吳燦銘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925 工業4.0的物聯網智慧工廠應用與實作: 使用Arduino.Node-RED.MySQL.Node.js王進德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4956 Office2016商務應用: 8堂一點就通的基礎活用課吳燦銘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7005 Gateway to the Vajrayana path Khenpo Tsultrim Lodro Rinpoche[作]; Translated by Dekyi Drolma, Lorraine Wu Chen2019-07-00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5623 身體原來是這樣 Jennie Maizels撰文; William Petty繪圖 2019-09-00 精裝 1

9789578705760 手指點讀雙語有聲大書 2019-12-00 精裝 1

9789578705777 是誰藏在沙漠和海裡? author Pavla Hanáčková; illustrator Linh Dao 2019-11-00 精裝 1

9789578705784 是誰藏在森林和雪地? Author Pavla Hanáčková; Illustrator Linh Dao 2019-11-00 精裝 1

9789578705791 我的大日子 Author Pavla Hanáčková; Illustrator Julie Cossette 2019-11-00 精裝 1

9789578705807 你好,四季! Author Pavla Hanáčková; Illustrator Julie Cossette 2019-11-00 精裝 1

9789578705814 泰迪的車庫 Author Petra Bartíková; Illustrator Katarína Macurová 2019-11-00 精裝 1

9789578705821 泰迪的花園 Author Petra Bartíková; Illustrator Katarína Macurová 2019-11-00 精裝 1

9789578705838 泰迪的廚房 Author Petra Bartíková; Illustrator Katarína Macurová 2019-11-00 精裝 1

9789578705845 泰迪的農場 Author Petra Bartíková; Illustrator Katarína Macurová 2019-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6119 雪域之寶: 香仁波切略傳 善聞文化創意編輯整理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602 送出祈禱之聲 伊芙琳.伊頓(Evelyn Eaton)作; 黃裳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660 Swift程式語言. 一, 教師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2677 Swift程式語言. 一, 學生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91202 mBot自走車: 教師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91219 mBot自走車: 學生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91226 Swift程式語言. 二, 教師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9891257 Swift程式語言. 二, 學生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9891271 App基礎課程學習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4-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155 F-16戰隼式戰機 Jウイング編集部作; 陳冠敏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977 ESP32程式設計. 基礎篇 曹永忠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984 ESP32程式設計. 基礎篇(簡體中文版) 曹永忠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991 ESP32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 曹永忠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博聞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裳元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實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善聞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4

喇榮文化



9789869882903 ESP32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簡體中文版) 曹永忠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2927 ESP32S程式教學. 常用模組篇 曹永忠等著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2934 ESP32S程式教學. 常用模組篇(簡體中文版) 曹永忠等著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192 越南人輕鬆學中文 鄧應烈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1929 Hello we: occupations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36 Hello we: numbers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43 Hello we: actions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50 Hello we: transportation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67 Hello we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74 Hello we: size & measurements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81 Hello we: animals. 2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98 Hello we: animals. 1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03 Hello we: family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10 Hello we: clothing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27 Hello we: house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34 Hello we: parts of body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41 Hello we: place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58 白鵝 謝武彰文; 鄭淑芬圖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65 野狼 謝武彰文; 鄭淑芬圖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72 怪怪龍捲風 謝武彰文; 鄭淑芬圖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89 螞蟻王 謝武彰文; 鄭淑芬圖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096 葫蘆棗 謝武彰文; 鄭淑芬圖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02 瓶子裡的狐狸 謝武彰文; 鄭淑芬圖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19 猜猜歇後語: 小蛇吞大象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26 猜猜歇後語: 老虎趕牛群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33 猜猜歇後語: 爬上馬背想飛天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40 猜猜歇後語: 豬八戒吃人參果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57 猜猜歇後語: 犬守夜,雞司晨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64 猜猜歇後語: 老牛拉車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71 猜猜歇後語: 殺雞焉用牛刀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88 猜猜歇後語: 龍王靠邊站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195 猜猜歇後語: 猴子坐滑竿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201 猜猜歇後語: 獅子捉老鼠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218 猜猜歇後語: 拾柴打兔子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225 猜猜歇後語: 狼跑了,羊保了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355 雲門教室快樂動身體影音誌. 第五期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362 雲門教室快樂動身體影音誌. 第六期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379 快樂動身體影音遊戲書: 猜猜我是誰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386 雲門教室快樂動身體影音誌. 第七期 智趣王編輯小組,雲門教室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502393 雲門教室快樂動身體影音誌. 第八期 智趣王編輯小組, 雲門教室編著 2019-11-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706 九月良心 高志政編著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822 白宗仁水墨創作展作品集 白宗仁[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913 應用寫作一本通. 試題篇 蔡娉婷著 2018-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38937 古典新頁 蔡娉婷編著 2019-04-00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課師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創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筑墨軒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趣王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282 機械工作圖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 張木生, 吳清炎, 李建億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299 電腦輔助設計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林似諭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1208 生涯規劃(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 吳秉純, 陳曉柔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1215 美術. 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 溫慶昇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1222 電工機械.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1239 數位邏輯設計(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5188 發聲: 蘭登書屋羅伯特.伯恩斯坦為出版與人權奮鬥的一生羅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 道格.梅里諾(Doug Merlino)著; 許絜嵐譯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5195 哲學家陪你看電影 梁家瑜, 蔡士瑋合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408 運動場上的哲學家: 高中體育課裡的哲學思考 鍾芝憶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8415 暫停抄寫: 高中國文課的哲學 江毅中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779 因為被需要,所以幸福: 創造工作喜悅的社會企業小松成美作; 林尚興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2786 牆國誌: 中國如何控制網路 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著; 李屹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9901 性,愛與筆記 本生燈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99918 當星星殞落 莫斯卡托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899932 SCID-異鄉人 莫斯卡托著; 芬塔繪 2020-03-00 第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99949 SCID-異鄉人 莫斯卡托著; 芬塔繪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99963 但凡死者都姓蘇 本生燈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606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3, 實踐夢想的故事 林玉卿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3620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5, 台灣創業的傳奇 林玉卿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71379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執行成效評估之研究 陳清溪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409 耳鳴的美麗與憂愁: 耳鳴精準舒緩治療 黄俊豪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416 醫護術語 Davi-Ellen Chabner作; 林素戎譯 2020-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4471423 考銓政論: 國家考試暨文官制度興革 趙麗雲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430 戰爭與和平: 莫札特小提琴奏鳴曲K.873、普朗克小提琴奏鳴曲及普羅高菲夫小提琴奏鳴曲Op.94a之樂曲分析與演奏詮釋謝士雲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2826 羅阿姨課堂: 羅寒蕾聊工筆 羅寒蕾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833 色鉛筆的萌貓彩繪 福阿包等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840 色鉛筆的萌犬彩繪 福阿包等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857 色鉛筆的可愛貓咪 福阿包等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864 色鉛筆的可愛寵物 福阿包等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871 色鉛筆的可愛動物 福阿包等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13403 日文漢字一把抓: 常用漢字表 何必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410 伊索寓言(中日對照) [萬人出版社有限公司]編輯 2020-05-00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萬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道上的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一代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薩GLORY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游擊文化

華興文化



9789869418133 卡比爾的秘密 奧修(Osho)作; 嘎根(Gagan)譯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8140 愛的路徑 奧修(Osho)作; 嘎根(Gagan)譯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5808 遊山玩水旅遊同業手冊. 2020/109年 賴燿村總編輯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804 阿鎧老師小一先修班: 幼兒的讀寫.專注力遊戲 張旭鎧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859 步驟圖解感覺統合生活訓練技巧: 提升幼兒精細動作能力遊戲鴨下賢一著; 林慧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5934 施工圖學: 建築與結構施工圖的繪製原理與應用許玉明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958 高普考建築工程營建法規 Wei著 2020-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5965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一本專為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書王英欽著 2020-01-00 五版 精裝 1

9789577055972 營建法令輯要. 108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5989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2020-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577055996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謝仰泰著 2020-03-00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68277 圖解數學強棒教室 謝風媛, 陳紅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253 乙丙級中式麵食加工檢定考照寶典 羅勻彤,洪淑卿,陳麒丞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291 圖解菜根譚大全 (明)洪應明原著; 王靜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68307 圖解論語大全 張超群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6611 巴菲特新策略: 只有一條路不能選擇 那就是放棄 只有一條路不能拒絕 那就是成長艾格丹(Simon Aghdam)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28 將軍趕路 不追小兔: 天下事皆成於專注 不斷用鞭子猛力抽打 陀螺才會持續旋轉艾華特(Hayley Ewart)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35 西點軍校投資學: 你不必提任何藉口 請就-只是告訴我結果 你不必做更多的解釋...艾華特(Hayley Ewart)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42 永遠相信美好的事情 即將發生 賀以禮(John Healy)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59 多重收入研究所MW: 我的成功來自兩個人 一個是我的父親 另一個是中國哲學家荀子艾華特(Hayley Ewart)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66 邱吉爾投資學: 如果你對每隻向你吠叫的狗 都停下來扔石頭 你永遠到不了目第地艾華特(Hayley Ewart)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73 當假老虎遇到真老虎時: 夢太深難以清醒 話太滿難以圓通 調太高難以合聲 事太絕難以進退彭博(Alex Bloomberg)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80 人性的弱點. 1: 愚昧的堅持一直是狹隘者的心魔 目光如豆的人始終將它奉為圭皋彭博(Alex Bloomberg)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697 人性的弱點. 2: 成功不必在我 但歷史將漏記一筆 成功若是在我 財產名聲追加一筆彭博(Alex Bloomberg)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03 人性的弱點. 3: 投機是豐富了記憶 蒼老了容顏 投資是迎來了春光 送走了冬寒彭博(Alex Bloomberg)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10 華爾街理財聖經: 凡是幸福所無法滿足的神往 其他任何靈丹也都無法滿足韋柏(Brian Web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27 忽然變成億萬富翁: 成功並非終點 失敗也非末日 最重要的是朝正確的目標的堅持艾華特(Hayley Ewart)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34 是什麼决定百分百的人生? 能認識別人是財富 能被眾人認識是智慧 能認識自己是幸福柯爾(William Cole)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41 女祕書第38條潛規則: 女人的美麗是跟著傾聽成長的 感恩是唯一不會傾頹的男性美柯爾(William Cole)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58 短線交易就能賺30%: 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永遠的利益艾華特(Hayley Ewart)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65 穩賺不賠的投資法: 人無金錢 百事難行 如肯相助促成 使我腰纏萬貫 學富五車芮恩(Thomas Ryan)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72 天道酬勤不酬怨: 地道酬善不酬惡 人道酬誠不酬欺 商道酬信不酬騙 業道酬精不酬庸奧利佛(Manlio Oliv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89 當卡內基超越卡內基: 人都一個樣 認不清自身問題 還長著一張喜歡說教的嘴奧利佛(Manlio Oliv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796 從合夥人到公開上市. 1: 你若成功了 放個屁都有道理 你若失敗了 有道理也是放屁史樂山(PatrickSlosa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02 從合夥人到公開上市. 2: 不屬於我的雨傘 我寧願淋雨走路 不屬於我的真愛 我也不會挽留你史樂山(PatrickSlosa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19 從合夥人到公開上市. 3: 舞臺再大 自己不上臺 只是觀眾 平臺再好 自己不參與 只是外人史樂山(PatrickSlosa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26 男人女人都喜歡. 1: 男女渴望與他人親密接觸及其付出 正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經濟要素桑奇士(Nate Sanchez)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33 男人女人都喜歡. 2: 相遇是春風十里 原來是你 相愛是山長水闊 最後是你桑奇士(Nate Sanchez)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40 男人女人都喜歡. 3: 一個人只追求幸福 實際上是適得其反 最後他們會失去所有的幸福桑奇士(Nate Sanchez)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57 成功男人這麼做. 1: 觀人於臨財之際 觀人於臨難之時 觀人於忽略之前 觀人於酒後之間桑奇士(Nate Sanchez)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64 成功男人這麼做. 2: 活著就是勝利 賺錢只是遊戲 快樂才是目第 長壽更是真諦桑奇士(Nate Sanchez)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71 成功男人這麼做. 3: 我堅信自己 只需要很短的時間 就能做出具有真正影響力的產品桑奇士(Nate Sanchez)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88 美元美債美軍三位一體: 一個勝利者不會一開始就放棄 而一個放棄者永遠也不會勝利彭博(Alex Bloomberg)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88 美元美債美軍三位一體: 一個勝利者不會一開始就放棄 而一個放棄者永遠也不會勝利彭博(Alex Bloomberg)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895 黃金比例價值線: 走在人生路上 清醒時做事 糊塗時運動 大怒時休息 獨處時思考奧利佛(Manlio Oliv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01 當沖K線圖譜: 沒有失敗的成功者 只有成功的失敗者 沒有失敗 只有失敗者布魯斯(Marc Bruce)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經史子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遊山玩水旅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父母



9789863916918 人生不能錯過的5件事: 一是回家的末班車 二是最深愛的人...三是留下名聲資產齊曼(Keith Zeman)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25 永遠要記住的10句話: 一顆閃亮鑽石勝過百粒珍珠 一事關鍵立功勝過百人推崇卡林(Peter Carlin)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32 億萬富翁座右銘: 罪惡穿上金甲 公理便不能刺穿 罪惡只披破衣 乾草都可戳穿它布魯斯(Marc Bruce)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49 亞洲最有價值的公司: 世上什麼繩索最堅靭?恩愛索 世上什麼刀劍最鋒利?智慧劍布魯斯(Marc Bruce)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56 遇見你真好 遇到我更好: 因為不忘初心 所以始終圓滿 雖然初心易得 但是始終難守賀以禮(John Healy)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63 佛陀教您如何理財: 不凡的高度開始於艱難之路 我們總是堅持選擇對的道路費雪(Patrick Fish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70 當財富成功與愛來敲門: 去年受惠你受寵若驚 今年受惠你讓給貧困 後年受惠你加倍報恩高樂(Dyanna Goll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87 直通內心最深處: 男人一直富貴騰達的真正原因 女人總是有伴被愛的深層原因費雪(Patrick Fish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6994 這個時代最有良心的人: 人見人窮繞著走 狗見家窮死也守 水不撩不知深淺 人不拼怎知輸贏彭博(Alex Bloomberg)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07 高級證券分析: 我感到自己在與命運同行 過去的所作所為 不過是為這考驗做準備古德諾(Alex Goodenough)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14 股票技術分析: 證券市場中最暗淡 最冰冷的待遇 留給頂部過熱時 仍瘋狂進場的人辛格森(Lau Thygesen)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21 艾略特波浪法則: 真正的才華是體現在對於未知、危險和矛盾的信息的判斷之中伯恩思坦(Pat Bernstein)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38 開盤168法: 當你瞭解你的天命 並且每天努力實踐 你的人生與財富將從此改變索倫提諾(Peter Sorrentino)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45 心理學自證預言: 生物本能的潛意識 決定了你能否心想事成 第六感常會神奇的應驗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52 坐擁百萬美鈔不是夢: 理想與現實之間都有障礙徘徊 動機與行為之間都有幻想誘惑賽斯(Gabriel Saez)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69 帕金森四大定律: 不要整天抱怨眾人欠了你什麼 實際上眾人根本不在意你是誰魏爾(David Weill)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76 量價操盤Ｋ線大師: 今生你有兩個去向 一是讓一萬個人來養你 另一個是你養一萬個人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83 卡內基賺錢潛規則: 命運不是靠機緣 而是你的抉擇 命運不是等來的 而是你爭來的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090 Ｋ線創新高62次: 機會每年都有 這是你不能錯過的歷史時刻 這是你翻身致富的時刻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06 姻緣天注定 財富可改定: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是前世注定事莫錯過姻緣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13 成功者找方法 失敗者找藉口. 1: 短暫交往可聽言語 長期交往要看德行 一生交往則重人品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20 成功者找方法 失敗者找藉口. 2: 不是每一塊石板底下都有蠍子 在上百塊石頭底下才捉到一隻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37 成功者找方法 失敗者找藉口. 3: 平凡女性比漂亮女性更瞭解男人 漂亮的女人並不需要去體貼男人佛拉笛(Paul Fouladi)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44 今年投資什麼都賺錢: 靜中藏一個爭字 穩中藏一個急字 愈想爭愈要靜 愈心急愈要穩奧利佛(Manlio Oliver)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327 法相之美: 觀音佛畫特輯 向誼庭等編輯 2019-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0102 瓢蟲找媽媽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0119 瓢蟲找媽媽: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0126 瓢蟲找媽媽: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0133 小蜜蜂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0140 螢火蟲探險去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0157 小螞蟻爬呀爬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0171 膽小的河豚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0188 剪剪剪什麼呢?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0195 我喜歡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3707 鴨子!別跑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3714 肚子餓的小黑狗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33721 肚子餓的小黑狗: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738 肚子餓的小黑狗: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745 小蜜蜂: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752 小蜜蜂: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769 小螞蟻爬呀爬: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776 小螞蟻爬呀爬: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783 海龜在哪裡?: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3790 海龜在哪裡?: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6104 螢火蟲探險去: 教學手冊. 第二冊(13-24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6111 螢火蟲探險去: 教學手冊. 第一冊(0-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6215 板橋地圖散步趣: 社後地區百年時空探索 林秀美, 田瑞菊田野採訪; 林秀美主編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7206 走看野柳-尋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漁村文化生活協會作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瑪鋉漁村文化生活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新北市枋橋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5

新北市三德畫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158 藝海樂遊: 新北市民公益書畫展. 108年 劉秀梅總編輯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5220 荀子與現代管理哲學 魏元珪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742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著; 倩玲譯 2019-07-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1900759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原著; 文潔若譯 2019-09-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1900766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著; 滕若榕, 郭美惠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944 圖說簡明潘醫師健康經穴指壓操 潘隆森編著 2020-05-00 增修八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9005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20 胡王杰等執行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906 顯密地道建立: 顯密修證階位 至尊法幢吉祥賢, 永津央金噶維羅卓著; 釋緣宗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1072 快樂之歌 彌勒大道總會基金會資料彙整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7607 在流放地的影像: 聞海電影研究 曹愷等著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609 藝覽芳華: 新竹市美術協會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旗艦展彰化縣文化局員林演藝廳特展. 2020江雨桐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8672 建築風水論 胡肇台編著 2019-01-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689 金剛經六祖口訣 六祖惠能大師講述 2019-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696 守護靈溝通卡 林顯宗, 謝幸儒作 2019-03-00 2版 平裝 1

9789577858702 道鐘警明 道一宮至釋堂弟子編輯 2019-03-00 3版 平裝 1

9789577858719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 斌宗老法師述; 賴仲奎編校 2019-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726 佛說阿彌陀經(手抄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9-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58733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手抄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9-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58740 東華帝君木公大天尊啟蒙真經、東華帝君木公大天尊修道妙經(二合經) 2019-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7858757 佛說無量壽經 曹魏康僧鎧譯 2019-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58764 地藏菩薩本願經(手抄本)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2019-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58771 邁向另一維度 林顯宗作 2019-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58788 地藏菩薩本願經(國語注音版) 2019-06-00 四版 其他 1

9789577858795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注音版) 2019-10-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588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注音版) 2019-10-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58818 慈悲三昧水懺法(注音版) 2019-06-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58825 壽生經(手抄本) 2019-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8832 地藏菩薩本願經(注音版) 2019-08-00 五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傾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群生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裕民汽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遊目族文化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



9789577858849 陽宅風水指南. 2020 胡肇台編著 2019-10-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856 飛星紫微斗數<>: 廣義的基礎論斷訣 梁若瑜作 2020-01-00 一版5刷 精裝 1

9789577858863 靈籤解說: 六十甲子籤詩解 葉山居士著 2020-02-00 2版 平裝 1

9789577858870 古今擇日 郭芬鈴編著 2020-02-00 2版 平裝 1

9789577858887 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 2020-02-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894 玉皇上帝宥罪錫福寶懺(國語注音) 2020-03-00 一版二刷 其他 1

9789577858917 六十仙命配二十四山 林琮學著 2020-04-00 3版 平裝 1

9789577858924 兄弟房分講話 郭芬鈴著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931 做禪 楓濤, 軍韜作 2020-04-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2828 我是國寶: 台灣萍蓬蓮 吳聲淼文字; 湯敏繪圖 2019-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8507 海陸客語宋詞三百首 賴興源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3729 歲月游藝: 新竹縣書畫藝術學會美展專輯 盧雲珍總編輯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141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109 黃偉哲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162 加勒比海遊記: 環遊寰宇百國紀念 葉民松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8276 你的煩惱其實別人也有 法嵐.皮塔德菈(Fran Pintadera)文; 克利斯坦.伊納哈(Christian Inaraja)圖; 陳怡婷譯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8290 請再多下一點雨吧! 李旭宰文.圖; 陳怡妡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82309 你喜歡的動物園是牠想逃離的地方 許禎允文; 高貞順圖; 陳怡妡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82316 就是愛自拍! 林尹美文.圖; 魏嘉儀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3524 葉櫻與魔笛 太宰治作; 吳季倫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3531 與押繪一同旅行的男子 江戶川亂步作; しきみ繪; 既晴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3548 蜜柑 芥川龍之介作; げみ繪; 黃詩婷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3555 檸檬 梶井基次郎作; 黃詩婷譯 201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3586 日本最美建築遺產群 美しい町研究会作; 賴惠鈴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647 和裝角色繪製&設計 ユニバーサル, パブリシング編著; 張懷文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39 玻璃的殺意 秋吉理香子作; 洪于琇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46 手的繪製訣竅: 動畫導演.神志那弘志的人體部位插畫講座神志那弘志作; 蔡婷朱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53 5材料X3步驟下班後的法式料理 サルボ恭子作; 黃詩婷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60 無蛋奶 不過敏 自然食材烘焙坊 石井織繪作; 林美琪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77 扶桑花女孩梨梨亞: 沖繩秘境自駕遊 梨梨亞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84 蔬菜水果乾料理實驗室 濱田美里作; 邱顯惠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791 蔬果花草共生祕訣 木嶋利男作; 元子怡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807 「烘焙前置作業」3堂課 做出誘人甜點蛋糕 熊谷裕子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814 「Bluff Bakery」名店麵包配方の家庭研究室 榮德剛, 高橋雅子作; 洪沛嘉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821 嚴選雞尾酒手帖 渡邊一也監修; 沈俊傑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838 對不起,長這樣!深海生物圖鑑 新野大監修; 丁冠宏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845 魅力穿搭!漫畫女生服裝技巧書 STUDIO HARD Deluxe作; 劉蕙瑜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852 紗代流 無印收納哲學 小西紗代作; 龔亭芬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869 拉麵開店技術教本: 名店湯頭.自製麵條.配菜 柴田書店編著; 潘涵語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技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明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書畫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竹縣兩河文化協會



9789864013883 如果恐龍在你身邊!多大隻? 小林快次監修; 黃詩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06 24H紐約漫旅 朝日新聞出版編; 沈俊傑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13 文藝復興很有事! 壺屋美麗作; 徐承義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20 最快護眼法 日比野佐和子作; 童唯綺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37 美麗刺繡時光: 小物＆飾品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黃詩婷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44 大和御廚: 魚料理 遠藤十士夫作; 蔡婷朱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51 過敏性食物小圖鑑 赤澤晃監修; いとうみつる插畫; 沈俊傑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68 食品添加物小圖鑑 左卷健男監修; いとうみつる插畫; 黃詩婷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75 公主殿下: 美肌魔法時光 たなか しん著.繪; 涂雪靖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3982 12個月 新手種菜大圖解 板木利隆作; 王幼正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4002 魔女復甦 中山七里作; 沈俊傑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4019 感染症菌娘圖鑑 醫療美術部作; 王幼正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4026 抗菌藥兵團圖鑑 黑山政一, 小原美江, 村木優一著; 丁冠宏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4033 防疫抗癌!最強蔬菜湯 前田浩, 古澤靖子作; 林美琪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4064 這是花子獻給花子的花物語 木爾チレン作; 緋華璃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1311 曬青春: 我們終將遇到更好的自己 阿莫學長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1359 星卡大師 蝶之靈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791342 生存進度條 不會下棋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91366 星卡大師 蝶之靈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791373 生存進度條 不會下棋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791380 貓貓躲貓貓 一輛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1397 星卡大師 蝶之靈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849302 星卡大師 蝶之靈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849326 如果能好命,誰想要歹命: 大維老師開運紫微牌陣大維老師, 青小鳥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1773 教父 馬里奧.普佐著; 黃煜文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664 老負鼠的貓經 T.S.艾略特著; 陳蒼多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72671 謎: 請勿在此丟棄屍體 東川篤哉作; 鄭舜瓏譯 2019-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718 佛教就是爆炸: 加乃觀音降臨 岡本加乃子作; 王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725 美麗與毀滅 費茲傑羅著; 王文娟譯 2020-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272732 群山淡影: 石黑一雄作品集 石黑一雄著; 林為正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232 綠川: 點點滴滴的日子 林良哲文字 2019-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891 VIOLa: 小荳小芽中提琴 吳英杰作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3083 雲林縣文學與文化研究論集 謝瑞隆, 蕭蕭主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236 左傳英華 張高評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250 兒童文學與書目. 四 林文寶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274 記憶與認同: 灣生鈴木怜子及其<>研究 蔡知臻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281 鍵聲玉振 餘韻得傳: 葉鍵得教授榮退紀念文集 徐長安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304 彰化宿儒吳德功古文研究 田啟文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342 傳記研究論集 鄭尊仁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359 儒行與禮典: <>思想探究 徐其寧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410 南北朝詩歌韻轍研究 丘彥遂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427 日治臺灣小說源流考: 以報刊的轉載、改寫為論述核心許俊雅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434 唯思史觀: 洞悉人類文明進步奧秘的鑰匙 張躍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434 唯思史觀: 洞悉人類文明進步奧秘的鑰匙 張躍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441 <>三種譯本比對暨研究(全彩版) 果濱編撰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458 綴興集: 甲骨綴合與校釋 張宇衛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愛社享生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芽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愛呦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新雨



9789864783472 豈有不懂戀愛的菩薩 草川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496 嘉戎語卓克基話的話語研究: 韻律與語法 林幼菁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526 楊巨源先生遺稿 楊長流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533 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第十、十一屆林慶彰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533 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第十、十一屆林慶彰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3618 臺灣兒童圖畫書的興起與發展史論(1945-2016) 陳玉金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970 荷蘭: 簡約力與創意力 凃心怡作; 高智能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87 芬蘭: 教育力與設計力 李嘉玲作; 高智能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94 波蘭: 傳統力與科學力 李嘉玲作; 高智能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8303 韓國: 團結力與產業力 吳立萍作; 高智能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8310 以色列: 科技力與創新力 曾多聞作; 高智能繪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8365 中峰明本: 江南古佛 釋滿律編撰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8389 雲棲祩宏: 蓮池大師 釋空行編撰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6818 神秀禪師: 北宗禪之祖 李明書編撰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9022 我的同學是魔王怎麼辦!. 1, 異世界的新娘課程 翼翎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9749039 黑耀的葬冥師. 3, 籠中之鳥的哀歌 翼翎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751 美髮實務 宋英姬編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6392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速成 楊律師編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98 我的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法典 董謙編著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460 智慧財產法: 爭點隨身書 桑妮, 羅傑編著 2020-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6477 民法: 爭點隨身書 施宇宸, 苗星, 典熙編 2020-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6484 憲法爭點隨身書 呂晟, 湯米編著 2020-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6491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20-02-00 五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6507 老師解題 民法(身分法) 關欣編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514 老師解題 行政法(申論&測驗混合題) 郭羿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521 行政學: 全彩心智圖表 王濬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538 老師解題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 郭羿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545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爭點隨身書 苗星, 施宇宸, 陸奢編著 2020-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6552 中華民國憲法: 測驗題庫(一般警察) 郭羿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569 中華民國憲法: 測驗題庫(警察特考) 郭羿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576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誠 董謙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583 老師解題: 刑事訴訟法 戴蒙編著; 達克修訂 2020-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6606 老師開講: 民法物權 (通則‧所有權章) 廖毅編著 2020-03-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6613 上榜生必備的17種習慣 常揚等編著 2020-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620 老師解題: 刑法 陳介中編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6637 監所管理員: 測驗題 專業科 目四合一 霍華德等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644 老師解題: 民事訴訟法 王俊翔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651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Q&A 試題本+解析本保成名師聯著 2020-03-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6668 抉對選擇 刑法概要 柳震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682 公共管理: 全彩心智圖表 紀傑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705 公司法: 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 林彤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729 民法(身分法): 全彩心智圖表 梁維珊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736 司律第一試綜合法學 七小科立大功. 2020: 極重點整理+經典題演練棋許, 武羿編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743 老師開講: 民法物權(擔保物權章) 廖毅編著 2020-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6750 憲法: 全彩心智圖表 王為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767 刑事訴訟法: 速成 楊律師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774 公司法: 十四個最新修法申論考點&試題詳解 江赫編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781 老師解題: 民法(財產法) 宋定翔, 寶拉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798 民事訴訟法: 全彩心智圖 王俊翔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804 民法(總則): 全彩心智圖表 苗星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瑞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群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經典雜誌



9789864816828 行政法: 全彩心智圖表 柯釙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842 80/20法則: 國際法 (國際公法+國際私法) 重點整理+解題棋許編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6866 老師解題: 商事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保險法)蕭雄, 雋婕編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6873 刑事訴訟法: 全彩心智圖表 戴蒙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6880 老師開講: 勞動社會法 郭羿編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812 千年記憶 古韻之美 鄭正強作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4809 抉擇 日常老和尚講述;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95224 抉擇(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5231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二000年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05-00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95255 永恒的陪伴(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05-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5286 金光明經講記(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06-00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9598 誠品時光: 誠品と創業者吳清友の物語 林靜宜著; 橫路啟子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727 佛教原典巴利文-如法出家僧眾早晚課念誦經文常律法師著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732734 正德佛堂觀世音菩薩靈感無比救助無數信眾苦難之真實事蹟慈音雜誌社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32741 佛陀法語錄 常律法師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32758 佛陀法語短句 常律法師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765 授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常律法師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2772 常律老和尚教學生記英文妙法 常律法師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7142 劍魂如初. 3: 惟願星辰 懷觀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166 當最親的人成為傷痕 黃之盈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173 所謂時間管理,就是選擇性放棄: 上萬人成功驗證,時間規畫師的八大精簡法則少毅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180 幸好不漂亮 蕭綽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197 節慶與預感: 蜜蜂與遠雷.沒說完的故事 恩田陸作; 楊明綺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488 南開大學一百年 盧建榮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5546 拋開過去,重新創作人生 椎原崇作; 張翡臻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553 吉岡和哉AFV模型進階製作教範 吉岡和哉作; 楊家昌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560 上吧!漫畫達人必修課. 古風入門篇 C.C動漫社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577 從「自虐人生」超脫的100個祕訣! 崎本正俊作; 張翡臻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584 要問出好問題,你得先問問自己 松田充宏作; 邱心柔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591 全天然: 精油芳療指南 蘇珊.克媞斯, 派特.湯瑪斯, 法蘭.強森作; 鄭百雅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07 沖繩Perfect: 超完美旅遊全攻略 昭文社編集作; 郭家惠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14 咖啡冠軍 沙夏賽斯提作; 林潔盈譯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75621 東方奇幻少女設定資料集 紅木春作; 張維芬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38 真我覺醒之書 しみずたいき作; 林香吟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45 憑什麼他比我好? 大嶋信賴作; 陳聖怡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52 日本戰國武將大圖鑑 山村竜也監修; 歐兆苓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69 軍事模型製作教範: 以色列戰車篇 HOBBY JAPAN編輯部作; 楊家昌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76 生活萬物調查局. 2, 透視機械的運作奧祕 科學Production COSMOPIA作; 黃筱涵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音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誠品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慎信印刷



9789863775683 人際地雷區! 根本裕幸作; 陳聖怡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690 菜鳥主管的職場求生術 午堂登紀雄作; 蘇暐婷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06 從現在起,我決定過自己的人生 岡崎勉明作; 莊雅琇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13 實現願望的星座許願指南 鏡龍司作; 葉雅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20 一開口就暖心的讚美練習 仲龜彩作; 嚴可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37 3小時「日常心理學」速成班! 內藤誼人作; 陳聖怡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44 藥用植物大全 原島廣至作; 李依珊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51 靜物素描特訓班 阿部愛美編‧著; 洪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68 超深層心理測驗 中嶋真澄作; 洪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75 最新人體解剖圖典 艾莉絲.羅伯特作; 徐其昭, 黃瑞霖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82 從現在起,我決定不再低估自己 岡崎勉明作; 莊雅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5799 SCULPTORS. 2, 原創造型&原型作品集之世界觀玄光社編;YUMI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5800 晴空 Smile0704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739 噪音控制與防制 劉嘉俊, 盧博堅編著 2019-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30944 國家公園公共設施節能減碳暨規劃設計規範 歐文生, 廖明誠, 林詠軒著 2019-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0999 實用管理學 丁志達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982 醫院經營管理 黃崇哲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002 IFRS、利率與匯率風險將如何改變保險公司的經營?張士傑著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21689 Hyper-V虛擬化技術企業現場實戰(第二版) Patrick Lownds, Charbel Nemnom, Leandro Carvalho著; 胡為君譯2019-07-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2419 Power BI零售大數據分析應用 謝邦昌, 蘇志雄, 宋龍華作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2945 駭客的Linux基礎入門必修課 OccupyTheWeb著; 凱傲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2952 用Python快速上手資料分析與機器學習 寺田學等作; 許郁文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2969 電子商務概論與前瞻: 跨境電商、行動商務、大數據朱海成作 2019-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3270 Office 2019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287 跟我學Excel 2019從新手到精通快速提升工作效率(適用Excel 2019、2016、2013)劉緻儀, 江高舉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294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2019 王惠玲, 許文昌作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300 Python+TensorFlow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 超炫專案與完全實戰柯博文作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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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3324 實戰人工智慧之深度強化學習: 使用PyTorch x Python小川雄太郎原著; 許郁文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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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348 TensorFlow自然語言處理: 善用Python深度學習函式庫,教機器學會自然語言Thushan Ganegedara著; 藍子軒譯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355 一次學會Revit 2020: Architecture、MEP、Structure倪文忠作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362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 孫宏明作 2019-12-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23379 Java SE 12基礎必修課(適用Java 10-12,涵蓋OCJP與MTA Java國際認證)蔡文龍等編著; 吳明哲策劃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614 C++ Primer, 5th Edition(中文版) Stanley B. Lippman, Josée Lajoie, Barbara E. Moo著; 黃銘偉譯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621 實戰Web:Bit: 創客體驗x運算思維x物聯網實作 黃文玉作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638 圖解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 網路時代人人要懂的自保術增井敏克著; 楊季方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652 Python基礎必修課(含MTA Python微軟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蔡文龍等編著; 吳明哲策劃 2020-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3669 Android初學特訓班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01-00 九版 其他 1

9789865023676 Unity 3D遊戲設計實戰 邱勇標作 2020-01-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23683 iOS 13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5.1/SwiftUI框架: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著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690 實戰AI資料導向式學習: Raspberry Pi x深度學習x視覺辨識曾吉弘等作; 莊吳行世企劃編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706 LINE官方帳號2.0: 邁向百萬星級店家 劉滄碩著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713 Excel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適用Excel 2019/2016/2013)楊世瑩作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768 用micro:bit+Python寫程式當創客!培養創造力 李啟龍, 林育安, 詹庭任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775 用mBlock玩mBot機器人互動程式設計: AI人工智慧、IOT物聯網、ML機器深度學習王麗君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782 翻倍效率工作術: Excel職場最強急救包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867 JavaScript技術手冊 林信良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874 Windows Server 2019系統與網站建置實務 戴有煒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881 Python與LINE Bot機器人全面實戰特訓班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898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理論與Python實踐 黃日鉦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3959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POS系統)(109年版)楊潔芝, 楊麗文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3966 Excel商業智慧分析: 樞紐分析x大數據分析工具PowerPivot及PowerView王仲麒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062 非監督式學習: 使用Python Ankur A. Patel原著; 盧建成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微笑個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9789865024109 Access 2019嚴選教材!資料庫建立.管理.應用 楊世瑩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161 每天10分鐘學齡兒童親子英文: 日常生活用得上,英語能力自然會變強!Byoung-chul Min原著; 陳盈之譯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185 PHP7 & MySQL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 陳惠貞, 陳俊榮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4284 Python自學聖經: 從程式素人到開發強者的技術與實戰大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291 跟著實務學習Bootstrap 4、JavaScript: 第一次設計響應式網頁就上手(MTA試題增強版)蔡文龍等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4307 Visual C# 2019基礎必修課(適用2019/2017) 蔡文龍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338 A Tour of C++中文版 Bjarne Stroustrup原著; 楊新章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345 精通機器學習: 使用Scikit-Learn,Keras與TensorFlowAurelien Geron原著;賴屹民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352 AutoCAD 2020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綺, 劉庭佑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369 原型設計: 善用原型設計和使用者測試創造成功產品Kathryn McElroy原著; 王薌君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376 旅館客務實務 劉蓉錠, 林彥妘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4383 AKILA魔法教室: Google網路應用真精彩 呂聰賢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390 飲料實務 王淑媛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4406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適用Visual Basic). 2020版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413 SPSS 26統計分析嚴選教材(適用SPSS26-22) 楊世瑩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420 日檢N1全攻略: 只讀一本就合格 李致雨, 北嶋千鶴子著; 蘇琬清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4444 增壓的Python: 讓程式碼進化到全新境界 Brain Overland, John Bennett著; 張靜雯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451 Autodesk AutoCAD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適用AutoCAD 2017-2020 含國際認證模擬試題)邱聰倚, 姚家琦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468 資料視覺化: 製作充滿說服力的資訊圖表 Claus O. Wilke原著; 張雅芳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475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電子電路學 山下明原著; 衛宮紘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499 最親切的SEO入門教室: 關鍵字編輯x內容行銷x網站分析福田多美子原著; 許郁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505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 109年啟用試題林文恭, 葉冠君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512 跟我學Illustrator CC一定要會的美工繪圖技巧(CC/CS6適用)劉緻儀作 2020-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4529 AIoT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商機 裴有恆, 陳玟錡作 2020-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4536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109年啟用林文恭研究室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543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109年啟用林文恭研究室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550 Photoshop設計好入門(CC適用) Socym editorial divison原著; 吳嘉芳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567 Python程式設計的樂趣: 範例實作與專題研究的20堂程式設計課Eric Matthes原著; H&C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4581 網路架設乙級技能檢定術科實作 陳忠祥, 王慧珺, 黃閔祥著 2020-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4598 AKILA魔法教室: Web:Bit小創客學程式 黃文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604 Scratch 3.0多媒體遊戲設計& Tello無人機 林文恭, 吳進北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611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圖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4628 電腦會計IFRS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20-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4642 TQC+使用者介面設計認證指南: Adobe XD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基金會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659 AIOT與OpenCV實戰應用: Python、樹莓派、物聯網與機器視覺朱克剛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666 跟著實務學習Bootstrap 4、JavaScript: 第一次設計響應式網頁就上手(MTA試題增強版)蔡文龍等編著 2020-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4673 市場行銷實務250講: 市場行銷基礎檢定認證教材林文恭, 俞秀美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680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檢定完勝攻略 蕭中剛等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697 輕鬆玩Google漫步在雲端!一定要會的200+招實用密技黃建庭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703 旅館管理實務與應用: 德安資訊PMS系統: ERP學會旅館資訊系統應用師認證教材王文生, 陳榮華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4727 SQL Server 2019/2017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實務 陳會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734 文科生也能懂的Python程式設計: 用Python寫出高中數學解題程式谷尻かおり原著; 游子賢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758 圖解!一次搞懂資料庫 小笠原種高原著; 何蟬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802 我的超甜塗鴉日常: 畫出美好心情一定要的表情包!飛樂鳥工作室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2754 The pragmatic programmer(20週年紀念版) David Thomas, Andrew Hunt原著; 張靜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833 機器學習: 特徵工程 Alice Zheng, Amanda Casari原著; 楊新章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4994 Programming Pearls Jon Bentley著; 黃銘偉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07 AutoCAD 2020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綺, 劉庭佑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14 AKILA魔法教室: Google網路應用真精彩 呂聰賢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21 SQL達人的工作現場攻略筆記 ミック著; 許郁文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38 Access 2019嚴選教材!資料庫建立.管理.應用 楊世瑩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45 Visual C# 2019基礎必修課(適用2019/2017) 蔡文龍等編著; 吳明哲策劃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52 PHP 7&MySQL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 陳惠貞, 陳俊榮作 2020-06-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25069 網路架設乙級技能檢定術科實作 陳忠祥, 王慧珺, 黃閔祥作 2020-06-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5076 深度學習: 使用Keras Rowel Atienza著; 曾吉弘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83 Scratch 3.0多媒體遊戲設計&Tello無人機 林文恭, 吳進北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090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 理論與Python實踐 黃日鉦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5106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Google超極限應用鄧文淵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06-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25113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適用Visual Basic 2010-2013). 2020版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1799 創新管理 陳瑜芬, 劉家樺編著 2020-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809702 電子商務: 應用與科技發展 欒斌, 陳苡任合著 2019-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809757 國際物流與全球運籌管理: 工業4.0時代的轉型與應用游兆鵬, 吳水泉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5

送存冊數共計：95

滄海圖書資訊



9789869809771 企業經營與診斷 胡伯潛著 2019-12-00 增訂三版 其他 1

9789869809788 管理學 蔡敦浩著 2019-12-00 增訂三版 其他 1

9789869809795 企業概論 蔡敦浩著 2019-12-00 增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9859707 工作態度與倫理 黃坤祥著 2019-12-00 增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9859714 商用微積分 李政德, 陳卓泰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9721 總體經濟101 楊明憲著 2019-12-00 增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9859745 基礎數學 徐世敏, 劉珈銘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859752 一次搞定Python程式設計 蔡明志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9769 跨境電商國貿實務: 電商平臺實訓教程 吳中峻, 安晨妤, 黃美智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002 不懂「精準讀心」,就別想「精準成交」 張潛作 2019-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96019 刺蝟行銷學. 1: 原始碼: 掌控客戶的原始碼,就能掌控客戶的口袋羅毅作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96026 刺蝟行銷學. 2: 痛點: 搞懂對方的痛點,才能給他甜蜜點羅毅作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96033 刺蝟行銷學. 3: 警戒線: 誓死維護對方的警戒線,你就是他的自己人羅毅作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3750 財富管理: 理論與實務(投資組合) 鄭義, 臧仕維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745284 金融創新與商品個案 陳威光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45291 金融投資操作: 行情研判與K線交易 臧大年, 曾國展, 鄭雅瑄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6507 經濟學: 互動式教學 李東杰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6514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宇編著 2019-09-00 11版修訂 平裝 1

9789869796521 稅務會計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2020-03-00 8版 平裝 1

9789869796538 金融市場: 全球的觀點 沈中華著 2019-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9796545 金融機構管理 沈中華著 2019-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9796552 貨幣銀行學原理: 全球的觀點 沈中華著 2019-09-00 6版 平裝 1

9789869796569 中級會計學 江淑玲著 2019-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96583 供應鏈金融與金融創新 呂青樺, 黃勁堯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6590 程式交易: 平台開發方法與實務 許江河編著 2019-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830201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宇編著 2019-10-00 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633 太上感應篇 陳廖安注譯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1402 哲學夢: 哲學是萬物的根本,而夢是你的心 黃漢耀作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591 歷史步步是驚心 趙逸君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817 古希臘的智慧 劉潼福, 鄭樂平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824 拜占庭的智慧 龔方震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831 澳大利亞的智慧 林在勇, 邵育群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0862 厚黑學定律 林郁主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42528 超倍速52背單字. 托福篇 蔡沂霖, 林漢忠編著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96236 財務會計(IFRS版) Jerry J. Weygandt, Paul D. Kimmel, Donald E. Kieso原著; 陳美娥等編譯2019-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7696250 University physics by Harris Benson 2019-07-00 3rd ed. 平裝 1

9789867696281 Physical chemistry by Keith J. Laidler, John H. Meiser, Bryan C. Sanctuary2019-08-00 5th ed. 平裝 1

9789867696298 組織行為 Stephen P. Robbins, Timothy A. Judge原著; 楊舒蜜編譯2020-04-00 十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隆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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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瑞華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道教總廟三清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彙通文流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陸



9789867696304 電路學 James W. Nilsson, Susan A. Riedel原著; 朱堃誠, 李大輝, 王信雄譯2020-02-00 十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05138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2, 禁后 笭菁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145 禁忌錄. 2, 探病 笭菁作 2020-06-00 其他 1

9789578605152 禁忌錄. 4, 掃墓 笭菁作 2020-06-00 其他 1

9789578605169 禁忌錄. 5, 鬼月 笭菁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176 禁忌錄. 6, 嫁娶 笭菁作 2020-06-00 其他 1

9789578605183 禁忌錄. 1, 電梯 笭菁作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49136 創業必學EXCEL財務控管及理財分析 簡倍祥, 葛瑩, 張殷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049143 創業股權規劃實戰聖經: 給台灣新創、投資者的募資、估值、財務問題解決指南莊世金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003 流動生活: 實現二地居住、自創工作的新可能 董淨瑋主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858 公主不穿高跟鞋 謝璃[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9004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59028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59035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59059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356 鼎新Workflow ERP GP應用人才培訓系列. ERP基礎觀念及導入方法篇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9-08-00 2版 平裝 1

9789868926363 鼎新Workflow ERP GP應用人才培訓系列. 配銷模組應用篇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9-08-00 2版 平裝 1

9789868926370 鼎新Workflow ERP GP應用人才培訓系列. 生產製造模組應用篇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9-08-00 2版 平裝 1

9789868926387 鼎新Workflow ERP GP應用人才培訓系列. 財務模組應用篇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9-08-00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24871 民初財政總長更迭錄(1912-1926) 賈士毅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888 簡又文談太平天國 簡又文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895 簡又文回憶錄 簡又文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918 飄渺間往事如夢: 粵劇教與學 楊慧思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925 <>的親子關係與俄羅斯文化: 這位導演,讓我想起我爸媽吳孟樵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932 晚清人物縱橫談: 南湖錄憶 高拜石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949 簡又文談藝錄 簡又文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963 從「托派」到軍統特務: 梁幹喬的跌宕一生 梁幹喬原著; 趙龍文選輯; 蔡登山主編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970 亞太、東亞及兩岸整合的認同分析 戴東清著 2020-06-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720 七覺支分享: 身、受念處簡介 大願比丘原著; 度聖比丘尼講述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500 詩潮. 第八集: 詩潮創辦四十周紀念專刊 高準總主編 2017-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詩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鼎新電腦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裏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嗨森數位文創



9789869485517 詩潮選集 高準總編 2017-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7570 智慧的書 孫麗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594 羅密歐與茱麗葉 威廉.莎士比亞著; 劉清彥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7617 紅與黑 斯湯達爾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7624 愛的花束 孫麗主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980 說故事的技藝: 普立茲獎評審親傳的寫作課,教你寫出打動人心、擴大影響力的爆文寫作指南傑克.哈特(Jack Hart)著; 謝汝萱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4997 理財盲點: 有錢人不會做的13件理財決定 吉兒.施萊辛格(Jill Schlesinger)著; 葉婉智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49856 為了和諧而奮鬥 西子緒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749863 為了和諧而奮鬥 西子緒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749870 為了和諧而奮鬥 西子緒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749887 為了和諧而奮鬥 西子緒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749894 為了和諧而奮鬥 西子緒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749979 魍魎之家 霜枝棲月著; 七芒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749986 魍魎之家 霜枝棲月著; 七芒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09150 龍圖案卷集. 卷十七 耳雅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09167 龍圖案卷集. 卷十七 耳雅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09181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2020-05-00 平裝 卷18 1

9789869909181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2020-05-00 平裝 卷18 1

9789869909198 司茶皇后 意千重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537005 司茶皇后 意千重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6748 英國契約法的現代議題與和諧性 Hugh Beale作; 陳柔諭譯 2017-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483 流動的課室: 核心、翻轉、與跨界 王靖婷作 2018-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9978 華語教學視角下的文化教學理論與實務 張金蘭著 2019-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445 民事保全之理論與實務 許士宦著 2019-1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407445 民事保全之理論與實務 許士宦著 2019-1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407582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2020-03-00 四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407605 法袍的背影: 美、台法官懲戒案例選 姜世明作 2020-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612 上榜模板刑法總則 周易, 黃堯編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629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編著 2020-03-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636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編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407643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黃程國, 里昂編著 2020-02-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5407650 繼續性債之關係之基本理論 王千維著 2020-01-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407667 家事事件法: 口述講義 許士宦著 2020-02-00 一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407674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2020-02-00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407681 上榜模板刑法分則 周易, 黃堯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698 論數位匯流時代網路影音服務之管制 李獻德作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704 民事程序法爭議問題研究 劉明生作 2020-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711 磊石成山: 你,我,我們 李佳蓉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728 少年司法的理論與實務: 從國際公約人權規範的角度出發林雅鋒, 嚴祖照作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766 債各物權關鍵選擇 殷越, 高啟霈編著 2020-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407773 刑事訴訟法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著 2020-03-00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407797 上榜模板身分法 一芳, 宇人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7865 法官闡明義務及其界限之研究: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八卷姜世明等作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01552 日本戰國史看看就好筆記 小和田哲男監修; 胡毓華翻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569 聖鬥士聖衣神話. 千戰傳說版 HOBBY JAPAN編輯部作; FORTRESS翻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576 日本史看看就好筆記 小和田哲男監修; 陳聖怡翻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3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樂園



9789579501583 魔法教科書 鏡龍司作; 葉雅婷翻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606 令人無法討厭的害蟲圖鑑 有吉立作; 金桃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613 孫子兵法看看就好筆記 長尾ㄧ洋作; 趙鴻龍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620 機動戰士終極檔案RX-78 GP01傑菲蘭沙斯 GA Graphic作; 李貞慧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637 ROBOT魂大全 木村 学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644 大阪人大全 高瀨甚太作; 胡毓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651 超圖解世界名著101 福田和也監修; 顏理謙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811 慈濟的故事: 「信 願 行」的實踐. 壹, 靜思 邱淑絹, 王慧萍撰述; 王慧萍總編輯 2019-07-00 其他 1

9789869556873 慈濟的故事: 「信 願 行」的實踐. 貳, 善護 凃心怡等撰述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6897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九年. 夏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68822 慈濟的故事: 「信願行」的實踐. 參, 心蓮 邱淑絹, 王慧萍撰述; 王慧萍總編輯 2020-02-00 其他 1

9789869868839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一九年. 冬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20-02-00 其他 1

9789869868846 慈悲的心路: 莫拉克風災/新生活重建 張晶玫等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8860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0年. 春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2726 光明之子 史普羅作; 賈斯汀.傑拉德繪; 文可麗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733 留在世界邊緣 曾劭愷著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757 難題神解 華理克(Rick Warren)著; 吳蘇心美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771 天路歷程 本仁約翰(John Bunyan)著; 林燕珠, 牟善英譯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788 標竿人生(進昇版) 華理克(Rick Warren)著; 楊高俐理譯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795 直奔標竿: 成為目標導向的教會 華理克(Rick Warren)著; 楊高俐理譯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863 那些年.這樣過 金克宜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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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887 你就是領袖 菲爾平格(Phil Pringle)著; 己默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917 處理隱象: 從令人覺得棘手的對話到健康的溝通邁克.貝勒(Mike Bechtle)原著; 鄭毓淇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924 唯獨榮耀歸神 朴淳容著; 盧約翰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948 合神心意的教會 朴淳容著; 盧約翰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962 超厲害! 克雷格.舒特伍德(Craig Shuttlewood)文.圖; 許雅雯譯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132 看見陽光燦爛的自己 陳映瞳文; 謝旻瑾圖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900 國王的小驢駒 史普羅(R.C. Sproul)文; 查克.葛洛尼(Chuck Groenink)圖; 文可麗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011 一題多解. 精選A 林貴榮, 資優數學編輯團隊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836 親子列車系列套書 魏渭堂等主講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26843 針鋒不相對 謝麗華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850 緬風吹拂稻田香 黃秀花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867 彈唱生命的樂章 王端正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26874 育兒放飛記 冷莉萍主述; 凃心怡、冷莉萍撰文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881 神秀禪師: 北宗禪之祖 李明書編撰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26898 新冠病毒大解密! 劉怡均作; 陳志鴻繪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613 豐田物語: 最強的經營,就是培育出「自己思考、自己行動」的人才野地秩嘉著; 陳嫻若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620 貿易戰爭: 誰獲利?誰受害?解開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難解之謎羅素.羅伯茲(Russell Roberts)著; 江麗美, 劉琳娜, 欒曄譯2019-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83637 過度診斷: 我知道「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但是,我真的有病嗎?H.吉爾伯特.威爾奇(H. Gilbert Welch), 麗莎.舒華茲(Lisa Schwarz), 史蒂芬.沃洛辛(Steven Woloshin)著; 林步昇譯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644 他人的力量: 如何尋求受益一生的人際關係 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著; 譚天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651 2062: 人工智慧創造的世界 托比.沃爾許(Toby Walsh)著; 戴至中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668 機率思考的策略論: 從消費者的偏好,邁向精準行銷,找出「高勝率」的策略森岡毅, 今西聖貴著; 江裕真, 梁世英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3682 豐田智慧: 充分發揮人的力量 若松義人, 近藤哲夫著; 林慧如譯 201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83699 自我轉變之書: 轉個念,走出困境,發揮自己力量的12堂人生課羅莎姆.史東.山德爾(Rosamund Stone Zander)、班傑明.山德爾(Benjamin Zander)著; 江麗美譯2019-12-00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經濟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資優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慈濟人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2230 細說儀禮 徐芹庭,徐耀環著 2020-05-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261 二0二0庚子年擇日要覽 范龍達著 2019-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922 無語良師. 102, 大體解剖教學 曾國藩總編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984 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論文集. 2017年 慈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編輯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7625991 慈濟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9: 無量善學 簡東源主編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809818 東亞文化與傳播 徐信義主編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2502 2020因為愛你私寫真 蔣孟儒編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38741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土耳其語(QR Code版) 魏宗琳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758 印尼語輕鬆學 王麗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765 急用!緬甸語即用短句 葉碧珠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772 絕對實用！日本人天天說的生活日語(QR Code版)林潔珏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38802 信不信由你 一週學好日語動詞!(QR Code版)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153 觀念結構學 徐毓宏, 許弘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394 三重奏: 野聲文學獎作品集. 第二屆 李瑋皓總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486 多瑪斯的神觀: 多瑪斯論自然神學 高凌霞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493 加里肋亞的瑪利亞. 第三部: 初期教會的聖母論傳統柏特倫.博彼(Bertrand Buby)著; 姜秋玲, 賴効忠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516 台灣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20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著 2020-05-00 其他 1

9789578843516 台灣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20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著 2020-05-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139 育仁校刊. 第39期 陳秋惠主編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598 無量壽經起信論 彭際清纂 2020-03-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6985 台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20屆2019 何栢滄主編 2019-07-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育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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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達騰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8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065 韻生筆端翰墨特展: 臺中市書法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9王鈺嘉總編輯 2019-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750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春華會員聯展專輯. 2020 陳誼芝等主編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013 楊達常: 壺甕之美陶藝專輯 粘素真, 陳啟川執行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802 大悲咒淺釋 鍾家麟撰述 2019-08-00 增訂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309 鐵道上的黃昏: 社區的記憶 許評証, 許鈞雅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099 彰化縣影展攝影年鑑. 2019 鄧志隆總編輯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9205 殺青與燙銀: 冬眠詩文學社詩集 洪聖翔等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673 建中文選. 108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4864 臺灣冷戰時期的耕莘文教院: 獨裁政權下的知識自由綠洲(中英對照)丁立偉作; 謝靜雯譯 2020-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3168 且看皇帝這場春秋大夢：中國歷代帝王全傳 善從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3175 你的姓氏從何來?100個最有趣的姓氏故事 解讀歷史編輯部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7090 ITIA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0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作 2020-04-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52049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技術型高中商業與管理群) 李亮生, 傅玨華,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056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通關必讀: 學術科合訂本 蔡佳, 侯薇, 黃真編著 2020-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2063 數位科技應用 施威銘, 吳文立,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070 外語文書處理實務. 上 施威銘, 吳文立,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014 經濟學 高翠玲等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502 數位邏輯設計 劉明舜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823 電子學 宋由禮, 陳柏宏, 旗立理工研究室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830 電子學實習 楊明豐, 王儒彬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城市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科教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利氏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大學冬眠詩文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觀世音菩薩信仰弘傳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化縣趙甲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圓緣文藝學會

中市書法協會



9789863852087 經濟學 歷屆試題精選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20-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2094 國際貿易實務(技術高中商業與管理群)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52100 商業概論: 時事題暨歷屆試題精選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20-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2117 程式語言與設計 林萍珍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125 台北國際攝影沙龍. 2019第四十三屆 顏麗華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697132 台北攝影年鑑. 2020 顏麗華總編輯 2020-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845 阿亮老師趣說中國歷史: 晚清-當代 莊典亮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5081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等編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4490 速學越南語: 零基礎自學、教學都適用！只要14堂課,輕鬆聽說讀寫越南語段雅芳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506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力滿分: 1200題擬真題庫+解題技巧全分析李住恩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513 365天,730句英語名言名句學習日曆 漢宇教學部, 阮翠蘭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520 日本語最常用3000單字: 自我介紹、旅遊、各類聊天話題,立刻用得上!詹鎧欣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537 萬用700英語慣用片語 漢宇教學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8186 跟著台達節能50% 王茂榮, 邱文禮, 林榮堂作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186 跟著台達節能50% 王茂榮, 邱文禮, 林榮堂作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8285 130翻翻樂: 乘一乘,除一除 蘿拉.布萊恩(Lara Bryan)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西納(Enrica Rusinà)圖; 黃于庭譯2020-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469 125翻翻樂: 有趣的形狀 艾迪.雷諾茲(Eddie Reynolds)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西納(Enrica Rusiná)圖; 黃雅蕾譯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780 森林裡的小松鼠: 森林裡的鳥寶寶 岩村和朗文.圖; 方美鈴翻譯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8797 森林裡的小松鼠: 夜晚的朋友 岩村和朗文.圖; 方美鈴翻譯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275 跟著台達蓋出綠建築. 1: 引領綠色廠辦風潮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作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282 跟著台達蓋出綠建築. 2: 深植校園綠色種子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作 202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312 葛瑞的囧日記. 9, 旅行豬隊友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329 我的乳牙好朋友 明琪minchi文.圖; 葉韋利譯 2020-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374 以我之名: 寫給獨一無二的自己 張曼娟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381 超圖解生活科技: 250種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喬艾爾.樂博姆(Joël Lebeaume), 克萊蒙‧樂博姆(Clément Lebeaume); 戴迪耶.巴力賽維克(Didier Balicevic)等繪; 蔡心儀, 簡薇倫譯2020-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428 呱啦啦來了! 劉瑞琪文.圖 2020-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459 為什麼地球不會被大便淹沒? 松岡達英文.圖; 張東君譯 2020-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9466 易不易 孫滌著 2020-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480 STEM大驚奇: 科技好幫手 <>編輯群, <>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497 STEM大驚奇: 手腦並用玩科學 <>編輯群, <>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503 STEM大驚奇: 歡樂學科學 <>編輯群, <>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510 噗噗俠 林世仁文; 李小逸圖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527 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 回應不滿世代的新資本主義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著; 陳儀譯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534 引路: 張淑芬與台積電用智慧行善的公益足跡 林靜宜採訪撰文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541 SANA的超爆笑校園生活漫畫 SANA文.圖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558 神奇飛天書 威廉.喬伊斯(William Joyce)文; 威廉.喬伊斯(William Joyce), 喬.布盧姆(Joe Bluhm)圖; 劉清彥譯2020-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9565 神奇的毛線 麥克.巴奈特(Mac Barnett)文; 雍.卡拉森(Jon Klassen)圖; 柯倩華譯2020-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9572 停電了! 約翰.洛可(John Rocco)文.圖; 郭恩惠譯 2020-04-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9589 許什麼願望好呢? 馬特.德拉佩尼亞(Matt de la Peña)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圖; 柯倩華譯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602 黑洞捕手: 台灣參與史上第一張黑洞照片的故事陳明堂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626 偷蛋龍 唐唐文.圖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633 兔兔的新朋友 唐唐文.圖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640 兔兔不愛胡蘿蔔 唐唐文.圖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657 病人説了什麽,醫師聽到什麽?: 如何讓診間出現有意義又清楚易懂的病醫對話丹妮爾.歐芙莉(Danielle Ofri)著; 李穎琦譯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664 飄浮男孩 約翰.波恩(John Boyne)著; 奧利佛.傑法(Oliver Jeffers)繪; 陳佳琳譯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671 西方哲學之旅: 啟發人生的120位哲學家、穿越2600年的心靈之旅. 上, 古代+中世紀傅佩榮著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聚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僑光科大資訊科技系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北攝影學會



9789864799688 西方哲學之旅: 啟發人生的120位哲學家、穿越2600年的心靈之旅. 中, 近代傅佩榮著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701 醫師的內心世界: 情緒如何影響行醫 丹妮爾.歐芙莉(Danielle Ofri)著; 李穎琦譯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718 生物變變變: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莎賓娜.拉蒂瓦(Sabina Radeva)文.圖; 林惠嘉譯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725 現在開始美好 李佳蓉著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732 燈塔你好 蘇菲.布雷克爾(Sophie Blackall)文.圖; 劉清彥譯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770 奇妙的花園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文.圖; 柯倩華譯 2020-05-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9787 周震宇的聲音魅力學: 聽懂、用對聲音裡的9種力量周震宇作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800 SCRUM敏捷實戰手冊: 增強績效、放大成果、縮短決策流程J.J. 薩瑟蘭(J.J. Sutherland)著; 陳重亨譯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817 遠距工作模式: 麥肯錫、IBM、英特爾、eBay都在用的職場工作術福萊德(Jason Fried), 漢森(David Heinemeier Hansson)著; 陳逸軒譯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824 就怕平庸成為你人生的注解 歐陽立中著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831 法布爾老師的昆蟲教室: 昆蟲的生存絕招 奧本大三郎文; 山下浩平圖; 葉韋利譯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848 信任邊際: 巴菲特經營波克夏的獲利模式 勞倫斯.康寧漢(Lawrence Cunningham), 史蒂芬妮.庫巴(Stephanie Cuba)著; 廖志豪譯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855 強權者的道德: 從小羅斯福到川普,十四位美國總統如何影響世界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著; 林添貴譯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862 自然野趣D.I.Y 黃一峯著 2020-05-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923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又失控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著; 丘羽先等譯2020-05-00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4799930 看漫畫輕鬆學: 網路使用的規則 遠藤美季監修; 大野直人繪; 原木櫻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947 看漫畫輕鬆學: 快樂學習的方法 金子大輔監修; 簑毛滿里香繪; 原木櫻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954 錢復回憶錄. 卷三, 1988-2005台灣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錢復作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961 阿甘投資法: 不看盤、不選股、不挑買點也能穩穩賺闕又上作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978 素養小學堂: 葉惠貞這樣教素養 葉惠貞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985 人生第二曲線: 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創新學 郭瑞祥著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35001 稀有金屬戰爭 皮特龍(Guillaume Pitron)著; 蔡宗樺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35025 洞悉市場的人: 量化交易之父吉姆.西蒙斯與文藝復興公司的故事古格里.佐克曼(Gregory Zuckerman)著; 林錦慧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35063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管理學郭瑞祥著 2020-05-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80570 厭世辭典: 愛在酸語蔓延時 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rerce)作; 李靜怡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80594 漫畫李梅樹: 清水祖師廟緣起 咖哩東編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617 文明的野獸: 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史鄭麗榕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624 小沙彌遇見劉墉(中英對照) 劉墉文.圖; 劉軒, 劉倚帆英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631 爆料商周: 上古史超譯筆記 野蠻小邦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648 你說,鳥取到底有什麼?: 安西水丸的鳥取民藝散步安西水丸著; 王淑儀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655 50堂國寶級美學課: 日本藝術史權威高階秀爾帶你遨遊東洋美術世界高階秀爾著; 鄭夙恩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9300 玩性: 給女人的性愛指導 曾寶瑩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9317 卡內基說話之道: 如何贏取友誼與影響他人 戴爾․卡內基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9324 自卑與超越: 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5165 誰說野狼就要壞 C. K. 思莫哈(C. K. Smouha)文; 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圖; 羅吉希譯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172 虎姑婆 王家珍文; 王家珠圖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189 鹿港少女. 1: 一年櫻班開學了 嶺月作; 曹俊彥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196 鹿港少女. 2: 再見了老三甲 嶺月作; 曹俊彥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202 柳林風聲 肯尼思.葛拉罕(Kenneth Grahame)作;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繪; 茱莉葉.史丹利(Juliet Stanley)縮寫; 李靜宜譯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226 森林王子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作;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繪; 茱莉葉.史丹利(Juliet Stanley)縮寫; 柯清心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7108 走出一條不平凡的領導之路: 黑幼龍是如何做到的黑幼龍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4120 頂尖業務員都是心理學家: 心理學大師親傳,讓客戶無法拒絕的銷售心理聖經威廉.沃克.阿特金森(William Walker Atkinson)著; 張家瑞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4137 王者製造: NBA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如何ㄧ手打造無人企及的商業帝國布萊恩.溫德霍斯特(Brian Windhorst)著; 高子璽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4144 百年回首: 2000-1887: 烏托邦小說經典,形塑十九世紀人民對未來美好想像的定錨之作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著; 李函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4151 MVP製造機: 看大聯盟頂尖球隊如何用科技顛覆傳統、以成長心態擁抱創新,讓平凡C咖成為冠軍A咖班.林柏(Ben Lindbergh), 崔維斯.索契克(Travis Sawchik)著; 李秉昇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4168 投資人的生存戰役: 短線投資經典之作!安全度過1929年大崩盤的投資大師,傳授77則令散戶受用無窮的投資心法傑洛德.羅布(Gerald M. Loeb)著; 蕭美惠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堡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發光體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7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好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238 TOPGUN: 捍衛戰士成軍的歷史與秘密 丹彼特森(Dan Pedersen)著; 許劍虹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8245 美中暖戰: 兩強競逐太平洋控制權的現在進行式麥克.法貝(Michael Fabey)著; 常靖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40145 猜猜在哪? 詹昱筑 2018-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203 晚安,英文!: 用100個單字故事互道晚安 Sangmin Lee, Sun Kim, Mieum Kim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210 用英文說故事,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Jennifer Lee作; Sunny Chang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5227 真正的終點是永無止盡的追尋: 中英對照浪漫詩句銀河文化編輯群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5234 撼動心弦的世界奇景圖文集 丹妮耶拉.切利(Daniela Celli)著; 茱莉亞.蘭巴多(Giulia Lombardo)繪; 謝靜雯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1143 手作香氛蠟燭BOOK: 絕美X香氣X抒壓的美好生活提案接以辰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1150 繩編飾品輕手作 盧莎希亞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3784 南華錄: 一個時代的藝文志 趙柏田著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94118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4200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863194217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1 1

9789863194224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863194231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3 1

9789863194248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4 1

9789863194255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5 1

9789863194262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6 1

9789863194279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7 1

9789863194286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8 1

9789863194293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19 1

9789863194125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4309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20 1

9789863194316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21 1

9789863194132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94149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94156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94163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94170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194187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194194 大唐雙龍傳 黃易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863194460 守娘 小峱峱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4477 無名歌 搖滾貓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4484 龍緣 大風颳過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4491 龍緣 大風颳過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4507 鬼怨火 星子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514 Bunny bunny bang! 蚩尤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94521 靈鏡攝手: 尚未發生的回憶 陳約瑟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538 夜半慶生: 幽聲夜語2 醉琉璃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545 邊境. 2: 沼地月色 伊洛娜.安德魯斯(Iiona Andrews)著; 蔡心語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552 水族館女孩. 2, 擦身而過的跳躍 木宮条太郎著; 邱香凝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569 超惡意財神 林明亞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4576 超惡意財神 林明亞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4583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94590 看不見的圖書館. 4: 失控的尋書任務 珍娜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聞若婷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06 貓語人: 信長的預知夢 譚劍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銀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燎原出版



9789863194613 傀儡血淚及其他故事 許順鏜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20 福爾摩斯小姐. 2, 莫里亞提密碼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楊佳蓉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44 免費之城焦慮症 譚劍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51 偵探冰室 陳浩基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68 送葬協奏曲 韋蘺若明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75 狩SOUL 蚩尤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82 乩身(紅孩兒) 星子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699 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 清水編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4705 特搜!臺灣都市傳說 謝宜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712 跑攻籃球 喬靖夫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729 零時頻道 星子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4743 龍緣 大風颳過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94767 孤村草人: 幽聲夜語3 醉琉璃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675 熱帶魚與水草的飼育法 勝田正志監修; 徐崇仁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897 實用摺紙百科 Boutique社編集部著; 施凡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903 擬真摺紙. 1 福井久男著; 王曉維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910 超級酵素食物&果汁食譜 鶴見隆史著; 彭春美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934 晨烤麵包 Backe晶子著; 彭春美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9698 紅樓夢. 1, 寶黛初相會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04 紅樓夢. 2, 神遊太虛境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11 紅樓夢. 3, 協理寧國府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28 紅樓夢. 4, 試才題對額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35 紅樓夢. 5, 歸省慶元宵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42 紅樓夢. 6, 毒設相思局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59 紅樓夢. 7, 談偈悟禪機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66 紅樓夢. 8, 葬花泣殘紅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73 紅樓夢. 9, 愛恨小冤家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80 紅樓夢. 10, 撕扇千金笑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797 紅樓夢. 11, 情緣字分定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03 紅樓夢. 12, 詠詩海棠社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10 紅樓夢. 13, 抗婚與情試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27 紅樓夢. 14, 紅樓俏二尤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34 紅樓夢. 15, 借刀巧殺人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41 紅樓夢. 16, 抄檢大觀園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58 紅樓夢. 17, 痴魂驚惡夢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65 紅樓夢. 18, 魂歸離恨天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72 紅樓夢. 19, 淚灑相思地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889 紅樓夢. 20, 查抄寧國府 曹雪芹原著; 陳維東改編; 彭超繪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902 駱駝愛挑戰 Rosie Greening文; Kali Stileman圖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919 烏龜找新家 Rosie Greening文; Stuart Lynch圖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926 發現獨角獸 Rosie Greening文; Stuart Lynch圖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964 圖解精編兒童美語字典 Robert Kennedy Carter作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9971 Tape that Tape that作; 呂佳蓉主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988 探索新西遊大百科: 西遊記人物列傳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9995 探索新西遊大百科: 西遊記的科學創意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3003 探索新西遊大百科: 西遊記的組織與管理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3010 探索新西遊大百科: 西遊記的領導與統御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3027 探索新西遊大百科: 西遊記邏輯大推理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3034 探索新三國大百科: 三國經典再現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3041 探索新三國大百科: 從三國看三十六計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403058 探索新三國大百科: 從三國看三十六計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403065 探索新三國大百科: 從三國看智慧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3072 探索新三國大百科: 從三國看戰役 閣林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3089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Hello!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096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Peekaboo!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02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Wash your body squeaky clean!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19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Magic crayon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33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Where are my friends?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50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閣林文創



9789865403126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Where's Trara?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40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It's time to go to bed!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57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Tanko lost the sunglasses!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64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Ting-a-ling!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71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Hide-and-seek!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88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Wooba in love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195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Speedy ate it!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01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Cheesecoo's funny delivery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18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Don't say no, Tanko!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25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Get up, Trara!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32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Bororo is happy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49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A balanced diet for Mooba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56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What am I?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63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Where is he?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70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87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Picture Dictionary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294 The Dinoops 酷龍寶貝歡樂學美語: Flap-up Book WIZ Creative作 201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324 倫敦國家藝廊. I, 經典.文藝復興 Augusto Gentili, William Barcham, Linda Whiteley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331 倫敦國家藝廊. II, 宏偉.巴洛克 Augusto Gentili, William Barcham, Linda Whiteley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3348 倫敦國家藝廊. III, 寫實.印象派 Augusto Gentili, William Barcham, Linda Whiteley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72686 免烤模!美式作風派塔點心 河井美步作; 李亞妮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693 成功的孩子 9成關鍵在「吃」 細川モモ, 宇野薰監修; 陳聖怡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09 色彩x蔬果の營養威力 吉田企世子監修; 許郁文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16 掃除の解剖圖鑑 NPO法人日本居家清潔協會作; 陳聖怡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23 減醣綠拿鐵 牧田善二監修; 江宓蓁譯 2019-08-00 平裝 1

9789578472730 版式設計 紅糖美學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47 10秒有感!早晚對症手足按摩 吉田佳代作; 游念玲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54 世界の絕美色彩建築巡禮 大田省一作; 葉廷昭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61 中國傳統色配色圖典 紅糖美學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78 全新配方磅蛋糕 內田真美等作; 林少屏總編輯; 李亞妮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85 抹茶BOOK 主婦之友社作; 江宓蓁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792 濟陽式抗癌常備菜 濟陽高穗著; 邱婉婷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808 奇蹟5秒膝窩伸展操 川村明作; 鍾佩純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815 早安健康湯X晚安蔬菜湯 浜內千波著; 林俞萱翻譯 2019-11-00 平裝 1

9789578472822 控醣增肌常備菜 高橋善郎作; 陳聖怡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839 神田裕行的日本家常菜 神田裕行作; 邱婉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846 直接上桌的漂亮烤盤料理 上島亞紀作; 江宓蓁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853 養肝=養命: 這樣吃,賦活肝臟自癒力 野村喜重郎監修; 許郁文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860 色鉛筆進階畫技 平尾倫子作; 洪禎韓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72877 超便利的常備麵糰點心 吉永麻衣子作; 李亞妮譯 2019-12-00 平裝 1

9789578472907 服裝版型研究室. 洋裝篇 丸山晴美監修; 周欣芃譯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499 莎士比亞叢書. 3: 溫莎的風流婦人(中譯本) 梁實秋譯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08 宋人小說 李華卿編; 朱沛蓮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15 唐人小說 汪國垣編著; 朱沛蓮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22 動物寫生畫集: 畫獸神態. 一 梁鼎銘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39 動物寫生畫集: 畫獸神態. 二 梁鼎銘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46 動物寫生畫集: 畫獸神態. 三 梁鼎銘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53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徐益棠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60 現代史事論叢 吳湘湘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77 動物寫生畫集: 繪禽技法. 一 梁鼎銘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84 動物寫生畫集: 繪禽技法. 二 梁鼎銘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391 動物寫生畫集: 繪禽技法. 三 梁鼎銘繪著; 梁雲坡, 梁丹丰校訂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07 清宮秘譚 吳湘湘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14 清代秘史 徐益棠編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21 清宮外史 楊村彬著 201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45 莎士比亞叢書. 6: 無事自擾(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52 莎士比亞叢書. 8: 仲夏夜夢(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69 莎士比亞叢書. 9: 威尼斯商人(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60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遠東



9789865410476 莎士比亞叢書. 13: 第十二夜(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83 莎士比亞叢書. 31: 馬克白(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490 莎士比亞叢書. 32: 哈姆雷特(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06 莎士比亞叢書. 33: 李爾王(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13 莎士比亞叢書. 34: 奧賽羅(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20 莎士比亞叢書. 1: 暴風雨(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37 莎士比亞叢書. 2: 維洛那二紳士(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44 莎士比亞叢書. 3: 溫莎的風流婦人(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51 莎士比亞叢書. 4: 惡有惡報(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68 莎士比亞叢書. 5: 錯中錯(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75 莎士比亞叢書. 7: 空愛一場(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82 莎士比亞叢書. 10: 如願(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599 莎士比亞叢書. 11: 馴悍婦(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605 莎士比亞叢書. 12: 皆大歡喜(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612 莎士比亞叢書. 14: 冬天的故事(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629 莎士比亞叢書. 15: 約翰王(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636 莎士比亞叢書. 16: 利查二世(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643 莎士比亞叢書. 17, 亨利四世. 上(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667 莎士比亞叢書. 28, 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742 莎士比亞叢書. 20, 亨利六世. 上(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759 莎士比亞叢書. 21, 亨利六世. 中(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766 莎士比亞叢書. 22, 亨利六世. 下(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773 莎士比亞叢書. 25, 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中英對照)梁實秋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780 莎士比亞叢書. 39, 露克利斯(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797 莎士比亞叢書. 36, 辛伯林(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10803 莎士比亞叢書. 38, 維諾斯與阿都尼斯(中英對照)梁實秋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456 卑南族十字繡技法工具書 Pinuyumayan卑南族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姆姆傳家寶工作室編輯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463 卑南族毛球技法工具書 Pinuyumayan卑南族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姆姆傳家寶工作室編輯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141 歐豪年書畫特集 歐豪年作 2016-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941 西拉雅語常用字帶著走 萬盈綠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242 徐薇影音教學書: 英文字首字尾大全 徐薇作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066259 徐薇影音教學書: 英文字根大全 徐薇著 2019-09-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66266 徐薇影音教學書: 英文字根大全 徐薇著 2019-09-00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568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紀念專輯會員作品集錦. 2019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著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529 運用EKI system的運作模式於關懷產品設計研發宋毅仁著 2020-05-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630 流行鋼琴超詳細影音教學. 二 林宣樣作 2019-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9724647 流行鋼琴超詳細影音教學. 三 林宣樣作 2019-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9724654 吉他和弦終極訓練. 2020 蔡文展作 2020-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南市南瀛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碩英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東縣卑南族自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虹文化



9789869724661 薩克斯風系統學習. 一 潘恆健作 2020-04-00 第六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604 林惠蘭種子盆栽藝術 林惠蘭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3813 桂鴻的夢土 劉桂鴻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2627 聲光音腦波儀調理失眠障礙 陳興漢, 陳家金著 2019-07-00 平裝 1

9789869742634 <>之經行腹痛相關婦科典籍期刊之研究 陳玫妃編著 2020-05-00 平裝 1

9789869742641 雷射照射肺氣虛型過敏性鼻炎的臨床研究 楊筆強著 2019-07-00 平裝 1

9789869742658 潛水減壓病暨健保申報流程: 問與答 陳興漢著 2019-10-00 平裝 1

9789869742665 首屆臺灣生物科技與醫學名人錄 財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主編 2020-05-00 精裝 1

9789869742672 光療、氧療、花精整合療法 周琮棠, 陳興漢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9742689 大溫哥華台僑的聲音與力量 邱麗蓮作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885911 樂齡: 十大疾病律動音樂療法 莊婕荺作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885928 人體系統診斷與改善 阮約翰著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624 自學越南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 宋忠信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756648 追劇、韓綜、網民都在用的超融入韓國語 李禎妮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756655 英文核心動詞角色圖鑑: 看圖、秒懂,一輩子不用錯關正生, 煙草谷大地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451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graduation portfolio. 109th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706 臺灣原權政治發展的軌跡 曹瑞泰作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2706 臺灣原權政治發展的軌跡 曹瑞泰作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2713 蔣介石的蘇聯觀: 以<>為中心的探討(1919-1941)劉傳暘作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2713 蔣介石的蘇聯觀: 以<>為中心的探討(1919-1941)劉傳暘作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219 清晨嗎哪90天. 19, 韓善泉, 王紀蘐, 王天佑著 2020-04-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3449 道德經淺說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9683456 金光明最勝王經 大唐三藏沙門義淨奉制譯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723 做手遊學英文: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 初階(中英對照)梁志雄作 2019-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19730 做手遊學英文: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 初階(中英對照)梁志雄作 2019-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19747 做手遊學英文: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 進階(中英對照)梁志雄作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997 豪記龍虎榜. 17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理能量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殷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榮益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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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領飛無限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4307 超氧微米氣泡水療的保健奧秘 劉鴻文, 陳興漢, 陳瑞祥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201 廣海明月: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 第三卷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常老和尚講述; 真如淺析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5070 自我肯定的14個勇氣提升術 喬冰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261 浮世繪三傑: 西多川歌磨、葛飾北齋、歌川廣重佛朗西斯科.莫雷納著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54332 情緒表達的15個高EQ管理術 喬冰著; 智慧鳥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9153 清宮戲班逸史 羅泰琪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160 大漢帝國戰史 顧曉綠著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177 大唐帝國戰史 顧曉綠, 趙愷著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184 南宋帝國戰史 趙愷, 郭強著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09262 太極沉思錄 王希成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316 謙厚立本 林行止作 2014-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323 聚斂生禍 林行止作 2014-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330 淺陋禍港 林行止作 2014-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347 圓跌股升 林行止作 2014-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886 海枯的那天 郭漢辰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573910893 毀滅與永生。台灣 洪宗賢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909 艱苦一時,勵志一生: 一位台裔加拿大官員的回憶錄張克彥著; 柯翠園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930 林衡哲八十回憶集 林衡哲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978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何志隆翡翠青瓷 何志隆作 2020-01-00 精裝 1

9789573910992 0395A.ĐC author Ly Hoàng Ly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1005 12個月精靈 保羅.多布新斯基(Pavol Dobšinský)原作; 梁晨(Chen Liang Podstavek)改寫; 彼得.烏禾奈爾(Peter Uchnár)插圖2020-01-00 精裝 1

9789573911029 我是你的新娘(中英對照) 李秀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360 樸茂精嚴: 林岳瑩書法作品集 林岳瑩執行編輯 2019-09-00 精裝 1

9789869384377 嘎啷啷書簡 赫恪著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150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20丁翠苓主編 2020-05-00 其他 1

9789578584150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20丁翠苓主編 2020-05-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105 銘傳大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游秀雲主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015 羅安公傳奇 陳慧月文, 許雲岫圖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1458 溝通領域中的教理講授: 信仰本地化的重要性 安德肋.傅雄(André Fossion)作 ; 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編譯小組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白沙王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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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遠景印刷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團結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化



9789869847186 今日遇見聖馬爾谷: 馬爾谷福音詮釋 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陳靜怡, 白柔子譯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186 今日遇見聖馬爾谷: 馬爾谷福音詮釋 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陳靜怡, 白柔子譯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7193 聖經與我 卡立著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4907 博苑擷萃: 基督信仰與靈修生活的新思路 韓清平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4914 不負如來不負卿: 喪親手記 邱威鑫著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755 山之戀: 嘉義市紅毛埤女畫會十四週年展 李霜華撰稿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91276 怪咖心理學: 史上最搞怪的心理學實驗,讓你徹底看穿人心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洪慧芳譯 2017-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024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張義和, 張凱杰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87797 平常心: 整理「煩亂心緒」的93個訣竅.迎向從容的人生植西聰著; 楊明綺譯 2018-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0131 比起說再見,我們更擅長想念 P's作 2019-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0216 工作哲學圖鑑: 以360度的全面性觀點來思考!我們為什麼工作?該如何工作?村山昇著; 陳亦苓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285 原諒石 羅莉.奈爾森.史皮曼(Lori Nelson Spielman)著; 嚴麗娟譯2019-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0322 出門買蛋去 小川糸作; 陳妍雯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39 轉職思考法 北野唯我著; 李彥樺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53 孿生子 藤崎彩織著; 王華懋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60 最高的教養 博克重子著; 陳亦苓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77 響應式網頁設計驚嘆號: Dreamweaver CC* x Bootstrap 4 x JavaScript範例大全李啟宏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84 關係破繭 楊晴翔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391 自殺俱樂部 王清佩(Rachel Heng)著; 翁雅如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07 Flower Noritake與花生活的日日 則武潤二, 則武有里著; 林以庭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14 全家大小不挨餓！省時又美味的減醣便當 曾心怡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21 勇敢的人請小心輕放 艾莉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45 好妻子(原著全譯本) 露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著; 康學慧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52 三段式.減醣料理一盤搞定!: 60道限醣盤餐✕54道低糖配菜,11天速降2kg的快瘦提案Mandy Huang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69 韓式絕美精油手工皂: 水彩✕渲染✕拉花✕寶石皂,33款專業技法一次學會!Jenny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76 和色點子手帖 櫻井輝子著; 陳妍雯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83 要快樂,你永遠有這個選擇 卡敏.穆罕默迪(Kamin Mohammadi)作; 康學慧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490 花店裡的韓食堂: 一只小鍋！43道精緻韓式料理,輕鬆上桌簡志宗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506 謙卑的力量: 放下,才是真正的抵達 吳若權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209 不老的腦: 首創以「腦科學」x「老化研究」x「正念」來實證-全世界的菁英們都是這樣讓大腦回春!久賀谷亮著; 陳亦苓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230 ㄧ日三餐瘦腸X控糖料理: 80道提升代謝力及免疫力的美味提案松生恆夫著; 黃筱涵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520 還想浪費一次的風景 蔡傑曦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537 如果不行,就逃跑吧！ 小池一夫著; 黃筱涵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544 開始,期待好日子 阿飛著 2020-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0551 再難過,也終會度過 吳若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568 裸眼革命: 「最新、最正確護眼知識」超級醫師教的32個視力回復法深作秀春著; 陳亦苓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599 100個領導基本X100個工作實踐:每天都是新的始業松浦彌太郎, 野尻哲也著; 楊明綺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605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 楊晴翔著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0612 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蔣亞妮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629 PowerPoint必勝簡報原則154 松上純一郎作; 許郁文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643 小島西岸來信 羅莉.奈爾森.史皮曼(Lori Nelson Spielman)著; 謝靜雯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650 借一個你的睡前時間 狼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681 我媽的寶就是我 陳又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698 5月14日,流星雨降落土撥鼠鎮 雨落荒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704 絕交不可惜,把良善留給對的人 威廉,曾世豐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711 辣媽的快速晨烤麵包 辣媽Shania作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綠雷德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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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嘉市紅毛埤女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9789869572026 台北時光機: 龍山寺好蝠氣 奇奇老師, 蜘蛛老師作 2019-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9508 獻證城隍心 見證世間情: 中寮安溪城隍爺 劉淑鑾作 2020-03-00 再版二刷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903 臺灣的白海豚: 個體圖鑑. 2019 連裕益等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9910 臺灣的白海豚: 個體圖鑑. 2019 連裕益等作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764 綠時尚的環境思維檢索: ECO.Design Thinking. 2018黃莉婷主編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849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畢業論文集. 2020謝建騰等主編 2020-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067 九宮格圖像思考英單速記法: 用視覺、聯想、邏輯記憶120組主題單字Jennifer Lee著; 秦怡如譯 2019-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766081 孩子的第一本Vocabulary英文單字心智圖 郭欣伊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6098 職場上絕對會用到的商務英語: 從財務會計到經營管理的315個核心句型Yoo Jinyoung著; 秦怡如, 陳馨祈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4498 從零開始! 邁向數據分析SQL資料庫語法入門 ミック作; 陳禹豪譯 2018-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689 OX學會好色計 大里浩二作; 謝薾鎂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034 tf.Keras 技術者們-必讀！深度學習攻略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089 材質活用聖經: 工業設計師必備的材質運用事典蔡伊斐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26140 高中生也看得懂的機器學習的數學基礎 西內啟作; 胡豐榮, 徐先正譯; 施威銘研究室監修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3126164 Python 感測器大應用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3126171 嚇彈！？納諾寶: 自製進化版海盜桶 施威銘研究室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188 文科生也學得會的網路爬蟲：Excel VBA+Web Scraper陳會安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195 NumPy 高速運算徹底解說: 六行寫一隻程式?你真懂深度學習?手工算給你看!吉田拓真,尾原颯著; 吳嘉芳,蒲宗賢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218 產品創意設計素描 SendPoints著; 吳郁芸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26225 運動傷害圖解聖經: 成因、預防、診斷、治療、復健DK Publishing作; 李恆儒, 宋季純譯 2020-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126232 超圖解Arduino互動設計入門 趙英傑作 2020-03-00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633 太陽系 徐毅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5640 地球與月球 徐毅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5657 太空發展 陳信光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5664 極地與沙漠 王萬邦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5671 全球變遷 倪宏坤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5688 動物世界 吳逸華, 巫紅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65695 海洋動物 黃祥麟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05 陸上交通 許雅銘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12 自動化與人工智慧 江明勳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29 航海時代的爭霸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36 電影與動畫 吳美枝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43 生活中的數學 林勇吉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50 力與機械 王總守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67 食品科技 何欣憓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74 浩瀚宇宙 徐毅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81 星座與觀星 徐毅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8198 動物的攝食 胡妙芬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暢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樂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福爾摩莎自然史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義縣中寮安溪城隍文教協會



9789865409005 園藝 宋馥華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12 音樂 黃嘉德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29 民間文學 楊雅儒, 葉恩慈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36 舞蹈 傅讌翔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43 動物的遷徙 胡妙芬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50 電與磁 陳詩喻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67 海岸動物 黃祥麟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74 城市中的動物 林慧珍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81 動物的防衛 胡妙芬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098 光的世界 李培德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04 聲音的世界 陳詩喻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11 生殖與生長 張綺真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28 能源世界 李玉梅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35 熱與能量 李玉梅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42 植物的構造 宋馥華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59 宗教擴張的時代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66 帝國的興起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73 西方文學 謝雯伃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80 西方繪畫 喬凌梅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197 地球的變動 謝中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03 民族主義的開展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10 生活中的化學 陳蘋蘋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27 人類飼養的動物 郭偉望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34 植物的生活 宋馥華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41 運動 郭政茂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58 生物科技 黃嬿倫, 巫紅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65 新材料 許信凱, 王賢軍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72 土木工程 李維峰, 王昭雯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89 建築藝術 陳健瑜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296 少數民族 周彥彤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02 當代世界的出現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19 湖泊溪河的動物 邱秀婷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26 東西文化的交流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33 宗教與哲學 趙英珠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40 東方繪畫 林鍾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57 水上交通 許雅銘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64 空中交通 許雅銘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71 人類的演化 周彥彤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88 文藝復興的潮流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395 科學革命的啟蒙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01 工業革命的先河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18 人類文明的曙光 張振陽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25 軍事武器 陳信光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32 通訊 陳詩喻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49 數位世界 古倫維, 顏膺修撰文 2020-04-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56 植物的群落 蘇倩儀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63 雕塑與工藝 吳菡撰文; 陳奕凱審訂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70 世界遺產與博物館 熊思婷撰文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9487 草原動物 白梅玲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494 經濟與生活 陳智凱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00 動物的棲所 胡妙芬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17 工業 吳書榆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24 岩石 謝中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31 政治與法律 蘇琬婷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48 山地與高原 吳青燕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55 電腦與網路 顏膺修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62 城市 鍾昭儀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79 天氣與氣候 涂煥昌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86 丘陵與平原 何立德, 王子揚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593 海洋與海岸 王萬邦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09 植物家族 宋馥華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16 植物的繁殖 宋馥華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23 東方戲劇 尚昱辰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30 西方戲劇 尚昱辰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47 農業 高愛菱撰文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9654 大眾傳播 楊久穎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61 學校與教育 石紓, 李禎祥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78 東方文學 施惠淇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85 河川與湖泊 何立德, 王子揚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692 森林動物 巫紅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08 環境保護 鍾昭儀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15 自然生態 白梅玲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22 食品與營養 桑惠林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39 心智與心理 林美慧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46 醫療與保健 來姿君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53 遺傳與演化 白梅玲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60 植物的利用 宋馥華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77 菌類與藻類 高愛菱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84 國家與人民 謝一誼, 蕭淑美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791 人體 來姿君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807 自然保育與國家公園 白梅玲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814 古生物 謝中敏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9821 動物的生殖 胡妙芬撰文 2020-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34501 異界商途 火槍手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34983 造化圖 情痴小和尚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3548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5135157 逆流純真年代 人間武庫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700 網撒在船的右邊 葉聖通, 葉慕言著 2019-08-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464 貓屎1號阿富汗大戰2019: 阿富汗大戰完結篇 小林源文作; 王佐榮監修.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69471 看見李火增. II: 南風中的觀覽者.臺灣1935-1945 王佐榮著; 李火增攝影 2020-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69488 貓屎1號波斯灣風雲. 2020 小林源文作; 王佐榮監修.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399 仁王護國經闡秘 持松大師原著; 楊毓華,林光明編校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225 台澎法理建國指南 黃聖峰作 2019-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6472 營建業會計暨稅務處理. 二 許崇源, 張文秀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7146472 營建業會計暨稅務處理. 二 許崇源, 張文秀編著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635 台灣中部美術展. 第67屆 廖本生等編輯 2020-03-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946 彩.逸: 2019國際水彩展暨第三屆臺灣水彩創作獎黃進龍等編輯委員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文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水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商稅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嘉豐

送存種數共計：100

送存冊數共計：100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福興靈糧堂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561 杜象作品全集,幾乎 李長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3578 蒙娜麗莎的鬍子 李長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3585 杜象訪談錄,三讀 李長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9860 台灣仙履蘭協會授獎紀錄. 二 林原任等編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109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論文摘要 鄒國益執行編輯 2020-05-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31387 浴火之龍: 「沙羅曼達」的網路炎上事件簿 汀こるもの作; 許婷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5705 就連神明大人也想知道故事結局! 值言原作; 麻久漫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5866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435873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435897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原作; あやめぐむ漫畫; 王志豪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5903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吳端庭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5910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吳端庭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5927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吳端庭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5934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435941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435958 Fate/Apocrypha 東出祐一郎, TYPE-MOON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小天野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5965 與妳相依 敲響心扉的百合精選集 仲谷鳰等作; 陳幼雯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5972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5989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5996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36030 色慾禁咒Lust Geass 高橋脩作; 林星宇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047 Fate/Grand Order迦勒底剪貼冊 中谷作品集 TYPE-MOON原作; 中谷漫畫; Demi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054 戀愛寄生蟲 三秋縋原作; ホタテユウキ漫畫; 陳幼雯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061 不良少年與白手杖女孩 うおやま作; Cato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078 陰陽眼見子 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085 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原作ざっぽん原作; 池野雅博漫畫; Linca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092 請收下我的第一次。 西沢5㍉漫畫; 楊采儒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122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6139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6153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原作; 藤小豆漫畫; Linca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160 惡魔高校DxD. 25, 暑期講習的世界樹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177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Demi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436191 反戀主義同盟! 椎田十三作; 王怡山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6207 GAMERS電玩咖! DLC 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214 GAMERS電玩咖!. 9, 雨野景太與青春SKILLS RESET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238 刺客守則. 9, 暗殺教師與真陽加冕 天城ケイ作; 一杞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245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8, 魔眼之王與天涯魔境なめこ印作; 一杞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252 86-不存在的戰區. Ep.6, 旭日不昇,是為永夜 安里アサト作; 可倫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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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6276 在大國開外掛,輕鬆征服異世界!. 3, 只要借助眾老婆的力量,神的考驗也是小事一樁。櫂末高彰作; 彼明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283 打倒女神勇者的下流手段. 4, 「實在很抱歉,怪胎變多了。」笹木さくま作; Seeker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290 外掛級補師勇闖異世界迷宮!. 3, 公主與廢人 dy冷凍作; PC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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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313 助攻角色怎麼可能會有女朋友 はむばね作; 張乃文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320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作; 可倫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6337 魔法師塔塔 うーぱー作; 陳士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344 里亞德錄大地 Ceez作; 林于楟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368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逢沢大介作; 咖比獸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412 每天都想牛在一起: 酪農學徒牧場奮鬥記 牛川いぬお作; 游若琪譯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6429 當我們喵在一起: 貓咪飼育小指南 貓蒔作; 林郁如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436 戀愛的死神,與我遺忘的夏天 五十嵐雄策作; 林于楟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450 笑看人生紛擾其實空: 言語的魔法 鈴木敏夫作; 涂愫芸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467 熊熊與狸貓 帆作; 游若琪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仙履蘭協會



9789577436474 撿回來的貓 摩卡 NIGOTARO作; 涂愫芸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481 美味飽足!減醣便當: 簡單快瘦92道,這對夫婦3個月各減10kg齋藤由貴子作; 陳燕華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498 居家鍛鍊超簡單: 輕鬆擁有川字肌、平坦腹部、纖細美腿!mu作; 陳燕華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504 超難但是超可愛摺紙書: 薯條、北極熊、猛瑪象,一張紙就能摺出來!有澤悠河作; 楊毓瑩譯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6511 黑鷺屍體宅配便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umon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7436528 黑鷺屍體宅配便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umon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7436535 姊嫁物語 森薰作; 多鳴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436542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7436559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436566 毛小孩就愛玩: 我家柯基萌日記 らくだ作; 游若琪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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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3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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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436597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原作; ほた。漫畫; 楊采儒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6603 機動戰士鋼彈THE ORIGIN MSD庫克羅斯.安之島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安彦良和漫畫原作; おおのじゅんじ漫畫; 九流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610 機動戰士鋼彈THE ORIGIN MSD庫克羅斯.安之島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安彦良和漫畫原作; おおのじゅんじ漫畫; 九流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6627 異世界車站咖啡廳 Swind原作; 神名ゆゆ漫畫; 多鳴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634 異世界車站咖啡廳 Swind原作; 神名ゆゆ漫畫; 多鳴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64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桐人的一千零一夜騷動川原礫原作; 黑毛和牛漫畫; 九流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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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木光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665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殆ど死んでいる作; 咖比獸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672 為了拯救世界,你願意跟亞人來個早安吻嗎? 音井れこ丸作; 林星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689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PLUS!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696 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正太 びみ太作; 林星宇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702 勇者與魔王的魂魄歷程 GEN作; 楊采儒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719 致命微笑: SMILE 春日井明作; 爬格子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726 致命微笑: SMILE 春日井明作; 爬格子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733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逢沢大介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咖比獸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740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757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764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しめさば原作; 足立いまる漫畫; uncle wei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771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しめさば原作; 足立いまる漫畫; uncle wei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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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かやはるか作; 夏德爾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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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かやはるか作; 夏德爾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801 僅是聽到他的聲音 とりよし漫畫; 托帕石.D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6818 僅是聽到他的聲音 とりよし漫畫; 托帕石.D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825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7436832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6, 激鬥!亞特蘭提斯大陸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849 公爵千金的本領. 6, 公爵夫人的本領 澪亞作; 楊雅琪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856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436863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7.5 恵比須清司作; 李漢庭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870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恵比須清司作; 李漢庭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6887 與佐伯同學同住一個屋簷下: I'll have Sherbet! 九曜作; 林孟潔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6894 普通攻擊是全體二連擊,這樣的媽媽你喜歡嗎? 井中だちま作; 吳松諺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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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6917 戰鬥員派遣中! 暁なつめ作; 林孟潔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924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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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6948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松山剛作; 邱鍾仁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955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A. 2, 動盪的勇者 下等妙人作; 邱鍾仁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962 靠心理學的異世界後宮建國記 ゆうきゆう作; 黃瀞瑤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979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6986 叛亂機械. 1,「白檀式」水無月的重開機 ミサキナギ作; 邱鍾仁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6993 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你也願意娶回家嗎? 浅岡旭作; 呂郁青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7006 毀滅魔導王與魔像蠻妃 北下路來名作; 陳柏翰, 可倫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7013 2020因為愛你 達騰娛樂監製; 何沫洋小說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20 不用努力!也能維持整潔的佛系房間收納法. 看不到之處也井然有序篇Nagimayu作; 林郁如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37 小玩笑小水獺 Lommy作; 游若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44 璀璨異境: 夜幕下光之工廠攝影集 BACON監修; 徐欣怡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51 蛋捲的交換日記 蛋捲EggRoll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68 淺草鬼妻日記. 七, 妖怪夫婦與傳說同眠 友麻碧作; 莫秦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75 Laruha作品集 山茶花與雪花蓮 Laruha作; 友麻碧小說; 蔡孟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82 Never ending dream: hide story 大島曉美作; 涂愫芸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099 妖怪旅館營業中. 十, 讓我們攜手回天神屋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105 我喜歡的男孩,其實也是女孩 犬飼鯛音作; 許婷婷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112 夏天結束時,妳一死就完美無缺 斜線堂有紀作; 王靜怡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129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7437136 機動戰士鋼彈MSV-R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7437143 機動戰士鋼彈MSV-R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7437150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原作; 梅宮スキ漫畫; 雪淬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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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7174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 莊茲尹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37181 陽下3姊妹渴望被關注 ねこ末端作; 爬格子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198 科學超電磁砲外傳Astral Buddy: 幽幻姊妹 鎌池和馬原作; 乃木康仁漫畫; 遠鄉欣二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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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211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天原原作; masha漫畫; Yoshiki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7228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何陽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235 魔王的可愛乖寶寶山田 きあま紀一作; 楊采儒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242 轉生奇譚 相野仁原作; 市倉とかげ漫畫; 彼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259 魔法使的印刷廠 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266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7273 被虐的諾艾兒 カナヲ原作; しゃもじ漫畫; 王怡山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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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297 米奇與達利: 惡童物語 佐野菜見作; 陳幼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303 米奇與達利: 惡童物語 佐野菜見作; 陳幼雯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310 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你也願意寵愛嗎? 三河ごーすと原作; マッハダイ漫畫; 蒼貓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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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かやはるか作漫畫; 夏德爾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341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 田中鈴木作; Q太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437358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 田中鈴木作; Q太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437334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 田中鈴木作; Q太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37365 天降雷神纏上我 RENA作; 九流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372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7437389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7437396 逝者x詩歌: Ballad Opera サマミヤアカザ作; 林莉雅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7402 菁英Ω的縱情之夜: side Ω 篁アンナ作; 芙菈格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419 黑或白 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426 後來,我學會如何去愛 ときたほのじ作; 夜原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7433 我高傲的純種馬 佐倉リコ作; 黛西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440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7437457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20, 創世十香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471 絕對的孤獨者. 5, 液化者The Liquidizer 川原礫作; 梁恩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488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李漢庭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7437495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7437501 Fate/strange Fake TYPE-MOON原作; 成田良悟作; 小天野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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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37525 閃偶大叔與幼女前輩 岩沢藍作; 陳士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532 誰都可以暗中助攻討伐魔王 槻影作; 劉子婕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549 魔術學園領域的拳王. 3, 暴虐王覺醒 下等妙人作; 林孟潔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556 龍族嬌妻愛撒嬌 初美陽一作; 李文軒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7563 躺著也中槍的異世界召喚記 結城ヒロ作; 楊采儒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570 倖存鍊金術師的城市慢活記 のの原兔太作; 王怡山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7587 這個勇者明明超TUEEE卻過度謹慎 土日月原作; 謝如欣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7594 墮天的狗神: SLASHD∅G: 惡魔高校DxD Universe石踏一榮作; 蔡曉天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600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7617 自由人生: 異世界萬事通奮鬥記 気がつけば毛玉作; 響生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37624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作; 可倫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3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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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648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月夜涙作; 鄭人彥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7655 在黑心企業工作的我變成了貓之後 清水MERII漫畫; 游若琪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7662 我的媽媽是公主 並庭マチコ作; 徐欣怡譯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7679 海洋動物怎麼那麼可愛!圖鑑 Matsuorca作; 游若琪譯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7686 撿回來的貓 摩卡 NIGOTARO作; 涂愫芸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37693 老犬們的眼淚: 守護「生命」與「心靈」的14種方法兒玉小枝作; 李逸帆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709 完美主義菁英的強勢求愛 櫻川ヒロ作; 林于楟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716 空挺Dragons 桑原太矩原作; 橘もも小說; 王靜怡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730 大口吃肉的減醣瘦身法: 72道美味料理,控制血糖吃出健康好身材江部康二監修; 劉子婕譯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437747 吃出腹肌: 威利教練教你增肌減脂: 自煮外食都OK!嚴選肌力訓練動作,4週有感威利教練作; 藍陳福堂, 陳立偉攝影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754 跟鯊魚接吻 電視劇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何沫洋, 廖紹妤小說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761 自主健身全攻略: 器材、徒手速練圖解!冠軍教練黃欣元最有效的增肌燃脂術黃欣元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7822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437846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437853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7437891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37969 陰陽眼見子 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8065 就愛你的渣男臉 神田猫作; 黛西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8072 被獸王標記的我 天野かづき作; 夜原優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38089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3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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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7438218 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ざっぽん作; Linca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8256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逢沢大介作; 咖比獸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8263 讓愛撒嬌的大姊姊教官養我,是不是太超過了? 神里大和作; 陳士晉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8270 羅德斯島戰記: 誓約之寶冠 水野良作; 哈泥蛙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38317 不幹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 北川惠海作; 韓宛庭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8348 在這個世界中,與你再度相戀 望月くらげ作; 邱香凝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11410 わかる!!台湾ビジネスQ&A: 専門家による台湾ビジネス解説書. 2020年奥田健士著 2019-10-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5112882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2899 笑著笑著就哭了: 微笑憂鬱者的告白 郡俏哲理。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905 Artiste: 料理藝術之路 さもえど太郎漫畫; 吊木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12912 我的機械女神安娜 R-one作; 王明聖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12929 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 大間九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木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12936 情色作家的愛玩情事 羽柴みず漫畫; kyo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943 真愛在何方 葉芝真己原作; 小綠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950 戀物語 田倉トヲル原作; 朔小方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2967 關於我與青梅竹馬的那些事 佐藤アキヒト作; KUMAKO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974 禁欲的生活 吉田ゆうこ作; 黃盈琪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981 空洞的甜蜜Empty Sweetie 三ツ矢凡人作; 謝旻釗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2998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13001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13018 ORIGIN原型機 Boichi作; 林子傑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13025 癌細胞的真相: 將癌症扼殺於搖籃之中 鄭紅剛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032 超圖解經絡.穴道: 透過經穴建構人體健康地圖 森英俊監修; 童小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049 印刷業抓狂日記: 出錯才是日常?崩潰再升級! 奈良裕己著; 鍾嘉惠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056 附示範影片!5分鐘小臉按摩: 美體師指導打造元氣美顏森拓郎著; 何姵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063 死印 エクスペリエンス原作; 雨宮ひとみ著; ASATO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070 呆萌又可愛!擬真羊毛氈兔子玩偶: 垂耳兔、雷克斯兔、獅子兔、長毛兔等16款畑牧子著; 許倩珮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087 空箱職人傳授零食空盒模型密技 HARUKIRU著; 曹茹蘋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094 上班族1分鐘放鬆瑜伽: 隨時舒緩身體不適,調整心理狀態!京乃ともみ著; 徐瑜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100 法式檸檬甜點 加藤里名著; 安珀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117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科學: 解答日常的疑惑 川村康文著; 陳識中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131 亞斯兒養育日記: 不平凡是我們最強的武器! 寺島Hiro著; 黃筱涵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3148 圖解古典樂: 從樂理入門到音樂史完全解析,全方位提升藝術涵養中川右介著; 童小芳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9865 Essential written grammar Kuei-Chi Tseng, Yuan-Cheng Liu, Shwu-Wen Lin 2020-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839872 當代機率: 理論與應用 Saeed Ghahramani[著]; 朱蕴鑛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9889 いきいき觀光日本語: 活力觀光日本語 張惠蘭, 莫素微作 2020-01-00 1版 其他 1

9789574839896 The complete TOEIC practice test author Ian Clarke,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ler 2020-01-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4839919 電吉他電路 Shiang-Hwua Yu著 2020-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926 初階英語聽講練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Casey Malarcher編著 2020-01-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4839933 初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Joseph Schier編著 2020-01-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4839940 高等會計學 鄧淑珠著 2020-01-00 5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839964 Business surviv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Joseph Henley[作] 2020-02-00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839971 信託法規與實務 倪仁禧編著 2020-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988 The complete TOEIC practice test. 2 author Ian Clarke,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ler 2020-03-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4839995 The complete TOEIC practice test. 3 author Ian Clarke,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ler 2020-04-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5522001 西北雨 李南衡文字整理; 曹俊彥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2018 「師生共讀」提升技專校院學生英文學習成效之教學實踐研究洪千惠著 2020-04-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080 中國產業的發展模式: 探索產業政策的角色 瞿宛文著 2020-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9

送存冊數共計：191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臺灣東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423 男性舞者的身體訓練: 從歷史脈絡與生理科學探討男性芭蕾舞者的訓練簡華葆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430 優雅的張揚: 簡華葆芭蕾創作報告 簡華葆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6837 筆墨傳承: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菲律賓.泰國書畫家國際交流展專輯. 2020王和美主編 202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537 正念之道: 大念處經析解與問答 帕奧禪師講解; 弟子合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537 正念之道: 大念處經析解與問答 帕奧禪師講解; 弟子合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167 臺灣建築學會第32屆建築研究暨設計成果發表會與第4屆全國建築設計教學與建築教育論壇論文集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4752 藍金傳奇: 三角湧染的黃金歲月 林炯任著 2008-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0087 519世界家庭醫師日專輯 蔡世滋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037 台灣胸腔醫學史 盧忻謐, 陳妤嘉, 蔡篤堅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2388 抱朴子外篇今註今譯 中華文化總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陳飛龍註譯 2020-01-00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532401 人人必讀的七本書: <>、<>: 辛老師的私房經典課(1)辛意雲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18 我們都離開了家: 全球多元文化趨勢下韓國新移民的離散、追尋與認同金賢美著; 杜彥文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25 逆風的手搖鈴 古梅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32 太公六韜今註今譯 徐培根註譯 2020-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2449 侶途: 同性婚姻上路後,這世界發生了什麼? 李.巴吉特(M. V. Lee Badgett)著; 黃思瑜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56 台灣法曆: 法律歷史上的今天(1-6月) 法律白話文運動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63 飲食中的朝鮮野史 宋永心著; 陳曉菁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70 敬愛的心意 金錦姬著; 簡郁璇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87 奔跑吧!爸爸 金愛爛著; 許先哲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494 文字學家的甲骨學研究室:了解甲骨文不能不學的13堂必修課許進雄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00 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 看檢察總長如何翻轉德國的歷史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作; 王榮輝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17 餐桌上的一匙歷史 朴賢振著; 邱麟翔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24 加害人家屬: 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 鈴木伸元著; 陳令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31 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 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西蒙.詹金斯著; 韓翔中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48 血統的原罪: 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害者 杜晉軒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55 情到深處: 胡宗南將軍與夫人葉霞翟在戰火中的生命書寫胡為真口述; 汪士淳撰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62 跬步集: 從中古民族與史學研析洞悉歷史的發展與真相朱振宏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579 吃動物: 大口咬下的真相 強納森.薩法蘭.弗耳(Jonathan Safran Foer)著; 盧相如譯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2586 主廚也想知道的美味密技: 4大工法、22堂實戰課程、40道應用食譜,烹調祕訣都在科學中章致綱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616 春蟬吐絲: 殷海光最後的話語 陳鼓應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647 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寫在沙灘上 陳黎, 張芳齡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臺灣推喇奴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家庭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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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國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芭蕾藝術教育發展協會



9789869220958 一對一門徒養育查經 推喇奴書房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119 生命加油讚 樹林教會裝備中心編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561 中國加利利的歌聲: 迦南詩歌與當代中國家庭教會徐頌贊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1283 美哉臺灣: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會員. 2019 林仁山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244 集保三十永續前行: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30週年特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編審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536 台海藝蹤. 2019 馮儀主編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153 維生素D生命之鑰: 維生素D與健康百問 楊榮森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066 輕鬆照顧失智長輩: 失智症居家照護指南 大誠會失智症支援小組作; 洪予琇, 柯依芸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4583 小動物皮膚病學 Keith A. Hnilica, Adam P. Patterson作; 王慧如等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1416 Netter臨床骨科檢查 Joshua A. Cleland作; 呂怡慧等譯 2020-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801423 Darby's全面掌握口腔衛生學. 下, 臨床口腔醫學與臨床口腔衛生Christine M. Blue作; 王奕棋等譯 2020-02-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9801461 牙科植體手術彩色圖譜 Michael S. Block原著; 林宣利等翻譯 2020-01-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801478 Ebersole and Hess' 老人護理與健康老化 Theris A. Touhy, Kathleen Jett原著; 葉織茵, 劉宜佳, 鄭勝得翻譯2020-01-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9801485 視覺光學實務與屈光原理. 下 Andrew Keirl, Caroline Christie原著; 郭奕萱等翻譯 2020-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618 台灣曆書三合三元擇日學 羅山雲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9762618 台灣曆書三合三元擇日學 羅山雲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984 電路板與載板術語手冊 白蓉生編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9382991 PCBShop採購指南. 2020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134 Persil寶瀅衣起寫生趣作品集. 2019 臺灣漢高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4410 防不勝防卑鄙大人 黃偉俐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465 這樣打掃不生病!(全圖解): 醫療級清潔專家帶你一天12分鐘,輕鬆清除「病原灰塵」,遠離呼吸道、腸胃道感染松本忠男作; 鍾雅茜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472 棋會的手感烘焙: 神手媽媽烘焙筆記 張棋惠著 2019-12-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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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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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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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楓城骨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樹林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9789861304489 吃對食物 越吃越年輕: 國寶中醫師的慢老飲食法,全面提升代謝力、免疫力的自我保健對症根治食療徐慧茵作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1304496 人體排寒手冊: <>的養生自療大法 王長松作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1304502 1500張實境照!料理不失敗10堂關鍵必修課: 世界金牌主廚圖解100道家常菜烹調工法與美味祕訣,中餐丙級考試必備開平餐飲基金會著 2020-01-00 平裝 1

9789861304519 史上最強!聰明收納全圖解: 1000張彩圖教學!韓國收納女王教你1週1區、4步驟改造空間,讓你家從客廳到臥室煥然一新!趙允慶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237 聽見書店的聲音. Vol.3: 在青春的路上,遇見書店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8872 人類學的石頭記: 許禮憲和他的藝術作品 張家銘作 2020-04-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910 臨水風華: 順天聖母陳靖姑文化節. 2018 蔡政憲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478 台灣聲學學會108年會員大會暨第32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980 精準命中!日本語能力試驗N1模擬試題(復刻版) 柿添信吾, 伊東知佳作 2020-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9894012 精準命中!日本語能力試驗N4模擬試題(復刻版) 尾崎公美子, 柿添信吾作 2020-04-00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796 鋼筆戀美字: 練字=練心,靜心寫一手美麗的好字!樂友文化編輯部整理 2019-07-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945 愛的自言自語: 容馡詩集 容馡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952 詩呆子詩集: 五言七言胡言的生活日常 李赫著.攝影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791 暖身祛寒完全手冊: 這樣作,輕鬆擊退手腳冰冷與畏寒!渡邊賀子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807 超療癒!和緩流動伸展的全身瑜伽: 在家跟著10組精心編排的串聯體式課程& DVD教學,與身心常見的緊繃不適溫柔和解近藤真由美監修; 亞緋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814 簡單上手的水果切雕.拼盤.杯飾基本功 平野泰三著, 亞緋琉譯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5821 瑜伽體位法不只是做動作!: 從瑜伽典籍&印度哲學,深入瞭解調合身心靈的脈輪理論+阿育吠陀醫學,精進瑜伽的自我療癒之道。西川真知子著; 林麗秀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838 貧血保養完全手冊: 跟倦怠、頭痛、失眠說bye-bye!濱木珠惠著; 瞿中蓮翻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234 紅白機終極聖經 山崎功著; 林耿生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7809 <>的十條投資金律: 經理人不告訴你,但投資前一定要知道的事柏頓.墨基爾(Burton G. Malkiel)著; 辛亞蓓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7854 當代財經大師的估值課: 華爾街的估值智庫教你找出一家會賺錢的公司亞斯華斯.達摩德仁(Aswath Damodaran)著; 洪士美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7878 彼得原理: 暢銷50年商管巨作! 揭露公司充滿無能人物的理由勞倫斯.彼得(Laurence J. Peter), 雷蒙德.霍爾(Raymond Hull)著; 鍾榕芳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數位原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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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聲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德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雕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臨水文化弘道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9789579036115 觀音菩薩全集: 瑪尼的秘傳知識 努巴仁波切講述; 劉哲安藏譯 2019-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184 彩虹的壇城 恭秋琶牟著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214 流體力學究竟在說什麼? 王曉剛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221 小薇和25隻貓 醉公子著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9065 偶爾言中. II 林中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089 強人眼下的軍隊: 1949年後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復國夢與強軍之路柴漢熙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5221 生活法律速讀課: 智慧財產權 鍾漢光著; 黃龍動漫繪圖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4716 大學的社會責任. 三, 大稻埕商圈的時光故事 蔡翠旭編著 2020-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713 多元性別關係概論 陳莉玲編纂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720 育才達人風華20: 20週年校慶專輯 王榮祖總編輯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5911737 兒童問題與輔導 簡宏江編纂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744 藝想: 談圖畫書的視覺藝術 鄺靜辰著 2019-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1751 議想: 咀嚼閱讀圖畫書 鄺靜辰著 2019-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1768 APP程式設計課程教材 劉千鳳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775 Python程式設計 李明昌主編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5911782 日語能力N2檢定考: 從句型及慣用句掌握 郭秋梅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799 中餐烹調理論與實務 黃家洋主編 202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1255 開心初學小花束: 簡單手法x時尚花藝家飾x迷你花禮走進花藝生活的第一本書小野木彩香著; 姜柏如譯 2020-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1262 日照不足也OK.以耐陰植物打造美麗庭園 NHK出版編著; 林麗秀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279 初學者的多肉植物&仙人掌日常好時光 NHK編著; 陳妍雯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11286 我的第一本花草園藝書 黑田健太郎著; 陳令嫻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9001 戰爭裡的孩子們都怎麼了? 山本美香作; 林仁惠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9018 長崎 艾力克.菲耶(Eric Faye)著; 陳太乙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9025 走入亞細安: 臺灣青年在東南亞國家的第一手觀察報導林佳禾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9032 躁動的亡魂: 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 蕭琪, 蔡松穎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9063 世界距離民主只有五天: 一群中國少年的民主實驗寇延丁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2849 主題式片語 賴素如執行主編 2019-07-00 平裝 1

9789869742856 標竿中級閱讀100篇. A 賴素如策劃總編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42863 主題式英文閱讀熟記4500單字 賴素如策劃編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42870 標竿主題式片語. B 賴素如等聯合編著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742887 標竿中級閱讀100篇. B 賴素如策劃總編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9027 一句話一輩子: 人生的真情話 李育達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034 與心靈洗個澡 裴玲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041 在喧囂浮華的年代,這些定律最有價值 勞倫斯.彼得(Laurence Peter)著; 艾柯編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標竿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墨刻



9789869799072 老年人的生活世界: 看開、放下、認真過生活 丘榮襄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4815 世界最偉大的教子書 卡爾.威特等原著;李向暉翻譯 2020-05-00 其他 1

9789869884822 世界最偉大的勵志書 奧格.曼狄諾等原著; 李津編著 2020-05-00 其他 1

9789869884839 世界最偉大的智慧書 勞倫斯.彼得(Lawrence Peter)原著; 李津編譯 2020-05-00 其他 1

9789869884846 世界最偉大的管理書 彼得.杜拉克原著; 李津編著 2020-05-00 其他 1

9789869884853 世界最完美的情緒智商 克里.摩斯(Kelly Morth)原著; 譚春虹編譯 2020-05-00 其他 1

9789869884860 世界最偉大的生意經 北史原著; 李津企劃 2020-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4877 世界最偉大的博奕論 譚志堅原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884884 世界最簡單的口才書 李曉峰編著; 李津總企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884891 世界最有效的執行力 劉敏興編著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04 世界最簡單的哲理書 劉華亭編著; 李津總企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11 世界最偉大的人生忠告 柯元華編著; 李津總企劃 2020-07-00 其他 1

9789869905428 世界最偉大的厚黑學 史晟編著; 李津總企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35 世界最神奇的24堂課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nel)原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42 世界最偉大的推銷員 葛芯嵐編著; 李津總企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59 世界最偉大的處世經 王志方編著; 李津總企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66 世界最簡單的心計學 陳小春編著; 李津總企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73 世界最成功的經營學 楊學強編著; 李津總策畫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80 世界最完美的幽默學 張偉祥編著; 李津總策畫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5497 世界最偉大的觀人學 司馬哲編著; 李津總策畫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07 世界最古老的伊索寓言 陳書凱編譯; 李津總策畫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14 世界最偉大的識人學 司馬哲編著; 李津總策畫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21 世界最簡單的寓言書 陳小春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38 世界最偉大的人性學 李傲編著; 李津總策畫 2020-06-00 初版1刷 其他 1

9789869908245 世界最偉大的教育大師 劉啟彬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52 世界最感人的真情書 陳書凱編譯; 李津總策畫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69 世界最溫馨的散文集 陳書凱編譯;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76 世界最神奇的心靈課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nel)原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83 世界最神奇的心靈潛能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nel)原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08290 世界最偉大的哲學鉅著 張玉彬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09 世界最著名的黃金定律 林志暉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16 世界最完美的糊塗學 歐陽秀林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23 世界最聰明的鬥智學 王立軍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30 世界最偉大的兵書 陳秉鴻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47 世界最精明的用人術 陳小春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54 世界最神奇的成功鑰匙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nnel)原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61 世界最經典的智慧奇書 巴爾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等著; 陳書凱編譯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78 世界最經典的勵志奇書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原著; 陳書凱編譯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85 世界最偉大的商聖 李志賀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0392 世界最感人的女性傳記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等原著; 陳書凱編譯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06 世界最富有的軟體大師 劉耀暉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13 世界最完美的性格學 田書偉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20 世界最簡單的創意行銷 高偉皓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37 世界最偉大的沉思錄 馬可.奧勒留原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44 世界最完美的說話術 陳志剛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51 世界最完美的心態學 田書偉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68 世界最簡單的狼道法則 羅宇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75 世界最偉大的成長書 潘維宗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82 世界最偉大的品格書 潘維宗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9912099 世界最傳奇的富豪家族 張朝貴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5538002 世界最成功的銷售聖經 諾瓦爾.霍金斯(Norval Hawkins)原著; 劉偉編譯; 李津總策劃2020-06-00 其他 1

9789865538026 世界最偉大的談判術 邱紀彬編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5538040 世界最偉大的道德情感論 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著; 邱益群譯 2020-06-00 其他 1

9789865538057 世界最偉大的吸引力法則 威廉.沃克.阿特金森原著; 李津總策劃 2020-06-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6906 澄清湖畔雅集 蘇信雄執行編輯 2019-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876 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生成: 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林以衡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883 南國多秀士: 唐宋之際的東南士人與中國文化重心南移黃庭碩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1890 日治時期「中國」作為工具的台灣身分思索: 以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為研究對象王韶君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7

澄清湖畔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稻鄉



9789866078538 古詩十九首 何沛雄(Kenneth P. H. Ho)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620 <>點校. 4(十九-廿四卷) 林燊祿點校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2424 19世紀美國排華運動與清美外交中的白人領事: 清駐舊金山副領事傅列秘洪玉儒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2431 戰爭、糧食與土地改革: 戰時戰後的臺灣農政(1930s-1950s)黃仁姿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2448 石錫勳及其時代: 1950、60年代臺灣反對菁英的選舉批判、民主參與及政治受難蘇瑞鏘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9869 你養你的豬,我做我的鴨 蕭九凉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2800 墨雲畫會: 吳麗雲水墨創作師生聯展 周志儒等編輯 2019-09-00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2635 日日物事 葉怡蘭著 2019-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2659 設計正美: TAID 50年會慶專刊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32666 每日美日 凌宗湧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900 平均律如何毀了和聲: 又干你什麼事? 羅斯.杜芬(Ross Duffin)著; 江靖波譯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8907 飲料實務 高琦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68914 西餐烹調實習. 上 王申長, 張世旻, 李麗霞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921 烘焙實務. 上 吳嘉琪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4021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爸媽-都是作文老師! 洪俊彥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4038 鳳邑舊城城隍出巡: 信仰與地方再現 邱延洲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2436 百變探索樂園: 奇幻樂園(中英對照) 玩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861 樹人學報. 第十六期 黃世疇總編輯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924 威利在哪裡?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 劉嘉路譯2016-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7931 威利在哪裡?驚奇魔法書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劉嘉路譯 2016-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7948 威利在哪裡？奇幻大冒險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譯 2016-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7955 威利在哪裡?穿越時空之旅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黃筱茵譯 2016-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7962 威利在哪裡?電影夢工廠 馬丁.韓福特(Martin Handford)文.圖; 劉嘉路譯 2016-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1957 小熊睡覺囉! 雪莉.派倫托文; 大衛.沃克圖; 張淑瓊譯 2017-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71964 小熊來洗澡 雪莉.派倫托文; 大衛.沃克圖; 張淑瓊譯 2017-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0100 陶樂蒂的開學日 陶樂蒂文; 陶樂蒂,黃郁欽圖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2333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游嘉惠文; 梓琿漫畫; 水腦插畫 2018-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4092 貓巧可. 4, 貓巧可救了小紅帽 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2019-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4504 河川.火林.烏雲光 郭瀞婷文 2019-07-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4641 祕密計畫 喬納.溫特(Jonah Winter)文; 貞娜.溫特(Jeanette Winter)圖; 幸佳慧譯2019-08-00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樂疊創意機器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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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墨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雲畫會



9789575034917 程式冒險王國. 1: 設計漢堡城的廚師機器人 柳炅嬋文; 金美善繪; 葛增娜譯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4924 程式冒險王國. 3: 找回古代女神的密碼寶石 柳炅嬋文; 金美善繪; 葛增娜譯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4931 程式冒險王國. 2: 啟動兒童樂園的超級電腦 柳炅嬋文; 金美善繪; 葛增娜譯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5105 值日追書生 王文華文; 張睿洋圖 201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5235 去投票吧!: 做出選擇, 創造改變 馬克.舒爾曼(Mark Shulman)文; 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圖; 劉清彥譯201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5419 億萬億顆星星 塞思.菲斯曼(Seth Fishman)文; 伊莎貝爾.葛林堡(Isabel Greenberg)圖; 廖珮妤,賴以威譯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5426 棉被君 Aki Kondo作繪; 郭玲莉譯 2020-03-00 第1版 精裝 1

9789575035433 棉被君和小刺蝟 Aki Kondo作繪; 郭玲莉譯 2019-1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575035518 最有梗的理科教室: 燒杯君與他的理科小夥伴 學研PLUS編著; 上谷夫婦圖; 黃郁婷譯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525 最有梗的單位教室: 公尺君與他的單位小夥伴 上谷夫婦文.圖; 李沛栩譯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532 君偉上小學. 特別篇: 君偉的節日報告 王淑芬文; 賴馬圖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5563 陳郁如旅行散文. 2: 追日逐光 陳郁如作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570 仙靈傳奇. 4, 陶妖 陳郁如文 2020-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587 仙靈傳奇. 4, 陶妖 陳郁如文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5617 我會,我會,尼尼都會! Keropons文; 原愛美圖; 許婷婷譯 2020-04-00 第1版 精裝 1

9789575035624 不要,不要,尼尼都不要! Keropons文; 原愛美圖; 許婷婷譯 2020-04-00 第1版 精裝 1

9789575035648 貓巧可環遊世界 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655 最有梗的單位教室: 公尺君與他的單位小夥伴 上谷夫婦(うえたに夫婦)作繪; 李沛栩譯 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5662 最有梗的理科教室: 燒杯君與他的理科小夥伴 學研PLUS(学研プラス)編著; 上谷夫婦(うえたに夫婦)圖; 黃郁婷譯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5716 達克比辦案. 8: 驚魂奧運會: 物競天擇與適應 胡妙芬文; 柯智元圖 2020-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723 地震100問: 最強圖解X超酷實驗: 破解一百個不可思議的地科祕密潘昌志文; 陳彥伶圖 0000-0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5730 不可思「億」巧克力工廠 王文華, 賴以威作;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5747 旋風戰鬥陀螺的祕密 王文華, 賴以威作;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5754 春日小學社團日 王文華, 賴以威作;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5761 星球卡爭奪戰 王文華, 賴以威作;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5778 怪怪小屋的考驗 王文華, 賴以威作;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5785 金麻雀召集令 王文華, 賴以威作;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5808 怪傑佐羅力之海底大探險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2020-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5815 怪傑佐羅力之地底大探險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2020-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5822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1, 不可思「億」巧克力工廠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5839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2, 旋風戰鬥陀螺的祕密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5846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3, 春日小學社團日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5853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4, 星球卡爭奪戰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5860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5, 怪怪小屋的考驗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5877 數感小學冒險系列. 6, 金麻雀召集令 王文華, 賴以威文; BO2, 楊容圖 2020-04-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5884 達克比辦案. 8: 驚魂奧運會: 物競天擇與適應 胡妙芬文; 柯智元圖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5914 小兒子. 1, 爸爸是夜晚暴食龍 駱以軍原著; 王文華改寫; 李小逸插畫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921 神奇柑仔店. 5, 我不要帥哥面具!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938 神奇柑仔店. 6, 忍耐鉛筆大逆襲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5945 城市小英雄 陳致元文.圖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6010 ﹝小學生﹞晨讀10分鐘: 漫畫語文故事集. 故事文本篇曾世杰作; 胡覺隆, 呂家豪漫畫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6034 ﹝小學生﹞晨讀10分鐘: 漫畫語文故事集. 訊息文本篇曾世杰文; 呂家豪, 胡覺隆圖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6089 法布爾的微觀世界: 昆蟲觀察X科學實驗X自然書寫讓-亨利.卡西米爾.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文; 西爾維.貝薩德(Sylvie Bessard)圖; 林淑真譯2020-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6096 故事臺灣史. 3: 20個奠基臺灣的關鍵地點 席名彥著; 慢熟工作室繪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6102 故事臺灣史. 4: 22個代表臺灣的關鍵事物 林于煖等作; 慢熟工作室繪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6119 歡迎光臨口罩動物村 黃芝瑩文.圖 2020-06-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575 米烘培 徐秀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605 輕食與開胃小品 林勃攸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612 韓國媽媽的家常料理: 60道必學經典 涼拌X小菜X主食X湯鍋,一次學會王林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629 日式食堂裡的餐桌美食 葉信宏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636 阿拉伯菜的餐桌講義 林幸香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643 餅乾小禮盒:10類經典餅乾X57種甜蜜滋味X禮盒包裝示範宋淑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906 兒童基礎英語500單 親子學研教學部作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0920 兒童英語會話句圖畫書 Christina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親子學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積木女巫親子智慧館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橘子文化



9789869757324 小總裁的腦力開發: 3C3Q創智課程. 2 積木女巫教學團隊課程設計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2036 法國女人永恆的魅力法則 蒂許.潔德(Tish Jett)著; 韓書妍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92197 FLORA英國皇家植物園最美的植物多樣性圖鑑: 深入根莖、貼近花果葉,發現生命演化的豐富內涵[DK編輯部]著; 顧曉哲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2234 精萃咖啡 潔西卡.伊斯投(Jessica Easto), 安德列.威爾弗(Andreas Willhoff)著; 盧嘉琦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241 熊出沒: 全世界的熊都在幹麼? 凱蒂.維格斯(Katie Viggers)作; 林潔盈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2265 風味搭配科學: 58個風味主題、150種基本食材,世界名廚以科學探索食物原理,運用大數據分析,開啟無限美味與創意十足的廚藝境界詹姆斯.布里西翁(James Briscione), 布露克.帕克赫斯特(Brooke Parkhurst)著; 楊馥嘉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272 乳酪聖經: 歷史、風土、餐搭,全面介紹400款世界知名乳酪的用乳來源、製作祕方與產區地圖崔斯坦.希卡爾(Tristan Sicard)著; 韓書妍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289 圖解雞尾酒技法 山田高史, 宮之原拓男著; 古又羽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319 Moon月亮: 藝術、科學、文化,從精彩故事與超過170幅珍貴影像認識人類唯一登陸的外星球羅伯特.馬西(Robert Massey), 亞莉珊德拉.羅斯柯(Alexandra Loske)著; 林潔盈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2132 遊世界 黃宇編著 2019-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187 字音字形競賽試題完全解析. 國中組 李雅萍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248 偉大的世界奇蹟: 繞著地球慢慢走 洋洋兔編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255 全景圖說中國歷史: 上古-三國 星蔚時代編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262 全景圖說中國歷史: 西晉-清朝 星蔚時代編繪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2279 輕鬆學部首 賴慶雄編著 2019-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4522293 漫畫史記: 華夏五帝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09 漫畫史記: 千古始皇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16 漫畫史記: 劉邦項羽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23 漫畫史記: 漢室天子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30 漫畫史記: 太公姜尚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47 漫畫史記: 東周霸主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54 漫畫史記: 吳越春秋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61 漫畫史記: 諸子百家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78 漫畫史記: 名將仁俠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85 漫畫史記: 楚漢英傑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392 漫畫史記: 千古名士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2408 漫畫史記: 大漢風雲 司馬遷著; 洋洋兔編繪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063 無限的荒謬: 恩格斯發展觀研究 榮偉傑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936 阿諾斯的回憶 Grace文; 邱文娟圖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4206 Space adventure written by Martina Palfrey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13 The boy who wished for more written by Scott Johnson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20 Rich the rabbit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37 Ellie's first day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44 Captain calamity written by Steve Lambert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51 The great escape written by Steve Lambert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68 Life swap written by Kerry Nockolds 2014-07-00 其他 1

9789869794275 The haunted palace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82 The screaming sphinx written by Jon Bines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299 Tom's magic bike written by Tom Bowen 2013-00-00 其他 1

9789869794503 Princess Penny goes to town written by Alexander Nicholson 2013-00-00 其他 1

9789869794510 Sandy the sporty spider written by Alexander Nicholson 2013-00-00 其他 1

9789869794527 Keboolatangawanga written by Ben Oldham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534 Sally solver written by Scott Johnson 2014-07-00 其他 1

9789869794541 The treasure hunt written by Kerry Nockolds 2014-00-00 其他 1

9789869794558 Sam goes to the supermarket written by Matthew Wraxall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9794565 Tina's birthday written by Bethany Hull 2013-00-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生閣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憶母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螢火蟲



9789869794572 Nobody knows written by Martin Cooke 2013-00-00 其他 1

9789869794589 Where's that monkey? written by Rob Ansell 2013-00-00 其他 1

9789869794596 The king's dinner written by Katy Lukas 2013-00-00 其他 1

9789869795302 The art class written by Alexander Nicholson 2013-00-00 其他 1

9789869795319 Hide and seek written by Martin Cooke 2013-0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8556 股票交易精鍊手冊: 提升個人化選股、買賣程序到資產配置的張力交易法加迪斯.羅茲(Gatis N. Roze), 葛雷森.羅茲(Grayson D. Roze)作; 黃嘉斌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8563 股市金融怪傑: 全美頂尖投資高手對談錄 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黃嘉斌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6820 自然 殷琴, 徐緯, 亦潔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837 必修生物 殷琴, 亦潔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6844 必修公民與社會. 1 彭誠, 柏源誠作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76851 必修化學 盧澔等作; 鍾秀華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76868 必修地理. 1 謝承勳等作; 鍾秀華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76875 必修地球科學 廖豆豆作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76882 必修物理 唐宇, 劉家齊作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776899 必修歷史. 1 林辰作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823500 全民英檢初級 聽說讀寫4 in 1 何誠作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47621 獻給虛無的供物 中井英夫著; 詹慕如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638 超.殺人事件: 推理作家的苦惱 東野圭吾著; 張智淵譯 2020-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9447645 銘印之子: 鑄場畔的女賊 Robert Jackson Bennett著; 歸也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669 華龍之宮 上田早夕里著; 邱香凝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47676 暗黑童話 乙一著; 龔婉如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447683 怪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687 空氣污染與肺部健康 許超群總編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0694 台灣肺阻塞臨床照護指引(簡眀版). 2019 鄭世隆總編輯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416 社區繪本: 草湳故事: 一起去海邊 祖孟萱作; 王顥諭繪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9843423 社區繪本: 草湳故事: 女子抬轎隊的故事 張葦菱作; 劉芷伶繪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9843430 社區繪本: 草湳故事: 雞毛花與棒棒糖 祖孟萱作; 簡君益繪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9843447 社區繪本: 草湳故事: 草湳日常 祖孟萱作; 王顥諭繪 2019-11-00 精裝 1

9789869843454 社區繪本: 草湳故事: 割稻隊的故事 申惠豐作; 一天一怪獸有限公司繪 2019-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478 Smart U大學的創新工具 李文明等作; 劉仲倫總編輯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1056 小手play遊戲書 幼教編輯小組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06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 英文. 2 陳純音編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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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3114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 3劉宜君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186 速素時代.讀霸養成記(教師用) 宋怡慧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193 速素時代.讀霸養成記 宋怡慧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209 真希望快點長大 花小瓜文; 李小逸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1216 利達王子的點心時間 花球姨文; 蔡侑玲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靜宜大學智活子計畫四SET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臻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寰宇



978986333122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 3 陳純音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41824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941886 六十甲子籤詩: 籤卦詩畫 吳永猛, 黃明榮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941909 股市贏家 陳守煒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592 地藏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74403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forty-two chapters: spoken by the buddhaauthor Shih Cheng Yen; translator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2020-01-00 其他 1

9789869874427 The path to awakening: teachings on the adapted verses of 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to enlightenmentShih Cheng Yen[口述]; translator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2020-03-00 其他 1

9789869874434 菩提大道直 釋證嚴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7698 米穀粉應用製作: 新型態米食糕點 高誌鍵主編；黃雲霞, 王子芳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313 倚賢集:吳文勝書法作品集 吳文勝著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64722 一個假想的電影劇本「天堂門」: 臻品29週年建築與藝術家策劃展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645 教育行政與治理: 新管理主義途徑 陳榮政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591 幼師專業的認同與發展: 教育學傳記研究取向 倪鳴香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652 當代媒體: 匯流中的傳播世界 Joseph Turow著; 蘇文賢譯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3676 臺灣小學師範教育發展, 師範專科學校篇: 師範精神的延續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683 心理學第三版簡明版 王震武等合著 2020-01-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674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9龍華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1545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釋義 王光增編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4708 卡若琳的立體紙機關: 提著手作旅行箱出國去 卡若琳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4715 歡歡馬麻教你做小孩最愛的50道點心料理 郭仁阿著; 譚妮如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0661 唐玄宗. 三, 日陵月替 趙揚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678 唐玄宗. 三, 日陵月替 趙揚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橋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圖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龍華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錦達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靜思人文



9789869536349 發現身邊的歷史: 楊元靜的家族史訪談紀實 楊元靜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370 來自宇宙的愛: 能量療法與靈療倫理分析 黃茂展口述; 邱靖雄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426 橫山USR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成果專輯. II: 在地.環保.創新.永續ALLINONE盧圓華總編輯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402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畢業作品選. 107級 盧圓華總編輯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813457 ICIDIC跨域設計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0第13屆邱惠琳主任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784 視覺設計的圖像創作模式教學與創作研究-論個人創作理念與創作表現楊肇傅撰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419 千萬種愛的形式: 傳遞感動時刻從樹德開始 顏世慧, 陳玟瑜, 陳瑞霞執行編輯 2019-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332 鹹鹹的鹽 張涵易, 孫婉玲作; 達志影像圖; 林傳宗插圖 2019-10-00 精裝 1

9789869718349 草莓 何佳芬作; 達志影像圖; 林純純插圖 2019-1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0408 農人的心意 王元容文; 陳維霖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415 阿貝的小熊 王元容文; 吳嘉鴻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422 蟹謝你 高凌華文; 劉伯樂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439 當我們同在一起 王元容文; 崔麗君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446 嘟嘟!你好棒 王元容文; 陳和凱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453 森林餐桌 何佳芬文; 赤川明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460 快樂村的大難題 林祐如文; 卓昆峰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477 品德第一大書: 尊重: 農人的心意 王元容文; 陳維霖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484 品德第一大書: 有恆: 阿貝的小熊 王元容文; 吳嘉鴻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491 品德第一大書: 關懷: 蟹謝你 高凌華文; 劉伯樂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507 品德第一大書: 責任: 當我們同在一起 王元容文; 崔麗君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514 品德第一大書: 勇氣 樂觀: 嘟嘟!你好棒 王元容文; 陳和凱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521 品德第一大書: 分享: 森林餐桌 何佳芬文; 赤川明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538 品德第一大書: 合作: 快樂村的大難題 林祐如文; 卓昆峰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545 品德第一大書: 感恩: 水牛爺爺搬新家 廖之瑋文; 張振松圖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0552 水牛爺爺搬新家 廖之瑋文; 張振松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0583 怪怪皇后 王元容文; 崔麗君圖 2019-10-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400590 千千想要吃葡萄 王元容文; 黃淑華圖 2019-10-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400606 克克的紅披風 王元容文; 林傳宗圖 2019-10-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400613 渡海去探險 王元容文; 劉伯樂圖 2019-10-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400620 草原大合唱 王元容文; 卓昆峰圖 2019-10-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400637 小斑馬找媽媽 孫婉玲文; 林傳宗圖 2019-10-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400644 好玩的球 張涵易作; 達志影像圖片; 吳嘉鴻插圖 2020-05-00 精裝 1

9789865400651 大家來看戲 王元容作; 達志影像圖片; 黃淑華插圖 2020-07-00 精裝 1

9789865400668 好玩的球: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5400675 大家來看戲: 教師指引手冊 謝華容課程設計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5400682 到菜園走走: 教師指引手冊 李伃崴, 高亞甄, 陳柔含課程設計 2019-11-00 平裝 1

9789865400699 海岸的小精靈: 教師指引手冊 游見惠課程設計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976 念住內觀: 以直觀智解脫心 班迪達尊者(Sayādaw U Pa ita)作; 觀行者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990 日本神諭占卜卡: 來自眾神、精靈、生命與大地的訊息大野百合子著; 歐凱寧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05 除障積福最強大之法: 山淨煙供 堪祖蘇南給稱仁波切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12 宇宙靈訊之神展開 王郁惠, 張景雯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29 哈佛醫學專家的老年慢療八階段: 用三十年照顧老大人的經驗告訴你,如何以個人化的照護與支持,陪伴父母長者的晚年旅程。丹尼斯.麥卡洛(Dennis McCullough)著; 林資香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課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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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德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



9789869799836 觀音在西藏: 遇見世間最美麗的佛菩薩 邱常梵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43 入流亡所: 聽一聽.悟、修、證<> 頂峰無無禪師著; 天真法師, 玄玄法師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50 撥雲見月: 禪修與祖師悟道故事 釋悟因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67 當下了然智慧: 無分別智禪修指南 確吉.尼瑪仁波切著; 普賢法譯小組中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74 中陰指引: 修習四中陰法教的訣竅 確吉.尼瑪仁波切(Chökyi Nyima Rinpoche)著; 普賢法譯小組中譯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81 佛法的喜悅之道 確吉.尼瑪仁波切著; 喜饒帕宗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9898 醫者慈悲心 確吉.尼瑪仁波切(Chökyi Nyima Rinpoche), 大衛.施林(David R. Shlim)著; 妙琳法師中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801 生命的實相: 以四法印契入金剛乘的本覺修持 確吉.尼瑪仁波切(Chökyi Nyima Rinpoche); 虛空鏡影中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818 希塔療癒: 世界最強的能量療法 維安娜.斯蒂博(Vianna Stibal)著; 陳育齡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825 海澳華預言: 第九級星球的九日旅程.奇幻不思議的真實見聞米歇.戴斯馬克特(Michel Desmarquet)著; 張嘉怡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832 亞尼克｡味蕾的幸福: 從切片蛋糕到生乳捲的20年品牌之路吳宗恩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863 光之手. 2: 光之顯現: 個人療癒之旅.來自人體能量場的核心訊息芭芭拉.安.布藍能(Barbara Ann Brennan)著; 心夜明譯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9987 領航國文. 2(普通型高級中學) 陳婉玲, 澎客來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994 (月考王)國文. 2 全國名師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4290 數學. B. 第三冊(技術型高級中學) 廖志偉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002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 C. 第三冊 柯著元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02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 I, 物質與能量詹益慈等編著; 張煥宗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03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李弘文編著; 張煥宗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040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3A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許志農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057 普通高級中學數學. 3B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許志農主編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101 統測新趨勢 新國文閱讀百分百 王筱媛等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125 (微複習)數學複習講義. 1-2冊 施天民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149 瞄準句型108 曾琦芬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156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 II, 力學二與熱學 林秀豪等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163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 I, 力學一 林秀豪等編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5190187 讀霸英文學測五合一 鄭翔嬬, Michael McCollister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224 新大考英聽A攻略 李淑娟, Nick Kembel編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190231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教學講義. 3B 黃森山等編著; 許志農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293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教學講義. 3A 黃森山等編著; 許志農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323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教學講義. I, 力學一鄭呈因, 張銘傑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385 POWER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教學講義. 3A 黃峻棋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439 月考王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 1 邑軒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90453 POWER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教學講義. 1 李葶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477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教學講義. I, 細胞與遺傳許庭嘉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639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身體比一比(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646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快樂的一天(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653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頑皮家族(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660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逛逛動物園(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677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食物大集合(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684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寶貝我的家(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691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笨笨先生(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707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馬路上(簡體字版)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714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花園裡(簡體字版)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721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數字捉迷藏(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738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奇幻之旅(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 2020-04-00 其他 1

9789865790745 金頭腦邏輯思維提升訓練: 遊戲對對碰(簡體字版)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2020-04-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149 明代宗教雜劇研究 柯香君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7542 當代日本的政治與經濟 李世暉, 陳文甲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7559 跨國境犯罪理論與實踐 黃文志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702 曠野嗎哪. 輯二: 突破更新 孫大中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學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龍騰文化



9789575568832 八面玲瓏行不通: 健檢你的人際關係 均衡你的日常補給顧美芬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941 通天之路 龍台平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849 三重戰場 傅蘭吉(Francis Frangipane)著; 張月瑛譯 2020-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68856 你的故事,你的傳承: 如何進行回憶書寫 莫非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863 給孩子的7件禮物 陳少民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740 印心佛法精修講座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2020-03-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96242 潘朵拉的倒數 笭菁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266 玩命直播 千尋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273 太平間 墨水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4913 中文基礎文法: 史上最簡單易懂的國語文法書 黃筱媛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1770 商戰春秋陶朱公: 范蠡經濟思維與商業模式演化之研究范聖剛,范揚松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509 聯成電腦設計年鑑. 2019 聯成電腦及優秀學員合著 202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20737 人啊人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744 情緣.飛雪 完敗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751 相信我們的愛.三人習題 荏君編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768 眾生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775 碎心簷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782 現代人生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799 歡迎光臨靈魂交易所 主兒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805 癡心董事長 荏君編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812 我的書名就叫書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829 幻想的男子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836 情謎 完敗編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843 兩岸 隱地, 林貴真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850 我的宗教我的廟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867 愛喝咖啡的人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874 傘上傘下 隱地編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881 誰是.你愛的人.是誰 荏君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898 碧俠仙緣: 仙淚癒血俠止戈 水陽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904 漲潮日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911 法式裸睡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928 一天裡的戲碼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935 情流 完敗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942 隱地看小說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959 隱地極短篇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966 快樂的讀書人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973 生命曠野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0980 Silent 落日焰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0997 心的掙扎 隱地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1000 你我的故事,未完待續 落日焰編著 2019-09-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017 詩歌鋪 隱地編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1024 歐遊隨筆 隱地編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線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成電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擎天生活新知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禪天下



9789863721031 出版心事 隱地編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1048 作家與書的故事 隱地編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1055 盪著鞦韆喝咖啡 隱地編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1062 翻轉的年代 隱地編著 2019-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3721079 校園營養午餐: 你的孩子吃了什麼?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086 食物銀行: 補起社福的缺口,食物銀行在台灣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093 民主路向前行: 三個憂心,一個信心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09 尋找台灣閱讀力: 不讀時代,你多久沒看書了?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16 世代調查: 兩個三角形解讀世代臉譜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23 毒癮悲歌: 一場沒有槍聲的全民戰爭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30 尋找隱形冠軍: 找尋台灣產業競爭力與正向能量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47 體檢行的正義: 拒絕成為行的難民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54 蚊子館怎麼滅: 選舉支票一直開全台蚊子館滅不完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61 把水找回來: 為明天貯水…全面搶救漏水率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78 電子發票: 無紙化路迢迢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85 翻轉公廁: 你還要暫時停止呼吸嗎?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192 世代共好: 共容、共榮、共融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08 百種興盛: 動起來,搶救瀕滅絕植物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15 八仙追蹤: 那一夜之後,台灣的公安有進步嗎?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22 微型保險: 送不出的保命金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39 賦稅正義: 找回人民捍衛財產的權利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46 找溪望救水路: 河川毀滅倒數計時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53 偏鄉長照: 政府主辦的卡關遊戲?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77 海洋危機: 海洋垃圾正包圍台灣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84 醫療支付: 醫病踢皮球、醫療支付吵翻天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291 守護消防員: 別叫我英雄我們也害怕死亡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307 都更追追追: 解析都更牛步20年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314 偏鄉金融: 金融沙漠在偏鄉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321 餐桌危機: 極端氣候衝擊下的糧食危機 聯合報系編著 2019-11-00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498 校園改善計畫 創意思考與企畫 宋思明, 符逸群合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6181504 食遊北斗 宋思明作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6181511 創新教學法之實踐及成效評估: 以2018嶺東設計時尚月為例宋思明著 2019-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223 沙鹿北勢頭廟宇護照: 青山宮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撰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4230 沙鹿北勢頭廟宇護照: 福興宮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165 島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 李函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172 封神之島: 黑水 七樂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5196 代我問候南部太陽 陳韋任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986 全世界最有禮貌的大野狼 葛雷果.馬畢爾(Grégoire Mabire)文.圖; 孔繁璐譯 2020-05-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0917 胡服騎射: 台灣新藥臨床試驗的現代化 陳紹琛著 2019-09-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98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高從晏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環球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生技投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避風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59

嶺東科大視覺傳達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902 彌勒聖道行. 五十三部曲, 聖靈之鑰. 下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6752919 彌勒聖道行. 五十四部曲, 宇宙九蛇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2020-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9661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喚醒 OK老師作 2020-01-00 其他 1

9789869779678 我與外星人的約定: 通靈頻道 OK老師作 2020-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349 佛地經論 親光菩薩等造; (唐)玄奘法師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080 心靈探險: 賽斯修練法 Nancy Ashley著; 王季慶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2097 禪關次第: 初心修悟法要 妙參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12303 禪關次第: 初心修悟法要 妙參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51816 人民幣的野心: 改寫世界經濟的中國貨幣發展史吉岡桂子著; 郭清華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3995 屈萬里全集 屈萬里著 2020-0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54268 胡雪巖 高陽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854282 胡雪巖 高陽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854275 胡雪巖 高陽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0854367 紅頂商人 高陽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4701 誰是葛里歐 方梓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701 誰是葛里歐 方梓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718 繪本東京 小林豊繪.著; 蘇懿禎譯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4749 華語文教學的多元視野與跨界思考 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756 難民: 世界上最悲傷的旅人 河永植著; 金素姬繪; 張琪惠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763 一分為二: 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 劉紀蕙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4770 一目了然的國際衝突 李昌淑著; 李熙珢繪; 林芳如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800 如果可以好好說再見: 以愛告別,人生最後選擇的現場紀實宮下洋一著; 賴郁婷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817 如果柏拉圖也有Podcast: 20位古希臘哲學家給現代人的生活思辨馬克.維農(Mark Vernon)著; 謝章義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824 宋代外交史 陶晉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855 異托邦指南. 詩與歌卷: 暴雨反對 廖偉棠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862 中國青銅時代 張光直著 2020-03-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4879 中國青銅時代. 第二集 張光直著 2020-03-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4893 藏身 凌明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909 123轉台灣 陳盈帆著.繪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4916 烏有之地: 這輩子到不了的50個國度 比約恩.貝爾智(Bjorn Berge)著; 高平唐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923 京夫子文集. 卷三: 儒林園 古華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930 善經濟: 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 何日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947 通靈者之夢 康德(Immanuel Kant)著; 李明輝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4954 論老年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著; 徐學庸譯注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4978 好好走路不會老: 走五百步就有三千步的效果,強筋健骨、遠離臥床不起最輕鬆的全身運動安保雅博, 中山恭秀著; 李俊德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985 武漢封城日記 郭晶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4992 華語語系十講 王德威等著; 李育霖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005 物色<>: 活色生香的明代器物誌 揚之水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029 金錢2.0: 從賺錢到提升價值,在新經濟體系下,重新找回人生的初衷佐藤航陽著; 陳令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043 聯合國都在做什麼? 康昌勳著; 許玄敬繪; 蕭素菁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050 不可不知的國際條約: 了解後就能秒懂國際新聞金香錦著; 金素姬繪; 蕭素菁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067 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 札奇斯欽著 2020-04-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5074 秦崩: 從秦始皇到劉邦 李開元著 202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5081 秦謎: 秦始皇的祕密 李開元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5098 學術突圍: 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顏崑陽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104 精神的複調: 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 張邦彥著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5111 我也不想一直當好人: 把痛苦、走偏的關係,勇敢退貨,只留下對的人!朴民根著; 袁育媗, 黃莞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128 神之雫,葡萄酒秒懂BOOK: 從享受到了解六個常見葡萄品種、三種基本款酒杯、四十支特選美酒,你就是葡萄酒達人!亞樹直著; 沖本秀繪; 李俊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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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講堂

彌勒皇教文化



9789570855135 不存在的3億人: 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山田泰司著; 劉格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159 燈火樓台 高陽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855166 燈火樓台 高陽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855234 西周史 許倬雲著 2020-05-00 四版 精裝 1

9789570855258 龍騎士: 浪人.女巫.魔龍 克里斯多夫.鮑里尼著; 陳瀅如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265 夏天吃西瓜 崔麗君著.繪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5272 愛搶第一的轟轟樹 林世仁著; 朱美靜圖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5289 論戲劇 高行健, 方梓勳著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5296 非洲探險之父: 李文斯頓 湯芝萱著; 蔡豫寧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302 海上的勇者: 麥哲倫 陳默默著; 徐建國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319 瓜地馬拉手繪旅行 張佩瑜著.繪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340 「台灣菜」的文化史: 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體現 陳玉箴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5364 白話史記 白話史記編輯委員會主編 2020-05-00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55371 錦小路的京市場 莊世瀅著; 楊麗玲繪 202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5432 香港抗爭: 破局與困局 思想編委會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5487 放棄的魚,就是你選擇熊掌的代價: 用得上的商學課,全球超過81萬人訂閱,100則超實用商戰策略路騁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4834 當代當下: 觀色游境: 張培均油畫集 吳燕瑛企劃編輯 202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1376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08-00 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839138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09-00 15版 平裝 1

978957839139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09-00 14版 平裝 1

9789578391406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0-00 12版 平裝 1

978957839141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1-00 8版 平裝 1

978957839142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1-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43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1-00 14版 平裝 1

978957839144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1-00 13版 平裝 1

9789578391451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1-00 14版 平裝 1

9789578391468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1-00 13版 平裝 1

9789578391475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482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499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505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512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529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14版 平裝 1

9789578391536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54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55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567 近十年學測、指考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9-12-00 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5714 當個理直氣壯的花瓶: 不當女強人要當幸福女人黎艾軒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7576 旅行麵包店: 與人連結、與食材相遇,鬆綁人生、低溫熟成的生活哲學塚本久美著; 蘇楓雅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7934 折疊都市 饗庭伸著; 林書嫻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8122 動物的武器: 從糞金龜、劍齒虎到人類,看物種戰鬥的演化與命運道格拉斯.艾姆蘭(Douglas J. Emlen), 大衛.塔斯(David J. Tuss)著; 王惟芬譯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8139 松林異境: 迷途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卓妙容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8146 松林異境. 2: 淪陷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卓妙容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8153 松林異境. 3: 最後小鎮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卓妙容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8160 解開死亡謎團的206塊拼圖: 搜尋骸骨中的致命線索,英國爵士勳章級法醫人類學家在解剖室、災區與戰地的工作紀實與生死沉思蘇.布萊克(Sue Black)著; 林曉欽譯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8184 我在肯亞跑步的日子: 揭開地球上最善跑民族的奧祕亞德哈羅南德.芬恩(Adharanand Finn)著; 黎茂全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8238 心態致富: 從心態、行為到習慣,創造財富的69堂關鍵常識養成課富蘭克林.霍布斯(Franklyn Hobbs)著; 葉紅婷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8245 洋蔥式閱讀!當代關鍵議題系列: 票票等值合理嗎?民主選舉造就了社會對話還是內耗?參與公民社會必讀的民主基礎知識尼赫爾.達桑迪(Niheer Dasandi)著; 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主編; 王湘俐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8252 洋蔥式閱讀!當代關鍵議題系列: AI可不可以當總統或法官?機器人要不要繳稅?思辨人類與人工智慧該如何共生雪莉.范(Shelly Fan)著; 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主編; 余韋達譯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8269 設計做為藝術: 當代藝術大師布魯諾‧莫那利,半世紀不墜的設計論經典布魯諾.莫那利(Bruno Munari)著; 吳煒聲譯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鴻霖環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6

鍾鼎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9789862358276 運動傷害完全復健指南: 從修護傷痛至恢復運動表現,國家級防護員提供最完善的照護技術與訓練系統,讓你順利重返賽場蘇.法松(Sue Falsone)著; 張雅婷, 黃昱倫譯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8290 霜雪之銀,焰火之金 娜歐蜜.諾維克(Naomi Novik)著; 林欣璇譯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4719 樂學日語 林嘉惠, 緒方智幸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244726 樂寫日語 林嘉惠, 緒方智幸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542 碎渣兒 朱韜樞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7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311 創富CEO 謝晨彥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2328 創富DNA 謝晨彥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385 順天應人天道酬勤: 林嘉誠見思錄 林嘉誠著 2020-02-00 平裝 1

9789869796392 水中畫影. 六, 許昭彥攝影集 許昭彥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884105 中華美食詩詞集.下冊, 主食與小吃 鳳麟著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884112 「孝」的「孫子」效應: 中國文化反思 雲易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884129 心中的他 魏明著 2020-04-00 平裝 1

9789869884136 暮雪 簡單作 202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87498 妻運亨通 暮曇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504 妻運亨通 暮曇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7511 妻運亨通 暮曇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7535 銀子的約定. II: 掌廚王妃 陽光晴子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542 銀子的約定. II: 財神姑娘卜一卦 蒔蘿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559 銀子的約定. II: 吉食姑娘 風光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566 霸氣嬌娘子 雷恩那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573 夫人馴夫日常 王木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7580 夫人馴夫日常 王木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7597 夫人馴夫日常 王木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603 財迷俏東家 向雲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7610 財迷俏東家 向雲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7627 好個下堂妻之金牌小娘子 寄秋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634 好個下堂妻之前妻富二嫁 簡薰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641 好個下堂妻: 甜妻好廚藝 簡瓔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658 好個下堂妻之滿分後娘 千尋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665 貴妃重修中 溫涼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7672 貴妃重修中 溫涼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7689 農村小福娃 肥兔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7696 農村小福娃 肥兔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7702 農村小福娃 肥兔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719 農村小福娃 肥兔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7726 藥香嬌娘 心月瀾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7733 藥香嬌娘 心月瀾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7740 世子學寵妻 米花糖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7757 世子學寵妻 米花糖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7764 世子學寵妻 米花糖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771 本宮只想種田 琅久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7788 本宮只想種田 琅久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7795 膳香財婦 尋露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7801 膳香財婦 尋露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7818 膳香財婦 尋露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825 膳香財婦 尋露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彥財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鴻麒創意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歸主



9789577887832 美味沖喜妻 攏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7849 美味沖喜妻 攏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7856 美味沖喜妻 攏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863 美味沖喜妻 攏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7870 美味沖喜妻 攏煙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7887 天生幫夫運 米恩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894 暖心福娘子 黎語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7900 暖心福娘子 黎語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7917 醫流才女 田芝蔓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7924 農家小福女 雲離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1 11

9789577887924 農家小福女 雲離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

9789577887924 農家小福女 雲離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7931 農家小福女 雲離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7948 農家小福女 雲離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955 農家小福女 雲離歌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7962 王爺盼我嫁 庭前春暖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7979 王爺盼我嫁 庭前春暖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7986 王爺盼我嫁 庭前春暖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7993 王爺盼我嫁 庭前春暖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006 妙膳嬌醫 風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013 田家小媳婦 寒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020 田家小媳婦 寒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037 田家小媳婦 寒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044 田家小媳婦 寒露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051 食全閨女 漁潼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8068 食全閨女 漁潼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8075 草包小福星 寄秋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082 高門小財迷 和風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8099 高門小財迷 和風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8105 甜嘴小悍妻 綠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112 神醫姑娘上京去 孜亭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129 神醫姑娘上京去 孜亭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136 神醫姑娘上京去 孜亭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143 神醫姑娘上京去 孜亭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150 神醫姑娘上京去 孜亭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8167 中宮蹺家 梨雅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174 小農女當家 子紋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181 宅門福娘子 杏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198 宅門福娘子 杏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204 宅門福娘子 杏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211 珍寶福妻 安晴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228 珍寶福妻 安晴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235 珍寶福妻 安晴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242 珍寶福妻 安晴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259 大宅妙醫 春野櫻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266 錦衣之下 遇見貓著 2020-04-00 修訂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273 錦衣之下 遇見貓著 2020-04-00 修訂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280 錦衣之下 遇見貓著 2020-04-00 修訂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303 暴君的藥香妻 攏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310 暴君的藥香妻 攏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327 暴君的藥香妻 攏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334 暴君的藥香妻 攏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341 市井嬌醫 艾佟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358 財妻馴夫 木子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365 財妻馴夫 木子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372 財妻馴夫 木子蘇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389 良臣吉妻 千尋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396 冤家成良緣 曲清歌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402 冤家成良緣 曲清歌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419 冤家成良緣 曲清歌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426 冤家成良緣 曲清歌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433 貴命小官女 向雲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440 貴命小官女 向雲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457 貴命小官女 向雲煙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464 紅妝女將撩相爺 夢南迪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471 吉運千金 明槿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488 吉運千金 明槿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495 吉運千金 明槿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501 吉運千金 明槿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518 吉運千金 明槿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8525 娘子掌佳茗 季可薔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532 吃貨福星 清瓷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8549 吃貨福星 清瓷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8556 聘妻過三關 桃枝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563 寧娶嬌婢 斯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8570 寧娶嬌婢 斯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8587 小農夫人 簡薰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594 豔桃初綻百花殺 木樨香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600 豔桃初綻百花殺 木樨香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617 豔桃初綻百花殺 木樨香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624 霸爺的小嬌妃 無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631 霸爺的小嬌妃 無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648 霸爺的小嬌妃 無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655 霸爺的小嬌妃 無霜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662 農門富娘子 木姜子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8679 農門富娘子 木姜子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8686 添財小婢 佟芯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693 重生來寵妻 瑤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709 重生來寵妻 瑤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716 重生來寵妻 瑤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723 重生來寵妻 瑤瑟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730 重臣之上 流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747 重臣之上 流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754 重臣之上 流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761 重臣之上 流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778 為卿歡 清風幾許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88785 為卿歡 清風幾許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88792 太子的閨蜜 長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808 太子的閨蜜 長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815 太子的閨蜜 長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822 太子的閨蜜 長琴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846 千金福嫁 桂圓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7888853 千金福嫁 桂圓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7888860 千金福嫁 桂圓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7888877 千金福嫁 桂圓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7888884 千金福嫁 桂圓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88891 穿越要在加班後之霸寵醫妃 簡瓔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907 穿越要在加班後之蜜謀甜妻 千尋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914 福星小妻 蒔蘿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952 穿越要在加班後之兩世冤家要成親 寄秋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88969 穿越要在加班後之神筆小福娘 綠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01661 柳暗花明: 我的教育生涯 吳鐵雄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692 芥川文学への新たな解釈: 歌劇『魔笛』をめぐって王淑容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708 運用各項媒材為自己發聲: 媒體素養的實踐 陳明鎮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050 亂世俠影: 無招者的江湖. 卷一: 鬱成神技 王駿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067 亂世俠影: 無招者的江湖. 卷二: 京滬逞威 王駿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82074 亂世俠影: 無招者的江湖. 卷三: 大刀之禍 王駿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7323 我在詐騙公司上班 謝東霖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6802 乩童警探: 偏心的死刑犯 張國立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6833 牡丹 陳乃雄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藝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142

麗文文化



9789869849104 變古拔新的法華絕藝: 張美雲五十年創作集 簡政展文字編撰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725 金玉輝映 許百辰著 2019-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7537 老人膝關節運動傷害治療與預防 林豐隆等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47537 老人膝關節運動傷害治療與預防 林豐隆等作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041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詩詞篇. 3(行書) 侯信永編著 201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918 煙水雲間: 黃耀華作品集 黃耀華作 2019-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470 藝術疆界: 那些年海外藝術家訪問錄 何政廣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4046 張大千vs.牡丹富貴 何恭上撰文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949 靈境律動: 王公澤 藝境畫廊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3905 新能量之結合: 蕭勤個展 蕭勤作 2020-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929 街拍生活攝影集. 2020 蕭國坤等作 2020-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9600 科學玩具教師手冊 林唯芳等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0659 光與彩: 蔡玉葉油畫展 蔡玉葉等文字撰述 2019-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318 鬼手武醫的對症徒手療法 張振澤、洪肇欽作 2020-03-00 平裝 1

9789869734349 黃木村的自癒療法: 3分鐘解痛!揉一揉、拉一拉,圖解對症根治99%痠痛黃木村作 2019-07-00 平裝 1

9789869734363 包手作羊毛氈的復刻食光: 第一本擬真食物羊毛氈,帶你用基礎技法封存記憶中的麵包、糕點、眷村好味道雷曉臻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9734370 網球鬆筋按摩手冊: 肌肉透視圖解!鬆開肌筋膜,消除肩頸、腰背、手腳痠痛,物理治療師的痠痛自救療法龔威亦著 2019-08-00 平裝 1

9789869734387 睡前1分鐘！靠牆站 整好脊: 最強一個動作,刺激抗老賀爾蒙分泌,遠離肌少症、骨質疏鬆、關節炎!山本江示子著 2019-09-00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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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藝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工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境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龐圖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藤造美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辰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向日葵家園



9789869734394 在家做100%純天然漢方藥妝品: 中醫博士教你做46款醫療級失生活保健用品！步驟簡單易做、花費少,輕鬆守護健康羅明宇著 2019-09-00 平裝 1

9789869648516 自己的皮膚自己救! 豐田雅彥著; 林妍蓁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804 郭老師瘦孕食療全指南: 懷孕到坐月子吃對吃巧,養胎、補體、順產、回復身材,52週養瘦不養油!郭月英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811 慢老瑜伽: 女性專用!讓身體機能大躍進的36個柔軟伸展!3分鐘強化心肺、活絡肌筋膜,追劇、打掃都能順便做!深堀真由美著; 徐瑞羚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828 初學者的鉤織包入門BOOK: 經典圖樣x素雅簡約x可愛童趣,用基本針法做出專屬於你的實用百搭包!金倫廷著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811835 我的第一本擬真花草刺繡: 超立體!50種必學針法X31款人氣繡花,零基礎也能繡出結合異素材的浪漫花藝作品李姬洙著; 張雅眉翻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842 純天然精油日用品DIY全圖鑑: 溫和不刺激！用13種精油做200款清潔消毒品、芳香聖,打造潔淨、無毒、芬芳的居家環境陳美菁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1859 廚事斷捨離 高木惠美作 ; 劉芳英翻譯 2019-12-00 平裝 1

9789869811866 3日奇蹟整理術 石阪京子作 ; 王曉維翻譯 2019-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1853 一直喊不舒服,卻又不去看病: 老年精神科醫師蔡佳芬教你照顧長輩,不心力交瘁蔡佳芬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860 了不起的中年婦女 格十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877 微笑憂鬱: 社群時代,日益加劇的慢性心理中毒 洪培芸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884 功勞只有你記得,老闆謝過就忘了: 化打擊為祝福的30個命運翻轉明燈黃大米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891 布拉格廣場沒有許願池 夏雪, 吳沚默合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723 覺愛 默涵穆克塔(Mohamukta)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716 喜悅孩子: 心的教育 唐睿謙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473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752480 我,精靈王,缺錢! 醉琉璃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52497 炮灰要向上 香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865104 我,精靈王,缺錢! 醉琉璃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6580 Move on!: grammar and usage. 4 text Su-O Lin, David Doyle 2019-07-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303 可憐的麗莎: 卡拉姆金經典小說新譯 尼古拉.卡拉姆金(Nikolai Karamzin)作; 徐孟宜譯 2019-09-00 其他 1

9789869714310 光與影: 索洛古勃經典小說新譯 費奧多爾.索洛古勃作; 徐孟宜譯 2019-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819 泰迪不想洗澡 譽賢文創編輯部作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826 雙胞胎姊妹的助人小札 譽賢文創編輯部作 2019-07-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9802833 跳跳的忙碌生活 譽賢文創編輯部作 2019-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400 四季: 阮義忠經典攝影集 阮義忠作 2020-03-00 精裝 1

9789570328417 地底的光 阮義忠作 2020-04-00 精裝 1

9789570328431 心靈的獨白: 我的插畫時光1968-1976 阮義忠作 2020-06-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454 台灣作家一百年1920-2020: 潘小俠攝影造像簿 潘小俠作 2020-04-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讀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譽賢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櫻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愛瑜珈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覺愛瑜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41185 財產法爭點地圖 賴川編著 2019-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1239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薏偉編著 2019-08-00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1141 見鬼之校園鬼話. 5 汎遇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1158 不用走出門就能知道的趣味地理故事 陳奕嘉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1165 二十一世紀臺灣鬼故事 雪原雪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1172 不用抬頭看就能知道的趣味天文故事 陳奕嘉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8825 翻轉人生 小艾著 2019-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768832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徐瑞蓮著 2019-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768849 放開我哥哥 小柚著 2019-09-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932 中國詩人自選詩(2017-2018) 伊夫主編 2018-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6949 海內外華語詩人自選詩. 2019 伊夫主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3801 冬日,在俳句內外徘徊 楊淇竹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01 冬日,在俳句內外徘徊 楊淇竹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18 山長水遠卑南覓: 臺東大學砂城文學獎作品集(2016-2018)王萬象主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18 山長水遠卑南覓: 臺東大學砂城文學獎作品集(2016-2018)王萬象主編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25 執手: 在蘭陽平原 吳茂松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25 執手: 在蘭陽平原 吳茂松著 202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32 德吉洛魔法商店: 惡魔觀賞的歌舞劇 山梗菜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49 麻躐者與海 跳舞鯨魚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56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乳癌帶來的5趟旅程,重新發現生命的美好二小姐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63 走吧,去下一個嚮往的地方: 人生就該浪費在旅行陳碧月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70 山海詩 洪逸辰, 陳馥蕓作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87 桃源花開 蘆鷥啼著 202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894 黑塚之絆 金亮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917 恩索夫 Chazel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931 這個夏天,我碰上了蛙靈 顏瑜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3979 島嶼情書 曾元耀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013 危機最前線 馬機著 2020-05-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914 信仰與實修 虛空天古佛金仙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4800 靈島美術學會30週年專輯 胡惇岡總編輯 202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91 人身保險實務與法規精要 賀冠群, 廖勇誠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心念佛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靈明佛乘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島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驛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驛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4402 敦煌壇經 潘重規校定 2020-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0403 再進酒,飲淡泊。 Mr./Miss Bartenders合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849 喜喜: 鄧文貞軟雕塑創作 鄧文貞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350 天父的花園: 讚美之泉兒童創意鋼琴譜. 1 游智婷總編輯 2020-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746 末法慈音. 首部 無極證道院, 武廟明正堂著作 2020-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46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觀影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錦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