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96888 陶藝筆記. V= Ceramic art handbook. V 王怡惠主編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4103 Re:從零開始的同人展 零式文; 欸啊。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4406 關聖香火: 新修勅建礁溪協天廟志 張家麟作 2020-10-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286742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volume 9editor by Cheng F. Lee, Shih-Ti Yu, Bing-Huei Lin 2019-05-00 平裝

9789866286766 Advances in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 Volume 10editor Cheng F. Lee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286650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volume 11 2013-12-00 平裝

9789866286681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volume 12Cheng F. Lee, Alice C. Lee[編] 2014-10-00 平裝

9789866286698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volume 15 2017-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6241 Postcards from the Nordics by Mark Will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623490 初學鉤針編織的最强聖典: 95款針法記號x50個實戰技巧x22枚實作練習全收錄 一次解決初學鉤織的入門難題!日本VOGUE社編著; 林麗秀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579623599 家用縫紉機OK!自己作不退流行の帆布手作包赤峰清香著; Miro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623605 黏土x環氧樹脂.袖珍食物&微型店舖230選: Plus 11間商店街店舖造景教學大野幸子著; 簡子傑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623612 自然優雅.手織の麻繩手提袋&肩背包 朝日新聞出版授權; 彭小玲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623629 手揉黏土小物課: 迷你可愛單品x雜貨裝飾應用78選胡瑞娟Regin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3705 國際政治夢工場: 看電影學國際關係 沈旭暉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03712 國際政治夢工場: 看電影學國際關係 沈旭暉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03729 國際政治夢工場: 看電影學國際關係 沈旭暉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0603736 國際政治夢工場: 看電影學國際關係 沈旭暉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0603743 國際政治夢工場: 看電影學國際關係 沈旭暉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873488 南國之冬 張大春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662 小津安二郎劇本集 小津安二郎著; 吳菲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686 婦女生活十一種: 劉亮延劇作集 劉亮延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839 相聲百人一首 馮翊綱, 徐妙凡選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GLOs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Airiti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Cadmus & Harmony Media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礁溪協天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Ainosco Press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21-04-02)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100101~11003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38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404資料Be Found



9789863873846 丹大札記 台大登山社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853 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 朱敬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860 在最好的情況下 朱嘉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877 十種寂寞 簡媜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884 放逐與王國 阿爾貝.卡謬(Albert Camus)著; 劉森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891 I am BLACKPINK 曹永先作; 徐英姬繪; 許文柔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907 DV8: 私家偵探. 2 紀蔚然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938 張愛玲課 周芬伶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60103 魔法音樂學校: 烏克麗麗. 陽光森林篇 趙偉竣, 邵建銘編著 2014-04-00 再版 其他

9789860631401 烏克麗麗小玩家= Ukulele 趙偉竣編著 2013-03-00 其他 上冊

9789860631425 烏克麗麗小玩家= Ukulele 趙偉竣編著 2013-05-00 其他 下冊

9789860631418 烏克麗麗小玩家= Ukulele 趙偉竣編著 2013-04-00 其他 中冊

9789860631432 魔法音樂學校: 烏克麗麗. 陽光小樹篇 趙偉竣, 邵建銘聯合編著 2012-09-00 其他

9789860631449 魔法音樂學校: 烏克麗麗. 陽光大樹篇 趙偉竣, 邵建銘聯合編著 2013-11-00 再版 其他

9789860631456 流行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Popular jazz pianist 趙偉竣編著 2017-07-00 四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0631463 拉丁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Latin jazz pianist 趙偉竣編著 2013-05-00 三版 其他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7444 直笛大師高音笛. 技巧篇(高級班)= The master of recorder陳孟亨, 趙偉竣聯合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9857451 直笛大玩家. 即興玩奏直笛篇 趙偉竣編著 2017-01-00 第4版 平裝

9789869857468 直笛小巨星. 入門篇 趙偉竣編著 2017-01-00 第4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857475 魔法提琴小波特. 搖滾玩奏表演篇= Magic violin little Potter趙偉竣編著 2010-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57482 魔法提琴小哈利波特. 搖滾玩奏表演篇= Magic violin little Harry Porter趙偉竣編著 2010-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57499 現代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Modern jazz pianoist趙偉竣編著 2017-04-00 再版 其他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86010 Reader. 8: Fly, fly, fly high! Writer Melody Chang 2020-05-00 一版十四刷 平裝

9789865586041 Reader. 1, look at me! written by Tanya, Maggie 2020-02-00 一版二十七刷 平裝

9789865586058 Reader. 2, grandpa's glasses written by Tanya, Maggie 2020-08-00 一版二十七刷 平裝

9789865586065 Reader. 3, five beans written by Olive Lu 2020-08-00 一版二十六刷 平裝

9789865586072 Reader. 4, Mike's busy day written by Olive Lu, Maggie Chien 2020-05-00 一版二十三刷 平裝

9789865586089 Reader. 5, home sweet home written by Olive Lu, Maggie Chien 2020-09-00 一版二十三刷 平裝

9789865586096 Reader. 6, sniffy girl written by Melody Chang 2020-09-00 一版二十二刷 平裝

9789865586102 Reader. 7, party night written by Pamela Lai 2020-09-00 一版二十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43018 Never forgotten...: the story of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Taiwan during World War II.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9704 #ONFCorner: 家的自然一隅 都會綠色生活= Urban green livingONF Co.,Ltd及18位受訪者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9606 直笛小玩童. 搖滾玩奏表演篇 趙偉竣編著 2001-08-00 再版 平裝 下冊

9789860629613 直笛小巨星. 入門篇 趙偉竣編著 2006-01-00 參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29620 直笛小神童. 進階篇 趙偉竣編著 2004-09-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29637 直笛小神童. 進階篇 趙偉竣編著 200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29644 直笛小博士. 中音笛入門篇 趙偉竣編著 200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PK Music Center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Mei-Hua Publishi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ONF Co., Ltd.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JC音樂森林-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9789860629651 直笛小博士. 中音笛入門篇 趙偉竣編著 200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29668 直笛小博士. 中音笛進階篇 趙偉竣編著 2002-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9675 直笛大師中音笛. 技巧篇(初級班)= The master of alto recorder趙偉竣, 陳孟亨編著 2004-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29682 直笛大師中音笛. 技巧篇(中級班)= The master of alto recorder趙偉竣, 陳孟亨聯合編著 2004-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29699 直笛大師高音笛. 技巧篇(初級班)= The master of recorder陳孟亨, 趙偉竣聯合編著 2004-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31906 直笛大師高音笛. 技巧篇(中級班)= The master of recorder趙偉竣, 陳孟亨編著 2004-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31913 木笛嘉年華會: 木笛合奏樂團精選歌曲譜集= Party for recorder趙偉竣編著 2002-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920 藍調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The blues pianist 趙偉竣編著 1999-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0631968 藍調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The blues pianist 趙偉竣編著 2000-1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0631937 拉丁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Latin jazz pianist 趙偉竣編著 2000-1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0631944 流行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Popular jazz pianist 趙偉竣編著 200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31951 現代爵士鋼琴家系列教材= Modern jazz pianist 趙偉竣編著 2000-1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9798 學會穩收息養出我的搖錢樹: 比存股簡單、比0050穩健,年年賺進穩定現金流MissQ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84706 崩盤照買的股市肥羊心理學 翁建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0708 歐文設計書寫: 一本立著閱讀的書籍 一輩子受用的歐文書卡。Suda編輯設計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23614 兇巴巴的鱷魚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21 奇怪的小豬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38 落葉的故事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45 種蘿蔔大賽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52 愛心麵包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69 樹屋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76 山羊爺爺的信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83 好朋友的菜園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23690 會走路的花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113700 小松鼠的新鄰居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113717 露營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113724 特別的聖誕節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5142 盧米埃星系: 未來電影的七個關鍵詞= The lumiere galaxy: seven key words for the cinema to come法蘭西斯科.卡塞提(Francesco Casetti)作; 陳儒修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3837 大人的手繪拼貼課程 羅傑耀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3851 沒有垃圾的公寓生活: 小空間的零廢棄習作 尚潔, 楊翰選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3851 沒有垃圾的公寓生活: 小空間的零廢棄習作 尚潔, 楊翰選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57034 拿戈瑪第經集: 散佚的聖經篇章,遺失的千禧福音= The Nag Hammadi Scriptures: the international edition馬文.梅爾(Marvin Meyer)作; 李宇美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0916 解碼頭皮生態力:超前掌控關鍵5%的不老源「頭」: 頂尖細胞專家黃琇琴博士教你:終結敏弱、油落、禿白 髮界迷思三部曲黃琇琴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方青出版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Suda書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二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Smart智富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30599 業與真言: 佛教業滅之道和真言門道跡的探索 懷海圓智著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34722 多場景舞台設計-鏡框內的風景: 以<>、<>、<>為例李柏霖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3909 蹲點六年發現園區的蝴蝶、蜻蛉、鳥 蔡紹斌, 陳大明編著 2020-1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1559 經濟大師的迴響: (哈佛最受歡迎教授的13堂經濟入門課)搞懂經濟大師的缺陷與洞見,以及他們塑造的世界陶德.布希霍茲(Todd. G. Buchholz)著; 葉婉智, 林子揚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1573 超越直覺: 別讓常識壞了事!解決大問題的10堂思考課鄧肯.華茲(Duncan J. Watts)著; 郭曉燕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3024 奈良手記 奈良美智著; 王筱玲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904920 真儒復興: 述說發一典範 林榮澤編著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904951 仙佛說修道: 幸福語錄集. 卷五 林榮澤主編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904975 一代明師傳道史記: 師尊張天然傳 林榮澤編著 2020-10-00 修訂四版 精裝

9789865904982 注雨甘霖: 白水聖帝法語集 林榮澤編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13100 幸福語錄集. 卷六, 濟佛說華嚴世界 林榮澤主編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8428 理想的讀本: 國文 何淑貞, 王琅, 向鴻全, 江江明, 李建崑, 李玲珠, 李癸雲, 林淑貞, 徐國能, 張麗珠, 陳惠齡, 黃雅莉, 楊宗翰, 鍾玲, 羅智成, 蘇珊玉撰述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1001 洗腦的歷史: 禍害世界的極端思想控制術大解析傅志彬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1018 蘇東坡和他的大宋朝 徐棻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364890 新編傳染病學= Newly edited infectious diseases 王凱淞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7364906 現代眼瞼下垂整形手術學: 基本理論與臨床應用= Blepharoptosis李相烈(이상열)等作; 廖文傑編譯; 林秀珍韓文翻譯2020-1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87903 這樣才會存到錢!聰明理財手帳活用術 謝佩親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87934 森林系健康輕食廚房 王怡之, 林芳如編著 2010-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6019265 年紀輕輕也能存到100萬: 告別零存款的窮忙生活!小資上班族超實用儲金理財術!ZEN大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19852 營養滿點!美味至極!普通日子裡"一顆蛋"的料理CUISINE出版社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0399 只要有準備,不怕沒機會! 童格拉.奈娜著; 李月婷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0771 百味輕食 朵琳出版著 2014-07-00 平裝

9789863810018 聰明記帳,實踐夢想 王怡之著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11411 勾勾手,好朋友: 下次再見,記得再擁抱我。 咻咻熊圖.文 2017-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3811503 上班只要做對1件事: 累積工作彈跳力,快速升職、高薪轉職,創造成功人生!俣野成敏, 中山遼二著; 林心怡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了凡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爐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景造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切智智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本工作室



9789863811534 英文花體字一日養成 馬瓊宜著 2017-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3811824 了解葡萄酒從品嚐開始: 跟著漫畫學品酒 瀨川あずさ監修; 菜菜子漫畫; 王慧娥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11947 做業務,不需要什麼特殊才能!: 只要養成小習慣,你也能從0成交到100%成交高野孝之著; 張智淵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0816 春天奏鳴曲 郭鴻韻作 2021-01-00 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66562 Make It Happen台大一年生許紋綺のEnglish 日本語 Español 3語挑戦 2018-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66586 VOX014辨識法自學日文超級快 陳源發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6514 易經來自古聖經. 首集: 古埃及的希伯來故事 丁達剛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705473 覺悟人生 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2126 樣板戲: 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 張晴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2133 葉榮鐘選集. 晚年書信卷 葉榮鐘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60052 臺灣之經濟: 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 隅谷三喜男; 劉進慶,涂照彥 1993-0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68323 病是教養出來的. 第一集, 孩子的四種氣質 許姿妙作 2018-1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9668330 病是教養出來的. 第二集, 愛與礙 許姿妙作 2018-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01817 Ned in bed and fun at the park author Jill Atkins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24 'Cool duck' and 'Lots of hats'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31 'Dot and Dan' and 'Snack attack'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Dean Gray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48 'Go,Nan,go!' and 'On the log' 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Valeria Iss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55 'I can get it' and 'Hop in!'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62 'Meg and rat' and 'Puff! puff! puff!' 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Adam Pryc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79 'Bad dog' and 'No,Nell,no!'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Julia Seal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86 'Peck,hen,peck!' and 'Ben's pet' 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Barbara Vagnozz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301893 'Tag!' and 'In pip’s bag' 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Julia Seal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00 'Tug! tug!' and 'Lots of spots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Daniela Doglian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17 'Rush!' and 'Tap,tap,tap!' bt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Angelika Scudamor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24 'Jim's junk' and 'Fix it'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Sarimalie Bassan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31 'Buzz' and 'Jump! jump!'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48 'Grandad's cake' and 'Grandad's pot' 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Natalia Moor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55 'Zoom!' and 'Come back,Mack!'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Ed Myer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62 'Bam-boo' and 'I wish'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Julia Seal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79 'Sam the star' and 'Clown fun!'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Hannah Wood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86 'Catch it,Jess!' and 'Cat nap' bt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Kasia Dudziuk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093 'Go away!' and 'Let's make a rocket'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Gina Lorena Maldonado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09 'Dog in dress' and 'Run,Tom,run!'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力新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民之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力和博創新網絡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八正文化



9789865561116 'Seeds' and 'Stuck in the tree'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Kathryn Selber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23 'Viv the vet' and 'Top dog'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30 'Nell's spells' and 'Zip! zap!'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Lindsay Dale-Scot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47 'Nuts!' and 'Is that my ball?'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Chiara Fiorentin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54 The dog and the fox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Hannah Wood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61 Izzy!wizzy!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78 Jim and the big fish 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Patricia Reaga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85 Who will win the cup?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Sophie Foster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192 Little fish and big fish 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Dean Gray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08 The perfect spot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Gisela Bohorquez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15 Sheep on the run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David Creighton-Pester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22 The pop Puffin 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Kelly Breemer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39 Robber rabbit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46 Can I have my ball back?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d Myer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53 The flamingo flap 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Kelly Breemer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60 The space race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77 Fast fox and slow snail 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Creighton-Pester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84 Mine,mine,mine said the porcupine by Alex English; illustrated by Emma Levey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291 Fuss on the bus 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Angelika Scudamor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07 The llama's pyjamas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Addy Rivera Sond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14 The smart hat 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Paul Nicholls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21 Bibble and the bubbles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Sara Sanchez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38 I don’t care said big bear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Kathryn Selber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45 Strictly no crocs 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Susan Bator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52 A job for pop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Gina Lorena Maldonad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69 King Carl and the wish 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Marina Pessarrodona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76 Little Scarlet's big fibs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Kevin Payn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83 Yuck said the yak by Alex English; illustrated by Emma Levey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390 Not without my whale by Billy Coughlan; illustrated by Villie Karabatzi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06 George and the new craze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Kimberley Scot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13 I wish I'd been born a unicorn by Rachel Lyon; illustrated by Andrea Ringl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20 Greedy birds by Gary Sheppard; illustrated by Tim Budge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37 Grandma Bendy by Izy Pengui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44 Clumpety Bump by Phil Allcock; illustrated by Richard Watso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51 S.I.D. snake in disguise 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Louise Forshaw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68 A box of socks 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75 The black and white club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Kimberley Scot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82 Pirates don't drive diggers by Alex English; illustrated by Duncan Beedi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499 A scarf and a half 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05 Mr. Tash by Yasmin Finch; illustrated by Abigail Tompkins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12 A gold star for George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Kimberley Scot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29 A knit and a knot’ 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36 Mole in goal by Amanda Brandon;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43 Grumpy king Colin by Phil Allcock; illustrated by Steve Ston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50 As quiet as a mouse by Karen Owen; illustrated by Evgenia Golubev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67 Slugs in space 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David Creighton-Pester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74 Preposterous rhinoceros by Tracy Gunaratnam; illustrated by Marta Cost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81 The jelly that wouldn't wobble by Angela Mitchell; illustrated by Sarah Horne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598 A right royal mess by Rachel Lyon; illustrated by Catalina Echeverr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04 Biscuit blast off! 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Sophie Touliatou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11 The great grizzly race by Zoa Lumsden; illustrated by Monica Susk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28 Wishker 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Sarah Jennings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35 Max the sheepdog 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Valeria Iss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42 The freezosaurus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Daniel Limo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59 The spooky sleepover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Steve Wood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59 The spooky sleepover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Steve Wood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66 The four little pigs by Kimara Nye; illustrated by Marcin Bruchnalsk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73 Guard goose!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Giusi Capizzi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80 The oojamaflip by Lou Treleaven; illustrated by Julia Patto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697 Hocus Pocus Diplodocus by Steven Howson; illustrated by Kate Daubney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03 Stone underpants by Rebecca Lisle; illustrated by Richard Watso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10 The little green monster by Jill Atkins; illustrated by Daniel Limo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27 Scary Scott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Irene Montan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34 The magic music box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Giovana Medeiros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41 King Pong 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Kelly Breemer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58 The underwear wolf by Clare Helen Welsh; illustrated by Letizia Rizz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65 Bingo and the burblies by Steve Howson; illustrated by Gisela Bohorquez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72 The chicken knitters 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Sean Longcrof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89 The coach,the shoes and the football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Ellie Oshea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796 Shooting star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John Lund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02 Nanny ninja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Sean Longcroft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19 The detective club: buried treasure!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Kelly O'Neill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26 The time train by Jenny Jinks; illustrated by Letizia Rizz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33 Cara the cowgirl by Elizabeth Dale;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40 Jetpack jelly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mma Randall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57 The great pants robbery by Heather Pindar; illustrated by Serena Lombard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64 The magic helmet: a viking adventure by Cath Jones; illustrated by Dean Gray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71 Picnic planet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mma Randall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88 Rickety rocket by Alice Hemming; illustrated by Emma Randall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895 Pirate parrot and the knit-wits by Steve Howson; illustrated by Daniel Limo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1901 Shy Stan by Katie Dale; illustrated by DGPH Studio 2020-11-00 1st ed.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24357 中國有哲學嗎?: 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張喚民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364 迷因: 基因和迷因共同推動的人類演化史= The meme machine蘇珊.布拉克莫(Susan Blackmore)作; 宋宜真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371 我們為何吃太多?: 全新的食慾科學與現代的節食迷思= Why we eat too much: the new science of appetite安德魯.詹金森(Andrew Jenkinson)作; 吳國慶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388 像我一樣黑= Black like me 約翰.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著; 林依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395 逆轉的東亞史. 壹: 非中國視角的東南(吳越與江淮篇)劉仲敬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24401 意外的和平: 雷根、戈巴契夫等「四巨頭」,如何攜手結束半世紀的冷戰對峙?=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1991羅伯.塞維斯(Robert Service)作; 梁文傑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418 逆轉的東亞史. 2: 非中國視角的西南. 巴蜀、滇與夜郎篇劉仲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425 被隱藏的眾神: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智慧的旅程= Heirs to forgotten kingdoms: journeys into the disappearing religions of the Middle East傑拉德.羅素(Gerard Russell)著; 葉品岑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432 解題背後的心理學: 行不通就換方法,建構有效的數學思維艾佛瑞德 S. 波薩曼提爾(Alfred S Posamentier), 蓋瑞.柯斯(Gary Kose), 丹妮耶爾.索羅.維葛達默(Danielle Sauro Virgadamo), 凱瑟琳.基芙-柯柏曼(Kathleen Keefe-Cooperman)作; 謝雯伃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449 當神成為機械人: 希臘神話如何透過科技想像,探問人類生命的本質雅筑安.梅爾(Adrienne Mayor)著; 愷易緯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4470 漁的大歷史: 大海如何滋養人類的文明?= Fishing: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著; 黃楷君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24586 低端中國: 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危機= 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the factory,and the future羅谷(Dexter Roberts)作; 廖世德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503094 山地話/珊蒂化 馬翊航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100 海市 張郅忻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117 散文教室 陳義芝主編 2020-10-00 增訂新版 平裝

9789864503124 人生困惑問莊子. 第一部 傅佩榮著 2020-10-00 增訂新版 平裝

9789864503131 人生困惑問莊子. 第二部: 工作的藝術及其他 傅佩榮著 2020-10-00 增訂新版 平裝

9789864503162 月光下的藏人尋 陳怡如著; 吳嘉鴻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179 少年ⱯI 李郁棻著; 許育榮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186 半個父親在疼 龐余亮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193 寫在課本留白處 徐國能著 2020-12-00 增訂新版 平裝

9789864503209 花間讀詞: 四十二首歌詠心醉與心碎的動人詞話琹涵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216 我媽媽做小姐的時陣是文藝少女 謝凱特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223 我和阿布的狗日記 邱靖巧著; 劉彤渲圖 2021-01-00 增訂新版 平裝

9789864503230 行星燦爛的時候 翁禎翊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139958 提燈鬧元宵 容兒文; 桃子果醬圖 2019-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161 是誰偷走了國王的歡樂? 張羽彤文; 劉彤渲圖 2020-02-00 精裝

9789578586178 Baby愛說話: 點讀互動認知書(點讀筆版) 楊郁薇作; 小比工作室繪 2019-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192 難過不見了 王淑華文字; 天河兒童插畫工作室繪圖 2020-02-00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100

送存冊數共計：100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九歌



9789578586208 萱萱找到了信心 高凌華文字; 天河兒童插畫工作室繪圖 2020-03-00 精裝

9789578586383 波波學會合群! 豪小喵文字; 薇光年繪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413 黑黑,我怕怕! 小千文字; 陳志鴻繪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420 寶寶好奇問媽媽: 有趣的可愛動物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2019-11-00 精裝

9789578586437 寶寶好奇問媽媽: 奇妙的生活用品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2019-11-00 精裝

9789578586444 寶寶好奇問媽媽: 神奇的交通工具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2019-11-00 精裝

9789578586451 寶寶好奇問媽媽: 營養的蔬菜水果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2019-11-00 精裝

9789578586468 昆蟲王者大圖鑑 小野展嗣文 2019-07-00 平裝

9789578586475 恐龍王者大圖鑑 土屋健文 2019-07-00 平裝

9789578586505 小豪不再膽小了 張羽彤文; 孫基榮圖 2020-03-00 精裝

9789578586529 牛郎織女 陳湄玲文; 陳志鴻圖 2019-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536 來唸唐詩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8586543 來唸弟子規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8586550 臺灣民俗典故 陳馨儀作 2019-07-00 平裝

9789578586567 臺灣名人傳奇 林美琪等作 2019-07-00 平裝

9789578586581 亂丟東西的小佑 PP小姐文.圖 2019-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604 一千零一夜故事集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黃鶴繪圖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86611 格林童話故事集 格林兄弟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畫童卡通繪圖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86628 安徒生童話故事集 安徒生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趙維明, 農彩英, 西月圖繪圖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86635 中秋嫦娥奔月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2019-08-00 精裝

9789578586642 這樣問 教出會思考的孩子 三浦俊彥作 2019-08-00 平裝

9789578586659 什麼都害怕的波特 妮可.德寇可(Nicole de Cock)作 2019-08-00 精裝

9789578586666 美國小學生常用生活英語會話 張耀仁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86673 365天晚安故事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繪 2019-08-00 平裝 全套

9789578586697 十萬個為什麼: 身體奧祕 王永慧作 2019-08-00 精裝

9789578586703 十萬個為什麼: 自然科學 王永慧作 2019-08-00 精裝

9789578586710 孩子最好奇 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世界 王永慧作 2019-08-00 精裝

9789578586727 愛哭的雷龍 Manisa Palakawong作 2019-09-00 [四版] 精裝

9789578586734 愛嫉妒的迅猛龍 Manisa Palakawong作 2019-09-00 四版 精裝

9789578586741 膽小的劍龍 Manisa Palakawong作 2019-09-00 [四版] 精裝

9789578586758 愛發脾氣的三角龍 Manisa Palakawong作 2019-09-00 [四版] 精裝

9789578586765 任性的暴龍 Manisa Palakawong作 2019-09-00 [四版] 精裝

9789578586772 害羞的副龍櫛龍 Manisa Palakawong作 2019-09-00 [四版] 精裝

9789578586789 揭祕恐龍百科 孫亞飛作 2019-09-00 [四版] 平裝

9789578586796 神奇動物百科 孫亞飛作 2019-09-00 [四版] 平裝

9789578586802 101超震撼恐龍 崔有聖作 2019-09-00 [二版] 平裝

9789578586819 101超震撼恐龍 崔有聖作 2019-09-00 [二版] 精裝

9789578586833 臺灣童話 人類文化編輯部著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840 愛挑食的小宇 豪小喵文; 劉鵑菁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864 敏感的比比 豪小喵文字; 翁昭華繪圖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888 美國幼兒園常用500字典 Richard Howland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8586895 美國幼兒園常用500字典 Richard Howland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8586918 男生女生不一樣? 小欣文; 小比圖 2019-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86925 誰把「花蜜」變成了「蜂蜜」? 林鼎原文; 天河兒童工作室圖 2019-12-00 精裝

9789578586932 形形色色的不同鳥嘴 國松俊英作 2019-12-00 精裝

9789578586949 昆蟲世界大奧祕 谷本雄志作 2019-12-00 精裝

9789578586956 發現鳥巢的祕訣 鈴木守作 2019-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735137 觀舌治病 糖尿病.高血壓 蔡鴻祺, 蔡淑雅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35175 圖解對症按摩消百病 楊玲, 李海濤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3735236 王氏刮痧排毒法 王敬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3735243 一學就會中式點心輕鬆做 黎國雄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3735250 簡單按摩改善身體痛疼 藤本靖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3735274 老中醫談養生百問百答 樊正倫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3735298 經絡刮痧自療法 張秀勤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3735304 烹飪小訣竅 做菜真好吃 主婦之友社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3735311 家庭必備醬料小百科 王景茹等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3735328 初次見面就聊不完 安田正作 2019-08-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1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3735335 打造核心肌群完美曲線 廣瀨統一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3735342 健康從吃對水果開始 孫樹俠, 于雅婷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3735359 一句話的力量 學誠法師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3735366 二十四節氣 時令養生法 譚興貴, 于雅婷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3735373 脊椎復甦術除病痛 石垣英俊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3735397 圖解烘焙零失敗 朴貞美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3735403 出發吧!日本溫泉行 Inpainterglobal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3735410 就是這一味 滷味祕技大公開 劉政良, 楊華志, 李哲松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3735427 湯鎮瑋88項居家風水禁忌 湯鎮瑋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3735441 阿德勒解析男人與女人 岩井俊憲作; 余亮誾譯 2019-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3906 Arsies的塗裝工具書 Javier González Lozano作; 林庭如翻譯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122402 吱吱喳喳的昆蟲 昆德(ggumdal)著; 邱敏瑤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867 我的身體是大的儲水袋 李恩熙文; 宋善範圖; 邱敏瑤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874 無所不在的空氣 林璇華文; 趙賢淑圖; 邱敏瑤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881 超強無敵大腦 林淑英文; 李景錫圖; 陳麗如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898 教室裡物品大發現 伍森胡文; 金益京圖; 陳麗如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942 愛書的小熊 克蕾兒.弗利曼(Claire Freedman)文; 艾莉森.弗蘭德(Alison Friend)圖; 李紫蓉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959 最美好的一天 塞巴斯汀.布朗(Sebastien Braun)著; 李紫蓉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966 好棒的假期 塞巴斯汀.布朗(Sebastien Braun)著; 李紫蓉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973 慢吞吞的樹懶 伯達妮.克里斯多(Bethany Christou)著; 李紫蓉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5000 滿姊養好地 給你好蔬果 吳佳嬅, 周淑珍, 邱金滿, 林志威, 翁千惠, 郭玉惠, 顏玲玉圖.文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473311 諸佛共同的聖劍 性空法師講述 2019-12-00 再版 平裝

9789574473519 鯤島墨痕: 百年台灣書法現象與墨跡 汪世基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52795 國際馬匹輔助教育與治療協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2015Federation of Horses in Education, Therapy International,A.I.S.B.L.2015-06-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64039 金牌小廚師: 學生手冊 陳玟伶, 吳芊儀編著 2014-10-00 其他 第1冊

9789865664046 金牌小廚師: 學生手冊 陳玟伶, 吳芊儀編著 2014-10-00 其他 第2冊

9789865664053 金牌小廚師: 學生手冊 陳玟伶, 吳芊儀編著 2014-11-00 其他 第3冊

9789865664060 金牌小廚師: 老師手冊 陳玟伶, 吳芊儀編著 2014-10-00 精裝 第1冊

9789865664077 金牌小廚師: 老師手冊 陳玟伶, 吳芊儀編著 2014-10-00 精裝 第2冊

9789865664084 金牌小廚師: 老師手冊 陳玟伶, 吳芊儀編著 2014-11-00 精裝 第3冊

9789865664503 小鉛與小擦 史考特.馬谷文.圖; 宋珮翻譯 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29712 NO與ON的人生 吳文宗著 2018-08-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大聯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川人街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小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8506 大屯火山觀測站監測彙報. 創刊號 史旻弘, 李曉芬, 張麗琴, 陳芷辰, 鄧嘉睿, 劉進興, 賴雅娟撰文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418837 不動產投資.不動產經濟學: 歷屆考古題解析 施甫學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6079 人如何動?: 運動神經之謎= How does the human being move?: the problem of the motor nerves密斯(L.F.C Mees)著; 詹雅智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16086 輪迴與業力: 人類存在的兩項基本真理= Reincarnation and karma: two fundamental truths of existence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作; 陳脩平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16086 輪迴與業力: 人類存在的兩項基本真理= Reincarnation and karma: two fundamental truths of existence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作; 陳脩平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40518 陳碩仟家族研究 邱春美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5960 跟著小帽T熊認識臺灣: 我的第一套旅遊臺灣遊戲書小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輯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7342 節氣朔望弦及日月食表 潘強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359 紫微破迷: 顛覆斗數論命的第一本書 無塵居士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366 凡塵悲歌 陳長慶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793399 改過自新學日文 韓高恩著 2014-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1793443 69 村上龍著; 張致斌譯 2014-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1793474 腸美人: 健康從腸的保養開始 小林弘幸指導者; 宇田広江實驗者; 李靜宜翻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3498 妹妹 徐譽庭著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3597 被遺忘的疑問 車東燁著; 林侑毅, 林文珠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3757 一個人的充電時間 山﨑拓巳著; 張智淵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3764 30歲前一定要搞懂的自己 金惠男著; 蕭素菁譯 2014-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1796017 建築的誕生: 15位傳奇大師的生命故事,161件影響世界美學的不朽作品金弘澈文字.繪圖; 陳品芳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031 粉紅桶思考法= Pink bucket thinking 東尼.伯格斯(Tony Burgess), 茱莉.法蘭屈(Julie French)著; 陳錦慧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048 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 すべての男は消耗品である村上龍著; 張智淵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1796055 我想把歌唱好: 一本沒有五線譜的歌唱書 曹之懿, 蔡宛凌作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1796062 溝: 故事未了,黃昏已來 鍾文音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4602 默化: 朱沅芷.朱禮銀= Yun Gee & Li-lan: natural influence朱沅芷, 朱禮銀作 2020-09-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1468143 說岳全傳 錢彩編次; 金豐增訂; 平慧善校注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68570 東歐諸國史(當代完備版). 上 李邁先著; 洪茂雄增訂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68730 東歐諸國史(當代完備版). 下 李邁先著; 洪茂雄增訂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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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仁科大客家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元生活實踐社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火山觀測站



9789571468853 公主之死: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李貞德著 2021-01-00 修訂二版 平裝

9789571468976 人體透視書 Nosy Crow文; 漢娜.艾莉絲(Hannah Alice)圖; 鐘慧元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133 法學緒論 劉作揖著 2021-01-00 修訂十四版 平裝

9789571469225 保險法:保險契約法暨保險業法 劉宗榮著 2021-01-00 修訂五版 平裝

9789571469270 找到一個家 瑪塔.艾德絲(Marta Altés)文圖; 海狗房東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36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地理. 第二冊 朱朝君等編著; 蘇淑娟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69508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余英時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69607 詩經評註讀本 裴普賢編著 2020-12-00 四版 平裝 上冊

9789571469614 詩經評註讀本 裴普賢編著 2020-12-00 四版 平裝 下冊

9789571469621 皮皮與波西: 小蝸牛 卡蜜拉.里德(Camilla Reid)文; 阿克賽爾.薛弗勒(Axel Scheffler)圖; 酪梨壽司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63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第四冊 顏瑞芳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69645 我的超級好朋友 羅伯.哈吉森(Rob Hodgson)文.圖; 黃聿君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706 泰戈爾詩集 泰戈爾著; 糜文開, 糜榴麗, 裴普賢譯 2020-11-00 三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469713 Cloze test: 克漏字與文意選填 劉美皇編著 2020-12-00 修訂三版 平裝

9789571469737 跨閱英文 王信雲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69744 新新三國演義 張啟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4697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第四冊 王信雲等編著; 車畇庭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69836 佛學概論 林朝成, 郭朝順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69843 神奇咒語咕哩咚 宮西達也文圖; 米雅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850 比利坐公車 米雅文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867 和比利一起玩 米雅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874 比利,你在哪裡? 米雅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881 比利,你在做什麼? 米雅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898 比利生病了 米雅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904 理律智財案例報導選輯 理律法律事務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69911 比利喜歡花 米雅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942 劉振強先生與三民書局 周玉山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69973 願我化作一棵樹: 學習人生中幸福的必修課 Annie Davidson文圖; Nakao Eki Pacidal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9973 願我化作一棵樹: 學習人生中幸福的必修課 Annie Davidson文圖; Nakao Eki Pacidal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70009 神的兒子: 埃爾.格雷考 韓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030 泰戈爾詩集 泰戈爾著; 糜文開, 糜榴麗, 裴普賢譯 2020-12-00 三版二刷 精裝

9789571470047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吳趼人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470054 明清史 陳捷先著 2020-10-00 其他

978957147008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A. 第四冊 林國華等編著; 鄭惟厚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09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第四冊 林國華等編著; 鄭惟厚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122 高年級法律課 陳佑寰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122 高年級法律課 陳佑寰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139 民事訴訟法 陳榮宗, 林慶苗著 2021-01-00 修訂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1470146 野力: 翻轉慣行教育!培養獨立性X思辨力X創造力李淑菁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153 新譯明清小品文選 鄭婷注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153 新譯明清小品文選 鄭婷注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160 喜歡,是一粒種籽 韓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177 泰戈爾小說戲劇集 泰戈爾著; 糜文開, 裴普賢譯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70191 遇見虎靈的女孩 泰‧凱勒著; 王儀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207 蠻子、漢人與羌族 王明珂作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70238 科學讀書人: 一個生理學家的筆記 潘震澤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70252 俠客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269 文臣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276 畫家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283 公主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290 醫生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306 武將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313 皇帝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320 立體的歷史: 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 邢義田作 2021-01-00 增訂三版 平裝

9789571470337 航向鯨奇島 李明珊文; 袁知芃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344 詩人的一天 段張取藝工作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368 沒有勇氣的一週 鄭恩淑(정은숙)著; 梁如幸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375 梧桐雨 白樸撰; 王星琦校注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1470382 基礎英文法. 養成篇 陳曉菁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399 三遂平妖傳 羅貫中編次; 馮夢龍增補; 楊東方, 周明鑒校注; 于天池校閱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1470405 新日檢制霸!N2單字速記王 王秋陽, 詹兆雯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436 東周列國志 馮孟龍原著; 蔡元放改撰 2021-01-00 三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470450 西湖佳話 墨浪子編撰; 陳美林, 喬光輝校注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70467 封神演義 陸西星著; 鍾伯敬評; 楊宗瑩校注; 繆天華校閱 2021-01-00 三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470474 鏡花緣 李汝珍撰; 尤信雄校訂; 繆天華校閱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571470481 智慧新世界: 圖靈所沒有預料到的人工智慧 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編著; 林守德, 高涌泉主編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498 破產法論 陳計男作 2021-01-00 修訂四版 平裝

9789571470504 海商法 劉宗榮作 2021-01-00 修訂四版 平裝

9789571470511 儒林外史 吳敬梓著; 繆天華校注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571470542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毛宗崗批; 饒彬校注 2021-01-00 三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470559 七劍十三俠 (清)唐芸洲原著; 張博鈞編寫 2020-12-00 其他

9789571470573 西遊記 吳承恩撰; 繆天華校注 2020-12-00 其他

9789571470580 木蘭奇女傳 (明)瀛園舊主原著; 史玉琪編寫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571470597 遇見虎靈的女孩 泰.凱勒(Tae Keller)著; 王儀筠譯 2020-12-00 其他

9789571470603 生命的哲學 吳怡著 2020-12-00 其他

9789571470610 租事順利: 從挑屋、簽約到和平分手,房東與房客都要懂的租屋金律蔡志雄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1470634 經濟學 賴錦璋作 2021-01-00 修訂三版 平裝

9789571470696 水滸傳 施耐庵撰; 羅貫中纂修; 金聖嘆批; 繆天華校注 2020-12-00 二版 其他

9789571470702 論戴震與章學誠: 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余英時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757 一束稻草 吳怡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764 中國哲學史話 張起鈞, 吳怡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771 天馬集 蘇雪林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788 一級睡眠術: 睡眠權威親自傳授的好眠祕訣 江秉穎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795 7歲那年,我失去了手和腳: 微笑天使郭韋齊的齊跡人生王淑俐執筆; 程懿貞口述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01 中國星占揭秘 陳久金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18 中高齡不可忽視的身體警訊 李龍騰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25 人生兩好球三壞球: 翻轉機會/命運,做自己的英雄林繼生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32 人生下半場的幸福劇本 王乾任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49 人生中場拉警報!: 財富、健康、人際關係一網打盡,遠離老後貧窮的惡夢王乾任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56 三國人物與故事 倪世槐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63 大業風雲: 隋唐之際的英雄們 徐連達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87 一夜新娘: 望風亭傳奇 王瓊玲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894 人間小小說 王瓊玲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900 人間小情事 王瓊玲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955 父女對話 陳冠學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962 太平洋探戈 嚴歌苓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979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薩孟武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986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薩孟武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0993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孟武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06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葛兆光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13 長腳的房子 蘇菲.安德森(Sophie Anderson)著; 洪毓徽譯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20 波西米亞樓 嚴歌苓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37 河宴 鍾怡雯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44 待宵花: 阿祿叔的八二三 王瓊玲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51 白萩詩選 白萩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68 倒淌河 嚴歌苓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75 生命的學問 牟宗三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82 紅紗燈 琦君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099 金陵十三釵 嚴歌苓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05 美人尖 王瓊玲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12 兩地 林海音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29 如何擺脫22K的夢魘?: 贏在起跑點的職場攻略 王健全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36 野力: 翻轉慣行教育!培養獨立性X思辨力X創造力李淑菁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43 病毒來了,我該怎麼辦?: 新冠病毒防疫繪本 伊莉莎白.詹娜, 凱特.威爾遜, 妮雅.羅勃茲文; 阿克賽爾.薛弗勒圖;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50 赴宴者 嚴歌苓著; 郭強生譯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67 校園裡的椰子樹 鄭清文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74 和泉式部日記 林文月譯.圖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81 風景 韓秀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198 生老病死間的大哉問 黃珮華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04 快速入門!臺灣人不可忽視的百大病症 李龍騰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11 世紀中國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李福鐘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28 防癌抗老食療先修班: 營養學專家教你吃出好體質賴明宏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35 失序年代: 紅色帝國的崩潰 洪茂雄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42 肚大能容: 中國飲食文化散記 逯耀東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59 哲學很有事: 中世紀到文藝復興 Cibala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66 哲學很有事: 近代哲學. 上 Cibala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73 哲學很有事: 近代哲學. 下 Cibala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80 巴洛克藝術第一人: 卡拉瓦喬 韓秀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297 在深夜的電影院遇見佛洛伊德: 電影與心理治療王明智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03 找回睡眠力: 銀髮族睡眠寶典 陳錫中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10 草鞋權貴 嚴歌苓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27 青出於藍: 一窺雍正帝王術 陳捷先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34 玫瑰剛露尖尖角 韓秀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41 京都一年 林文月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58 吉吉,護法現身!律師教你生活法律85招 王泓鑫, 張明宏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65 亞當史密斯與嚴復: <>與中國 賴建誠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372 恩師與師恩: 令學生感念的教養策略 溫世頌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471402 硬美學: 從柏拉圖到古德曼的七種不流行讀法 劉亞蘭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571471419 墨翟先生,請留步! 李賢中著 2021-01-00 0

9789571471426 三國演義 羅貫中撰; 毛宗崗批; 饒彬校訂 2021-01-00 二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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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591168 鐵路特考基本電學大意. 2020 夏傑編著 2020-01-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91175 警專數學(乙組) 莫非編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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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291204 理財規劃人員高分速成 葉俊佑, 齊名揚編著 2018-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5291204 理財規劃人員高分速成 葉俊佑, 齊名揚編著 2018-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5291204 理財規劃人員高分速成 葉俊佑, 齊名揚編著 2018-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5291211 考典實戰獨家導讀秘技 陳膺宇編著 2016-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291211 考典實戰獨家導讀秘技 陳膺宇編著 2016-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291228 國文完全攻略(作文) 陳雲飛編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91235 國文完全攻略(公文) 陳雲飛編著 2015-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91242 刑事訴訟法概要 陳毅弘, 李由編著 2020-03-00 五版 平裝

9789865291259 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洪正, 李由編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9789865291266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洪正, 劉力編著 2020-04-00 十版 平裝

9789865291273 不動產經紀人四合一題庫攻略 陳仕弘編著 2020-07-00 四版 平裝

9789865291280 記帳士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記帳士名師群編著 2020-01-00 十版 平裝

9789865291297 會計學完全攻略 三民會計學名師群編著 2020-01-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5291303 導遊/領隊實務. 二 陳毅弘, 劉力編 2020-07-00 九版 平裝

9789865291310 領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 陳毅弘, 陳亦凡, 龍玉雲編著 2020-08-00 七版 平裝

9789865291327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柯憲榮編著 2020-04-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5291334 嘆薇觀止: Dr.Betty的國考英文隨身書. 必考單字、片語、會話精選林薇(Dr.Betty)作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91341 公文與農田水利相關法規 洪正, 陳雲飛編著 2020-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5291358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30天速成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0-02-00 六版 平裝

9789865291365 捷運英文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91372 一般警察刑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0-03-00 四版 平裝

9789865291389 餐旅群專業(二)30天輕鬆破關(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田俞心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91396 初等/特考/地方五等法學大意 洪正, 劉力編著 2020-11-00 十九版 平裝

9789865291402 司法五等民事與刑事訴訟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 2019-06-00 五版 平裝

9789865291419 司法五等民事與刑事訴訟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 2020-03-00 六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7109 嘆薇觀止: Dr. Betty的國考英文破題書 林薇(Dr. Betty)編著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0607116 國營英文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2021-01-00 十九版 平裝

9789860607123 國營國文 王曉瑜, 陳雲飛編著 2021-01-00 十八版 平裝

9789860607130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7154 政府採購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07161 高普考國文題庫攻略(測驗題) 張揚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7178 高普考英文題庫攻略 李豪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2004 法學知識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92011 監獄學概要 喬正一編著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92028 政府採購法 陳名憲編著 2021-01-00 五版 平裝

9789865592035 機械群專業(一)30天輕鬆破關 陳傑, 張量, 王平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2042 國文完全攻略 王曉瑜, 陳雲飛編著 2021-01-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066 考科. II, 票據法 柯憲榮, 陳文傑編著 2021-02-00 十三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4727 走過二十年的恩典足跡: 雙連安養中心感恩文集雙連安養中心著; 胡芳芳,林稚雯採訪撰稿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4734 我的PS姐姐 管家琪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4741 從漫畫裡跳出來的男孩 管家琪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好文化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76

送存冊數共計：324

三民輔考資訊



9789869844758 掌握閱讀黃金期: 管家琪談學前閱讀素養 管家琪著; 吳嘉鴻圖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4765 新.口水龍 管家琪著; 賴馬, 吳嘉鴻繪圖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4772 新.怒氣收集袋 管家琪著; 賴馬, 吳嘉鴻繪圖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4789 一看就會的作文書. 高年級 管家琪, 翁莉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4796 一看就會的作文書. 中年級 管家琪, 翁莉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4503 一看就會的作文書. 低年級 管家琪, 翁莉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4527 咖啡香中遇見愛: 跟著瑞智認識失智 財團法人台北市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胡芳芳, 林稚雯採訪撰稿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4534 美國高中生存指南 許捷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4541 好點子,哪裡來 管家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023400 巧讀岳飛傳 (清)錢彩原著; 高欣改寫 2020-09-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23417 巧讀包公案 (明)安遇時原著; 高欣改寫 2020-09-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23424 巧讀東周列國志 (明)馮夢龍原著; 高欣改寫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23431 巧讀隋唐演義 (清)褚人穫原著; 高欣改寫 2020-1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005 我的寵物噴火龍愛看書 黛比.格里奧里(Debi Gliori)作; 謝靜雯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751471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約書亞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751488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約書亞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751495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約書亞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751501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士師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751518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士師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751525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士師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7972 唯識法相學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2021-0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9907989 禅的妙谛 白云老禅师着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6437 迦樓羅的考驗: 泰國.史詩.佛統府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444 七號預言: 美國.大峽谷.冒險貴族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451 聖域香巴拉: 大西洋.全視之眼.地心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468 十字凶星: 蓋亞.狂戰士.解放者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475 椰林鬼影: 蘭卡威.亞答屋.飛頭降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482 拚命求生的演化!: 奇怪又有趣的海洋生物圖鑑鈴木香里武作; eko, OCCA, Karashisoell繪; 陳芬芳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499 黑暗宴會: 英國.占卜術.幻獸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91459 清心集. 中, 故事書50篇 上師吉美無畏仁波切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56651 關鍵性的美國文法=Crucial American grammar 林麗容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9556668 黑面濟公的靈驗: 囝仔濟公的傳奇 靈賢宮出版委員會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三和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角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宇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光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583254 這個垃圾沒辦法回收: 穿梭大小街道看見人生縮影的「垃圾學」瀧澤秀一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060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Ahn Chi Hyeon文; TeamKids圖; 徐月珠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6584077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Ahn Chi Hyeon文; TeamKids圖; 徐月珠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6584114 靈魂急轉彎電影原著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吳愉萱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6584145 漫畫三國演義 One Production文.圖; 徐月珠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6584176 黑色魔咒. 3, 小美人魚: 悲悽之靈 瑟琳娜.瓦倫蒂諾(Serena Valentino)作; 黃懷慶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237 版面研究所. 2, 心動版面學 ingectar-e著; 黃筱涵譯 2020-10-00 平裝

9789576584244 撓場的科學: 解開特斯拉未解之謎,揭曉風水原理,領航靈界取能、星際通訊的人類發展新紀元!李嗣涔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268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6, 雅典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2020-11-00 平裝

9789576584299 找蔬食Traveggo的無肉全植簡單提案: 90道純植初心料理,兼顧美味與愛護動物的生活方式Hao & Yang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305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2020-11-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6584312 名偵探柯南晨讀10分鐘推理課 青山剛昌原作; 游韻馨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6584329 社交焦慮: 與朋友相處不心累的46個自在練習 榎本博明作; 李彥樺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336 戀愛論序說 佐野洋子著; 詹慕如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6584404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576584411 黑色魔咒. 4, 睡美人: 極惡之咒 瑟琳娜.瓦倫蒂諾(Serena Valentino)作; 陳思因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428 我拿青春換明天: 八大行業職場說明書,慾海求生的人物群像陶曉嫚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435 超獵奇!人體動物圖鑑. 1, 烏龜的殼其實是肋骨川崎悟司著; 蘇暐婷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6584442 百歲時代: 當長壽成為常態,我們該如何活得更好?卡米拉.卡文迪許(Camilla Cavendish)作; 高霈芬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459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9789576584466 漫畫三國演義 One Production文.圖; 徐月珠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6584473 漫畫三國演義 One Production文.圖; 徐月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6584480 道地韓國媽媽家常菜360道(暢銷25萬本紀念版)<>月刊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497 威廉氏後人的好孕課: 從備孕到順產,地表最懂你的婦產科名醫李毅評的14堂課李毅評著 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503 病從排寒. 2: 排寒實踐與突破 李璧如著 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510 新時代覺活: 第五次元人間天堂生活指南 莫琳.聖傑曼作; 林資香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527 和自己,相愛不相礙 郭葉珍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534 妳離開之後: 一個女兒失去母親後的生存旅程 泰勒.費德爾著; 尤采菲譯 2020-11-00 精裝

9789576584541 跑跑薑餅人. 6, 毛骨悚然的科學 趙珠熙文; 李泰榮圖; 徐月珠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558 漫畫三國演義 One Production文.圖; 徐月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576584565 少年特種部隊. 3, 北極冰原的死亡逃脫 克里斯.萊恩(Chris Ryan)著; 馬敖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572 怎麼睡成這樣子 吉竹伸介作; 許婷婷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6584589 全球MBA必讀50經典 永井孝尚作; 張翡臻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6584596 曼谷尋寶記 Podoal Friend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602 科學發明王. 29: 競速發明賽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619 名偵探柯南晨讀10分鐘推理課 青山剛昌原作; 游韻馨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6584626 姿勢決定你是誰(暢銷典藏版): 哈佛心理學家教你用身體語言把自卑變自信艾美.柯蒂(Amy Cuddy)作; 何玉美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6584633 創業,活下來就對了 王繁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657 撕下標籤,別讓世界看扁你: 我們都值得被看見!技職老師與學生的追夢故事楊弘意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664 排毒養生果乾水: 健康X排毒X長壽X美肌X暖身,一天500ml一次擁有楊高木祐子著; 伊之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671 血冠女王 荷莉.布萊克著; 盧相如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6584695 馬伯庸笑翻中國簡史: 從戰國到民國,揭密兩千年朝代更迭德性史馬伯庸著 2021-01-00 平裝

9789576584701 拍出爆紅影片、分享破百萬的九個公式: 為何他們的影片暴擊人心、創造高流量,突破演算法?提姆.史代普(Tim Staples), 約許.楊(Josh Young)著; 尤采菲譯2020-12-00 平裝

9789576584718 尋龍歷險記. 4, 守護女巫的羽翼飛龍 林詩敏文.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725 紫色裙子的女人 今村夏子作; 蘇文淑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732 版面研究所. 3, 混搭元素版面學 ingectar-e著; 黃筱涵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6584749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3, 奇異的花束 南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金瑄桓, 林虹瑜翻譯2021-02-00 平裝

9789576584756 褲子小偷!妖怪醫院的人體科學之旅 小室尚子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763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7, 維也納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牟仁慧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6584770 迷宮偵探. 3, 天空之城的奇幻旅程 Hiro Kamigaki, IC4DESIGN作; 黃筱涵譯 2021-02-00 精裝

9789576584787 哪些妳不該交往的男人: 女人必看!資深渣男幫妳看穿41種渣男心理,戀愛斷捨離かずま作; 甘為治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6584794 25歲存到100萬!: 學校沒教、培養獨立理財思維的30堂課,讓你人生更有選擇權!李勛作 2021-02-00 平裝

9789576584800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劉徽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576584817 超悅大腦: 科學證實你能重塑充滿創造力、彈性及快樂的人生道森.丘吉作; 林瑞堂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824 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神奇,絕對可以複製曾知立作 2021-02-00 平裝

9789576584831 我是你的啦啦隊 朴貞和作繪; 孔奕涵譯 2021-03-00 精裝

9789576584848 天上總會有雲,但你才是天空 劉軒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855 植物肉百搭料理: 跟上新飲食風潮,野菜鹿鹿的50道輕鬆煮純植食譜鹿比, 小野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冊數共計：2

三采文化



9789576584886 誰是受害者?: 潛入精神障礙犯罪者思想,司法精神醫學權威的10堂心理辯證課何美怡著 2021-03-00 平裝

9789576584893 伊斯坦堡尋寶記 Podoal Friend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909 最強對決. 3, 挪威海怪vs海蛇 蔡詩中文; 陳葆元, 雷歐, 林迪文圖 2021-02-00 平裝

9789576584916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576585029 尋龍使者拉雅電影原著讀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342805 高山百岳地形圖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20-06-00 其他 全套

9789867342942 台灣地圖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2012-01-00 其他 全套

9789867342959 世界地圖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2011-02-00 其他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111275 全方位人際交往心理學 楊世宇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111299 你不能不知的處世心理學 楊世宇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111305 你猜!他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人性心理學最高境界(彩色版)丁夫編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4111336 別老是抱怨: 為什麼(彩色版) 韓菲編著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57770 在當代美術館捻花惹草(中英對照) 黃鴻端作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8957787 鐵人媽咪的便當食光: 期待打開便當盒的瞬間 蔡瑞塔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02188 西頓動物記 正岡慧子文; 木村修圖; 林佩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702195 西頓動物記 正岡慧子文; 木村修圖; 林佩蓉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818780 A-Z找一找,單字大挑戰 阿曼達.伍德(Amanda Wood), 麥克.喬利(Mike Jolley)文; 艾倫.桑德斯(Allan Sanders)圖; 廖珮杏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654968 中央帝國的哲學統治密碼 郭建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094 身體記憶,比大腦學習更可靠 賽門.羅伯斯(Simon Roberts)著; 謝慈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124 拒絕人反而為自己的印象加分 津田卓也作; 高佩琳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148 商業人士必備的紅酒素養. 2: 頂級葡萄酒的知識與故事渡辺順子著; 黃雅慧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162 徵信社長才知道,婚姻的真相 岡田真弓作; 羅淑慧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186 AV帝王說服術: 推銷、借錢、搭訕、求職、吵架……甚至躲債,AV帝王村西透只要一開口,難纏客戶也能變朋友。= 禁断の説得術 応酬話法--「ノー」と言わせないテクニック村西透著; 林農凱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193 關於失智,醫生忙到沒告訴你的事 Matt Piccaver作; 謝慈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09 說對一句話,99%的的事都能解決 李勁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16 豐田人的凝與動 桑原晃彌作; 劉錦秀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23 新冠後,中國與世界的最終戰爭 宮崎正弘作; 林佑純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30 我可以當母親,同時當國家總理: 紐西蘭總理傑辛達.阿爾登的故事。如何成為備受愛戴的領導者,同時保有快刀斬亂麻的柔性果敢。瑪德琳.查普曼(Madeleine Chapman)著; 廖崇佑, 楊文斌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47 想賺更多,如何突顯你值這個價 焱公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54 管理,就是先決定不做的事: 事業想成功、投資想賺錢、職場有表現,你需要的不是馬上行動,而是先明白哪些事「不做」。塚本亮作; 高佩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61 死薪水的不投機致富金律: 怎樣成為「有錢之後一直有錢」的人?德國媒體編輯一對一面談有錢人後,親身實踐的致富報告。雷納.齊特曼(Rainer Zitelmann)著; 廖桓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78 超業思維,想出十倍勝業績 陳茹芬著; 鄧文華採訪撰文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85 奧運金牌天天做的動眼訓練 北出勝也著; 李友君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292 王進崑營養學,白髮變黑髮,年輕15歲 王進崑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48308 不詞窮的即興表達: 公司開會、電梯簡報、應酬聚會,你突然被點名發言,怎麼把可能滅頂的災難變成出頭機會?王達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315 哈佛教會我的社會生存力: 有些人只能考高分,有些人蛻變為成功的人。考進哈佛的日本女生,如何觀察、跟上、然後超前那些優秀同儕?= 私がハーバードで学んだ世界最高の「考える力」廣津留菫著; 羅淑慧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322 著迷,甘願賭上所有: 光靠恆毅太苦情,貝佐斯、馬斯克告訴你,這是最開心的工作動機。羅勃.布魯斯.蕭(Robert Bruce Shaw)作; 吳宜蓁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339 人體結構與疾病透視聖經: 看不到的身體構造與疾病,3D立體完整呈現,比X光片更真實、比醫生解說更詳實奈良信雄著; 程永佳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48346 看得到的世界史: 99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1個答案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著; 劉道捷, 拾已安譯2021-03-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548353 看得到的世界史: 99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1個答案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著; 劉道捷, 拾已安譯2021-03-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548360 過敏解方全書: 你一直忍受的不適,其實是過敏。世界過敏組織指定、首爾九大權威醫生告訴你,如何預防與擺脫。趙相憲等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果文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3

上河文化



9789865548391 合格大人得懂的事: 時間到了,人人都會長大成人,但不是人人都能長成大人。孫惠珍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008811 雪泥鴻爪: 陳維滄的攝影筆記書 陳維滄作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3792 最後一個人 王淑芬文; Summerise夏紹智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305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 張友漁文; 薛慧瑩圖 2020-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80312 妖怪新聞社. 3: 最後的壓軸巨星事件 王宇清文; 六十九圖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329 妖怪新聞社 王宇清文; 六十九圖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880336 阿福與阿金 張庭瑀文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80343 小蜜蜂XX 張國立文; 張永仁圖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350 火蜥蜴的冬日節假期 封狼文; 雲昌宜(Mimi Cloud)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367 勝利貓日子 翁禎霞, 郭漢辰文; 黃祈嘉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2562 手術‧電療‧化療‧身體修復飲食全書 芳姐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2586 超有料!極餡爆料麵點 薩巴蒂娜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2593 無辣不歡！超激辛辣料理 任芸麗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16 世界海軍圖鑑: 全球123國海軍戰力完整絕密收錄!柿谷哲也著; 許嘉祥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94813 來興仔的農村五二0 張凱惠文 2018-03-00 精裝

9789869594820 少年林爽文 陳佩芳文; 張凱惠圖 2018-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594844 看見靈的力量 邱佑義作 2020-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01049 渡河的故事 韓鐘麟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79440 鏡頭之後: 電影攝影的張力、敘事與創意 古斯塔夫.莫卡杜(Gustavo Mercado)著; 楊智捷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42975 鏡頭的語言: 情緒、象徵、潛文本,電影影像的56種敘事能力古斯塔夫.莫卡杜(Gustavo Mercado)作; 黃政淵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42982 伊能嘉矩 臺灣地名辭書 伊能嘉矩著; 吳密察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2021 麴之鍊金術:精準操作、科學探索、大膽實驗食材,重新發掘米麴菌等真菌的發酵魔力= Koji alchemy: rediscovering the magic of mold-based fermentation傑瑞米.烏曼斯基(Jeremy Umansky), 瑞奇.施(Rich Shih)作; 林瑾瑜, 鍾慧元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2045 大地之下: 時間無限深邃的地方= 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著; Nakao Eki Pacidal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463030 李小龍原本截拳道 徐超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047 達摩派拳訣: 拳法秘傳 湯顯原著; 三武組整理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054 季秦安手診手療 季秦安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061 性與占星術: 幫助你尋求理想伴侶 柯順隆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078 劉晚蒼傳: 內家功夫與手抄老譜 劉晚蒼, 劉光鼎, 劉培俊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085 住宅租賃法律彙編 柯貴勝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092 吳式太極拳劍 吳秉孝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3463108 台灣白鶴拳傳承錄 賴仲奎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15 達摩派拳訣: 技擊秘法 湯顯原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22 達摩派拳訣: 五拳秘技 湯顯原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省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也品文藝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川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是文創



9789863463139 風靡世界的綜合格鬥運動(精華版) 張海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46 太極拳道新探: 太極拳的道家文化探究 阮紀正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53 太極拳譜釋義: 太極拳理的文化學分析 阮紀正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60 手臂錄.無隱錄釋義: 明代槍法短兵解密 任鴻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77 經絡養生八段錦. 進階 林明道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84 輪迴法則: 生命轉世的秘密 陳成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191 道家傳統太極拳拳理釋真 謝進富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207 道宗九宮八卦拳 楊樹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214 王茂齋太極功 王茂齋著; 季培剛校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221 傳統吳式太極拳入門訣要 張全亮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3463238 內家拳的正確打開方式 劉楊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63245 以心悟道論道德本源: 從太極拳高手到應物自然劉駿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5188 宗鏡錄 大宋吳越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2020-10-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2008 先有後婚 許芸齊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44468 星期五的沒事教室= Harbor me 賈桂琳.伍德生(Jacqueline Woodson)作; 黃筱茵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44475 真好耶!小學生快樂生活日記= いいね! 筒井共美(筒井ともみ)作; 吉竹伸介繪; 許婷婷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44482 瘋狂樹屋130層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作;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韓書妍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353406 同臺共舞: 大雅老仙ㄟ的臺灣生活手札 林瑤棋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23527 伊羅寓言: 國王貓 羅智強作 2020-09-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014768 8周降血壓最有效食療(簡體字版) 何一成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3019510 迷失幻影 文煌, 周文杰作; 氧氣工作室繪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527 羽球王子. 1, 全力扣殺 蔡詩中, 李國靖作; 疾風社團繪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541 天空之城 阿比作; 黃嘉俊繪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558 超級龍捲風 Wilson作; 氧氣工作室繪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565 終極追捕 文煌, 周文杰作; 氧氣工作室繪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572 阿公讲鬼. 报应 蓝橘子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3019589 駭客交鋒 黃嘉俊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596 羽球王子. 2, 火力全開 李國靖, 蔡詩中作; 疾風社團繪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602 上课不要生小孩 九把刀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3019619 成为更好的自己: 给你的18堂心理必修课 刘轩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3019626 星座美少女. 1, 神奇的黑珍珠髮夾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作; 黃龍創意漫畫製作室繪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633 超時空藍洞 黃嘉俊, 格子幫作; 黃嘉俊繪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640 黄阿瑪的后宫生活: 猫咪超有事. 1, 猫奴的崩溃与欢愉日记志铭与狸猫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3019657 星座美少女. 2, 守護夢想的神奇手鍊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作; 李貝貝繪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664 魔海龍三角 文煌, 周文杰作; 氧氣工作室繪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671 驚爆火山 陳葆元作; 氧氣工作室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688 星座美少女. 3, 紅寶石項鍊的考驗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作; 李貝貝, 姜科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久畝故事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大乘定香精舍



9789863019695 羽球王子3：殺風破網 李國靖, 蔡詩中作; 疾風社團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701 错过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 乐擎着 2020-11-00 平裝

9789863019718 异梦 九把刀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3019725 星座美少女. 4, 交換願望的魔卡寶盒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 怪阿姨作; 李貝貝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732 巨蜂大惡鬥 黃嘉俊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749 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找到完整的自己 艾尔文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3019770 異獸凶星 文煌, 周文杰作; 氧氣工作室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19787 月老/红线(珍爱版) 九把刀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3019794 杀人犯的侧写 蓝橘子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2752 人生自在三部曲: 放下、捨得、以退為進 黃冠誠, 李家曄, 袁雪潔作 2020-03-00 修訂版 平裝

9789869862790 養肝就是養命: 護肝七大步驟讓你從體內促進肝臟活力保健康李興廣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1920 李時珍的中草藥筆記 謝宇, 裴華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869951937 逆轉人生還不遲: 一本書學會這些學校不教的100條江湖智慧胡凱莉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1944 摩根家族: 一個金融帝國的百年傳奇 陳潤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1951 李時珍的中草藥筆記 謝宇, 裴華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869951968 經絡穴位按摩大全 查煒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2069 向明手抄詩選 向明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全套

9789869902076 護城河: 陳皓詩集 陳皓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645647 走進我的交易室: 股市贏家交易全攻略-實戰練習本亞歷山大.艾爾德(Alexander Elder)著; 羅耀宗譯 2019-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1487 策略布局: 不只領先趨勢.更要定義趨勢.財星500大企業的決策必修史蒂夫.泰伊(Steve Tighe)作; 郭庭瑄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1494 憂國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1500 小說燈籠 太宰治著; 陳系美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1517 漫畫從厭世王到人氣王,巧妙收服人心的暗黑心理學齊藤勇監修; 卓惠娟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524 三四郎: 愛與自我的終極書寫,夏目漱石探索成長本質經典小說夏目漱石著; 陳系美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531 心 夏目漱石作; 林皎碧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1548 超速贏利: 金融怪傑賴瑞.海特的順勢交易原則= The rule: how I beat the odds in the markets and in life-and how you can too賴瑞.海特(Larry Hite)著; 李靜怡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1555 大偽裝者= The great pretender: the undercover mission that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madness蘇珊娜.卡哈蘭(Susannah Cahalan)作; 温澤元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1562 思考的蘆葦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579 FIRE.致富實踐 克利斯.瑪慕拉, 布萊德.巴瑞特, 喬納森.曼德沙作; 李靜怡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1586 智者生存: 醫療現場的行為經濟學: 為什麼醫生和病患想的不一樣?= 医療現場の行動経済学 すれ違う医者と患者大竹文雄, 平井啟編著; 林巍翰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1593 反貞女大學 三島由紀夫著; 劉子倩譯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1609 小丑之花 太宰治著; 劉子倩譯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1616 華爾街孤狼巴魯克: 我如何在大空頭市場中戰勝人性?= Baruch: my own story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著; 李祐寧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623 金閣寺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63418 讓自己很好度過人生際遇= Let us spend our life experiences well李耀庭作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872824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2019-06-00 第十六版 平裝

9789865200541 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何曜辰編著 2020-07-00 第九版 平裝

9789865201982 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2020-12-00 第十二版 其他

9789865202118 國文教甄複試高分數位課程 徐弘縉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雅文創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大都會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6227 「寂.境.光.塵」簡永彬的<> IV= Chien Yun-Ping: Inner Landscapes << Alternative Photography Processes >> IV鍾經新主編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49220 法國經典建築紀行 羅慶鴻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275 風起臺灣= Be sky Taiwan 小林賢伍著; 林嘉慶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305 博物館= Mvsevm 哈維爾.塞茲.卡斯坦(Javier Sáez Castán)著; 馬努葉爾.馬爾索(Manuel Marsol)繪圖; 吳文君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312 捌零.潮臺北= 1980s: Fashion Taipei 沈昆賢, 林雅雯, 胡芷嫣, 徐慈臨, 陳思安, 陳韋聿, 喀飛, 蕭紫菡, 賴彥甫文字撰寫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329 幾米袖珍本. 2010-2012 幾米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49336 仁慈的吸引力= Survival of the Kindest Piero Ferrucci著; 席玉蘋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49343 植物情人 黃湘玲作.繪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350 Go go monster 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367 幸運遇見你 幾米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381 小幸運= Lucky star 幾米(Jimmy Liao)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398 如何縮時工作: 一週上班四天,或者一天上班六小時,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工作,而且做得更好= Shorter: work better,smarter,and less—Here's how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著; 鍾玉玨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404 貓非貓: 伸展在文字與攝影之間、藝術與文學之間。謝佩霓文字.攝影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411 紫微斗數新詮 慧心齋主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428 紫微四化星: 如何改變一生的秘笈 慧心齋主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435 牟吉= Mou-Ji and the sun 角斯文字.繪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442 物裡學= Thing-ology 李明璁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459 圓之書: 知識發展的球狀視覺史= The book of circles: visualizing spheres of knowledge曼努埃爾.利馬(Manuel Lima)著; 林潔盈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466 萬物宇宙史= Alpha...directions 延斯.哈德(Jens Harder)繪著; 杜蘊慧, 梅苃芢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473 極地探險家的美好生活祕密: 沒膽玩命,也要拚命挖掘的人生冒險法則= Alt jeg ikke lærte på skolen: Filosofi for eventyrere厄凌.卡格(Erling Kagge)著; 謝佩妏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480 動物腥球圖鑑 小高潮色計事務所作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497 小星星通信 奈良美智著; 黃碧君, 王筱玲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211945 會!日本語中階. 2 できる日本語教材開発プロジェクト等著; 嶋田和子監修2020-12-00 第1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03949 神奇魔法棒,變身! 玉置永吉文; 中川貴雄圖; 蘇懿禎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03956 12歲前一定要學. 1, 表達技巧&溝通能力 花丸學習會作; 伊之文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3963 小愛的祕密: 媽媽代替唐氏症的小愛寫給大家的信竹山美奈子資料整理.文; 江頭路子圖; 林劭貞翻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03970 12歲之前一定要學. 2, 珍惜自己&人際關係 花丸學習會作; 伊之文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3987 12歲之前一定要學. 3, 整理收納＆良好習慣 花丸學習會作; 伊之文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3994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6, 科學偵探vs.妖魔之村 佐東綠, 木滝理真, 田中智章著; 木木(Kiki)繪; 黃薇嬪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63906 一隻貓咪上太空,在哪裡?: 從遊戲中訓練孩子數數、識物、辨色、專注等視知覺超能力寶拉.波斯歐(Paula Bossio)圖.文; 周怡伶翻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93018 專注力逃生遊戲!從動物島大逃亡 漫田畫漫畫; 李彥樺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93126 天下麒麟榜全集 晁中辰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904599 沉睡的帝國: 忠奸的對決與當權者的白色恐怖 楊英杰, 喻大華, 張晶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635 解密末代帝王的亡國路: 中國歷朝的興衰與更迭的命運姚偉鈞, 宋傳銀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666 希臘眾神的天空: 從神話傳說探索諸神的日常與起源江逐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673 旅行,或許是該留些遺憾: 我的步城文旅圖 Eddie Ko(艾迪摳)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680 發明家大起底: 從疫苗到核武,讓你直呼「不能只有我看到」的歷史真相!江仲淵, 柯睿信, 黃羿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2005 知行合一 王陽明(1472-1529) 度陰山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9613 鐵男孩: 山寨之城= Iron boy: pirate town 麥人杰(Richard Metson)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熊

大象藝術空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9789869949637 戰士黑豹= Warrior panther 鄭問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49620 戰士黑豹= Warrior panther 鄭問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459262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2021: 微積分(107-109年試題)歐大亮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286 警察特考試題大補帖: 一般行政警察人員. 2021呂一民等編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279 警察特考試題大補帖: 一般消防警察人員. 2021李法鼎等編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29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2021(107-109年試題)洪逸, 張凡, 張逸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0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1, 企研所、工管所). 2021(107-109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資群編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1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 財金所). 2021(107-109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資群編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2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3, 經濟所). 2021(107-109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資群編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30 郵政考試講重點(國文) 李華編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47 郵政考試講重點(英文) 凱西編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54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庭務員(測驗題型). 2021 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紫彤, 蔡邑, 楊華, 廖國宏編著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61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 錄事(測驗題型). 2021 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紫彤, 蔡邑, 楊華, 鄭瑋, 廖國宏編著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78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1: 物理(107-109年試題)周哲揚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8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1, 企研所). 2021(107-109年試題)牧翰, 楊莉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39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 財金所). 2021(107-109年試題)牧翰, 楊莉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408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3, 經濟所). 2021(107-109年試題)牧翰, 楊莉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439 外交特考試題大補帖(外交領事人員)(普通+專業). 2021(107-109試題)李華, 林泉, 牧翰, 楊華, 黃崴, 聞仲, 衛彬, 鄭瑋編著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44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企研所、工管所). 2021(109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 郭明慶, 張璇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5945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財金所). 2021(109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 郭明慶, 張璇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5946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經濟所). 2021(109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 郭明慶, 張璇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59477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執達員)(普通+專業). 2021(106-109年試題)Jacob Wu, 文心, 文翊, 李華, 紫彤, 筱喻, 鄭瑋, 蕭峰, 賽利絲作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484 國營事業講重點(電子學) 鄧茗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49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磁學(含電磁學與電磁波). 2021(100-109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50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21(99-109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61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 2021(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陳澤, 余宏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64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路學(含電子學與電路學、電子學與電路學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鼎, 余宏, 袁大為, 鄧茗, 李元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675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1: 英文(107-109年試題)Jacob Wu, 楊華, 葛瑞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05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1: 經濟學(107-109年試題)牧翰, 楊莉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12 移民特考試題大補帖(移民行政類)普通+專業. 2021(109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鄭瑋, 蘇靖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3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力系統).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力, 袁大為, 李元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4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儀表概要). 2021(99-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蔡宏恩, 劉強, 余宏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97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1: 國文(107-109年試題)石磊, 王箏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4003 臺中詞典 吳靜宜, 賴信真主編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1527 手繪台灣關鍵字: 畫說1940-2020(中英對照)= Illustrated Taiwan keywords: a hand-drawn history of 1940-2020邱顯洵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1534 火車上的捉迷藏= Hidden in the train 鄭星慧圖.文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51541 皇帝的冰: 在地底下埋了1000公斤冰塊的藝術家楊俊作; 西村祐貴繪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51558 The emperor of China's ice: an artist buried 1000kg of ice in the groundstory by Jun Yang; illustrations by Yuki Nishimura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710283 如何在Line、臉書讓你的故事變現: 上12堂商學院不教的行銷科學!蔡傑著; 葉婉智譯 2019-07-00 平裝

9789578710795 斷捨離的56堂正向課 矢作直樹著; 侯詠馨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578710917 0.1%的人贏在溫暖說話術: 這年頭,真心的實話易誤解,見人說對話事才能成!山崎拓巳作; 黃瓊仙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578710924 讓顧客開心買單的36招暗黑訂價法= 儲かる一言 損する一言 値決めの心理作戦田中靖浩著; 黃瓊仙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8710948 75張圖看懂均線波動: 買對趨勢,讓投資勝率提高100%!= 移動平均線 究極の読み方.使い方小次郎講師著; 李貞慧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578710979 業務之神的問答術: 用提問避開拒絕,讓業績從0到千萬!= 売れる営業の「質問型」トーク 売れない営業の「説明型」トーク青木毅著; 賴惠鈴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8710986 一小時學會TED的回話藝術: 為何賈伯斯、歐巴馬臨時被叫上台,還能應答如流呢?李真順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寬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碩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上境設計工程



9789865564025 阿甘財報課: 選股不難,我用一張圖表教你挑出獲利又誠實的好公司!= 財務3表図解分析法國貞克則著; 李友君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4056 哈佛教你簡單思考: 24天練腦,提升創意、決策、企劃、預測力,讓效率事半功倍!韋秀英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64063 鬼才劉大教你用120張圖抓出關鍵K線: 獨創10個「反市場」策略,扭轉散戶宿命,跟著主力賺大錢!劉宇玹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64070 哈佛教你32天學會大腦整理: 從科學理論、故事案例到親身經驗,每天上一堂認識自己的大腦思考課!韋秀英作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4094 我用32張圖學會保險高理賠退休金放大10倍: 25歲就該懂的超簡單「保險工具書」!錢管家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115299 媽咪爹地都愛你繪本集 安德魯.克萊門斯文; R. W. 艾利圖; 沙永玲譯 2015-04-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2116005 多多社長: 告訴你一個愛森林的故事 藤真知子文; 木場葉子圖; 周姚萍譯 2016-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2116616 翻轉!假期! 周姚萍作; 黃祈嘉繪圖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116692 健身練習曲 林滿秋作; 江長芳繪圖 2016-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2116715 藍莓季節 波莉.何華絲(Polly Horvath)著; 趙永芬譯 2017-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116944 陀螺,轉轉轉 馮輝岳文; 韓舞麟圖 2017-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2116968 相親相愛寶寶繪本集 中嶋香織, 西片拓史, 佐古百美文.圖; 許婷婷譯 2017-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2118078 回到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 小林豊文.圖; 黃宣勳譯 2018-06-00 二版 精裝

9789862118320 毛毛蟲列車 西原實文.圖; 鄭明進翻譯 2018-10-00 二版 精裝

9789862119631 來自星星的小偵探. 6, 外星人死亡奇案 鄭宗弦文; 王秋香繪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119822 笨蛋天才 黃漢龍著; 楊柏隆繪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119846 我是狗 白希那文.圖; 林玗潔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3733 我是藝術家 瑪塔.艾德絲(Marta Altés)文.圖; 黃筱茵譯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13771 哇!貓頭鷹說 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沙永玲譯 2021-01-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13788 哇!是夜晚呢 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沙永玲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3795 銀劍 伊安.塞拉利爾(Ian Serraillier)作; 趙永芬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3825 小豬別哭啦! 加藤陽子文; 宮西達也圖; 劉握瑜譯 2021-01-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13863 踏上天堂嶼 珍妮佛.霍姆著; 林靜華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3870 動物絕對不應該穿衣服 茱蒂.巴瑞特文; 隆.巴瑞特圖; 沙永玲譯 2021-01-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13887 路易被吃掉了! 約翰.法德爾文.圖; 戴淳雅譯 2021-01-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13894 十二小守護過新年. 2, 牛轉乾坤福氣來 顏志豪文; 黃志民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3917 看三國,學成語 李光福編著; 王平, 馮艷繪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3924 巧克力戰爭 大石真原著; 北田卓史繪圖; 陳珊珊翻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3931 我的名字叫希望 周姚萍作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3948 衣裳小公主 蘇.希普文.圖; 沙永玲譯 2021-01-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13955 這個可以吃嗎? 林柏廷作 2021-01-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13979 十個害人精 陳廷鴻編寫; 郝麗珠圖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6036 大頭妹 土田伸子文.圖; 周姚萍譯 2021-02-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66050 花花鹿牙醫 宮島千夏文.圖; 邱瓊慧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067 大家一起玩泥巴 張秀毓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074 昆蟲假面: 12種昆蟲的知識學習互動遊戲書 安恩永文.圖; 林玗潔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081 想不到大飯店 周姚萍文; 楊麗玲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081 想不到大飯店 周姚萍文; 楊麗玲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098 原來天氣是這樣子啊! 村田弘子文; 手塚明美圖; 邱承宗譯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66104 鼠小弟的鬆餅派對 中江嘉男文; 上野紀子圖; 劉握瑜譯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66111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 標點符號這一家 謝鴻文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6128 二年五班,愛貓咪! 洪志明著; 黃雄生繪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66135 天啊!天才! 徐萃, 姬炤華文.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142 一年級大個子.二年級小個子 古田足日原著; 陳美燕繪圖; 彭懿翻譯 2021-02-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66159 標點符號歷險記: 看童話,學標點 周姚萍作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66166 單車迷魂記 廖炳焜作; 廖若凡繪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6173 躲好了沒? 黃郁欽文.圖 2021-04-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66203 青銅葵花 曹文軒作 2021-04-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66210 學習認知X美感培養: 寶寶最美的啟蒙繪本套書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沙永玲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66227 不要,不要!小豬豬: 就是有討厭上廁所的孩子呢!會上廁所了!小豬豬高井喜和文.圖; 邱瓊慧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626813 小噗,晚安 珊卓.波伊頓(Sandra Boynton)文.圖; 李紫蓉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7626837 小噗,生日快樂 珊卓.波伊頓(Sandra Boynton)文.圖; 李紫蓉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7626844 小噗,跳舞吧! 珊卓.波伊頓(Sandra Boynton)文.圖; 李紫蓉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5

上誼文化



9789577626905 DNA: 基因和遺傳的祕密 尼古拉.戴維斯(Nicola Davies)文; 艾蜜莉.薩頓(Emily Sutton)圖; 陳宏淑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7626929 猜猜我有多愛你: 你想和我做朋友嗎? 山姆.麥克布雷尼(Sam McBratney)文; 安妮塔.婕朗(Anita Jeram)圖; 上誼編輯部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7626967 創造我們的未來= What we'll build 奧利佛.傑法(Oliver Jeffers)文.圖; 游珮芸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7626981 蘋果樹小女巫: 特別的聖誕節 薩比娜.斯塔丁(Sabine Städing)文; 薩賓娜.比希納(SaBine Büchner)圖; 張懌琛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626998 尋找黃色小鴨 馬格努斯.魏特曼(Magnus Weightman)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7627018 貓咪看家 町田尚子文.圖; 上誼編輯部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7627063 粉紅色影子的男孩 史考特.史都華(Scott Stuart)文.圖; 黃筱茵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0487411 狼王羅伯: 「動物文學之父」西頓不朽經典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聞翊均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487428 依戀理論三部曲. 3, 失落(哀傷失落心理學經典,成人&兒童喪親與哀傷治療關鍵研究)= Attachment & loss: loss(volume 3)約翰.鮑比(John Bowlby)著; 白建磊等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487435 金魚男孩 麗莎.湯普森(Lisa Thompson)著; 麥克.羅利(Mike Lowery)繪; 陳柔含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487459 最美的環境教育小百科: 守護地球繪本.最佳科學素養&美感教育獲獎童書愛曼汀.湯瑪士(Amandine Thomas)著; 李旻諭, 許雅雯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125994 跟著爸爸媽媽旅行的溫暖回憶=Cette nuit on part en vacances夏樂.貝利埃(Charlotte Bellière)文;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范堯寬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02 繪本作家進教室說故事= La visite en classe 克莉絲汀.諾曼-菲樂蜜(Christine Naumann-Villemin)文; 雅妮克.馬松(Annick Masson)圖; 范媛媛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19 媽媽,我要給妳全世界= Voor mama! 尤里.斯雷赫斯(Yoeri Slegers)文.圖; 賴潔林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26 明天我還可以來上學嗎?= Naar school! 艾絲特.凡登伯格(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黃婷涵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33 愛,要用對方需要的方式,不是你想給的方式= 나의 물고기朴海珍(박해진)文; 金知妍(김지연)圖; 陳怡妡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40 雖然捨不得你離開,但是我知道愛永遠都在= Vieil éléphant勞倫斯.布吉尼翁(Laurence Bourguignon)文; 薇樂莉.多赫爾(Valérie d'Heur)圖; 張家葳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57 我怕我和別人不一樣= The greatest showpenguin露西.弗雷加(Lucy Freegard)文.圖; 范媛媛(Elly Fan)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71 我ㄧ個人也可以做到!= 꼬마 거이 당당이 劉明錦文.圖; 魏嘉儀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95 培養孩子的挫折耐受力套書 謝淑美(Carol Hsieh)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831274 移民政策含移民人權精修 王裕德編授 2015-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2831311 土地利用概要精修 蕭華強編授 2015-04-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065467 無蛋的烘焙小點 黃競慧, 黃景龍著 2020-09-00 一版 平裝

9789579065528 基礎餐桌料理盤飾: 概念與技法 吳青華著 2020-09-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4515 靈性科學集成. 卷十四= Subháśita Saḿgraha part 14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24075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9024082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9111515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0657 君臣佐使: 妙用中醫 整合醫療新視野 許中華作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50664 解鎖無齡 陳亮恭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50671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為你自己 曾寶儀作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50695 親愛的,你不孤單 詹姆斯.維特(James Withey), 奧莉薇亞.薩根(Olivia Sagan)合編; 周家麒譯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穎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984184 關鍵課題思考: 比解決問題更重要,速效達成目標的超精準工作法清水久三子著; 林佑純譯 2019-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3984191 好好拜託 海蒂.格蘭特(Heidi Grant)著; 謝儀霏譯 2019-03-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207 新聞不死,只是很喘: 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黃哲斌著 2019-03-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269 幸運自己學 卡拉.史塔爾(Karla Starr)著; 劉復苓譯 2019-03-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276 設計思維 麥可.路里克(Michael Lewrick), 派翠克.林克(Patrick Link), 賴利.萊佛(Larry Leifer)著; 周宜芳譯2019-03-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313 人工智慧在台灣. v.1 陳昇瑋, 溫怡玲著 2019-06-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320 訂閱經濟 左軒霆(Tien Tzuo), 偉瑟特(Gabe Weisert)著; 吳凱琳譯2019-04-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399 躍競思維 俞昊著; 許恬寧譯 2019-05-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405 走舊路，到不了新地方 徐重仁, 洪懿妍著 2019-04-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474 幸福,從謝謝這一杯咖啡開始 A. J. 賈各布斯(A. J. Jacobs)著; 葉妍伶譯 2019-05-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498 閃電擴張: 領先企業如何聰明冒險,解開從1到10億快速成長的祕密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 克里斯.葉(Chris Yeh)著; 胡宗香譯2019-07-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504 吳俊傑的滿點人生 莊舒淇作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4573 動員之戰 New Power: How Power Works in Our Hyperconnected World And How to Make It Work for You傑洛米.海曼斯(Jeremy Heimans), 亨利.提姆斯(Henry Timms)著; 李芳齡譯2019-08-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634 決策的兩難 羅傑.馬丁(Roger Martin)著; 馮克芸譯 2019-08-00 第二版 其他

9789863984641 力挺自己的12個練習: 腦科學X正向心理學,改變大腦負向思維,建立逆境挫折都打不倒的內在力量瑞克.韓森(Rick Hanson), 福雷斯特.韓森(Forrest Hanson)著; 朱靜女譯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689 數位時代的奧格威談廣告 楊名皓(Miles Young)著; 莊淑芬, 高嵐譯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733 淡定自在: 美國首任華裔部長的母親: 趙朱木蘭博愛、堅毅、定慧的傳奇風華崔家蓉著 2019-10-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788 逆風無畏: 旅美華人船王趙錫成白手起家的傳奇人生與智慧崔家蓉著 2019-10-00 第二版 其他

9789863984825 恐龍的啟示 肯尼斯.拉科瓦拉(Kenneth Lacovara)著; 徐仕美譯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849 無所事事的美好時光 艾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著; 朱靜女譯 2019-10-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4870 悲慟的保存期限: 時間無法改變的事,最後改變了我們諾拉.麥肯納利(Nora McInerny)著; 朱靜女譯 2019-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3984894 管理的本質Managing, performing, living: effective management for a new era佛瑞蒙德.馬利克著; 李芳齡, 許玉意譯 2019-10-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174 邪惡的見證者: 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蔡慶樺著 2020-0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327 繁榮的悖論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 艾弗沙.歐久摩, 凱倫.狄倫著; 洪慧芳譯2020-03-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396 校田裡的生活課: 直擊108課綱第一現場,種菜玩出學習力x創造力x品格力李佳芳著 2020-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5457 教養的五個法則 艾絲特.沃西基(Esther Wojcicki)著; 韓絜光譯 2020-06-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563 如何在贏家通吃的世界裡成為贏家 尼爾.歐文(Neil Irwin)著; 吳凱琳譯 2020-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5594 付出不亞於任何人的努力: 讓工作成長的心領導稻盛和夫口述; 稻盛資料館編; 張雲清譯 2020-05-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648 解愛: 重返莊子與詩歌經典,在愛裡獲得重生 蔡璧名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3985662 習慣力: 打破意志力的迷思,不知不覺改變人生的超凡力量溫蒂.伍德(Wendy Wood)著; 劉復苓譯 2020-07-00 其他

9789863985693 記得你是誰(15萬冊暢銷紀念版): 哈佛的最後一堂課戴西.魏德蔓(Daisy Wademan)著; 譚家瑜譯 2020-07-00 第三版 其他

9789863985723 工作最重要的投資: 打破表現出色等於職涯成功的迷思,經營4件事,你可以控制的事比你想像中更多喬恩.阿考夫(Jon Acuff)著; 董文琳譯 2020-07-00 第二版 其他

9789863985747 無毒家事。輕手作: 醫師娘100個私房配方,香草|精油|小蘇打 高效清潔又抗菌郭姿均著 2020-07-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761 大腦這樣記憶,什麼都學得會= 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remembering everything喬許.弗爾(Joshua Foer)著; 謝佩妏譯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5792 心。: 人生皆為自心映照 稻盛和夫作; 吳乃慧譯 2020-07-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853 巴菲特的投資原則: 股神唯一授權,寫給合夥人的備忘錄= Warren Buffett's ground rules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著; 許瑞宋譯 2020-07-00 第二版 其他

9789863985877 巨頭的詛咒: 就是他們!正在扼殺創新、中小企業、你我的隱私資訊和薪資、掀起更多民粹和不平等=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吳修銘(Tim Wu)著; 王怡棻譯 2020-07-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914 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丁菱娟解密26堂公關課 丁菱娟著 2020-08-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6010 好想與努力的你分享: 黑幼龍帶你抓住自我價值、工作、關係的轉折點黑幼龍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3986065 30年不生病的健康管理法: 呼吸胸腔科權威醫師透過科學實證的24小時生活防病習慣,輕鬆打造最強體質= 絶対に休めない医師がやっている最強の体調管理大谷義夫著; 李貞慧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86089 打造百歲健步腳= 100歳までスタスタ歩ける足のつくり方菊池守著; 吳乃慧譯 2020-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096 沒有裂縫,就不會透亮光: 侷限就是燦爛人生的原動力= Broken places & outer spaces妮狄.奧考拉夫(Nnedi Okorafor)作; 林步昇譯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102 零規則= No rules rules 里德.海斯汀(Reed Hastings), 艾琳.梅爾(Erin Meyer)著; 韓絜光譯2020-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126 沒有裂縫,就不會透亮光: 侷限就是燦爛人生的原動力= Broken places & outer spaces: finding creativity in the unexpected妮狄.奧考拉夫(Nnedi Okorafor)作; 林步昇譯 2020-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6157 尋找CEO接班人: 掌握成為企業接班人的關鍵 許書揚等作 2020-10-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3986195 你要永遠不知好歹,永遠熱淚盈眶 明星煌著 2020-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201 慢飆股台積電的啟示錄: 發現一流企業的長相和深度投資價值闕又上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249 療癒孤寂: 30堂課學會接住自己,建立內在安全感,成為能與他人連結的完整自我蘇絢慧作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256 療癒孤寂: 30堂課學會接住自己,建立內在安全感,成為能與他人連結的完整自我蘇絢慧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3986263 打造百歲健步腳 菊池守著; 吳乃慧譯 2020-10-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6270 尋找CEO接班人: 掌握成為企業接班人的關鍵 許書揚主筆; 林知明, 金慧婉, 彭成基, 柯維華, 賴遠烽, 丁蔓玫, 許慈芳合著2020-10-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6287 數位科技應用4.0: 面對與科技共生的未來社會,你準備好了嗎?=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4.0詹文男等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294 信賴夥伴的力量 李俊明作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00 全球大起義: 遍地開花的反全球化抗爭= Revolt: 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納達夫.埃尤爾(Nadav Eyal)著; 胡宗香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17 當我們一起: 疏離時代,愛與連結是弭平傷痕、終結孤獨的最強大復原力量= Together: the healing power of human connection in a sometimes lonely world維偉克.莫西(Vivek H. Murthy)著; 廖建容譯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24 找個理由來退休: 夏韻芬富樂中年學 夏韻芬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31 隱性鋒芒 Laura Huang著; 朱靜女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48 無限賽局= The infinite game 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著; 黃庭敏譯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下雜誌



9789863986386 一天25小時: 300位創業家都在用的40個高效生產力工具,讓每天多出一小時= The extra hour: powerful techniques to create more time in your day威爾.迪克萊(Guillaume Declair), 鮑.汀(Bao Dinh), 傑洛姆.杜蒙(Jérôme Dumont)著; 沈聿德譯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93 用微營養元素抗老防癌: 德國國家藥師的保健養生法 在生活夾縫中快速正確的補充營養,讓身體電池滿格陳諦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409 拒絕職場情緒耗竭: 一流菁英必學的24個高情商溝通技巧,主動回擊主管、同事、下屬的情緒傷害張敏敏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430 慢養功能肌力: 台灣第一本從醫學、營養運動與實踐,全方位說明肌少症,顛覆傳統熟齡健康迷思,以功能性訓練X多元運動模式,搭配台灣特色健康飲食,漸進式增加活動量,告別痠痛、無力的退休生活,未來十年都能維持健康、活力劉燦宏, 黃惠如, 黃惠宇, 李杰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478 循環台灣 黃育徵, 陳惠琳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3986515 如何避免氣候災難: 結合科技與商業的奇蹟,全面啟動零碳新經濟= 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the solutions we have and the breakthroughs we need比爾.蓋茲(Bill Gates)著; 張靖之, 林步昇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539 超強思維模型= The great mental models 夏恩.派瑞許(Shane Parrish)著; 朱靜女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546 三無時代的企業管理與人才培育: 無移動、無需求、無雇用的趨勢下市場反而獨占市場的企業的關鍵策略= コロナ後に生き残る会社 食える仕事 稼げる働き方遠藤功著; 李貞慧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577 一起吃飯吧! 朱全斌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607 設計你的小習慣= Tiny habits BJ.福格(BJ Fogg)著; 劉復苓譯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621 跟凱因斯學價值投資,成為散戶贏家: 世界最偉大經濟學家如何顛覆傳統,在股票市場贏得財富= Investing with Keynes: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economist overturned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made a fortune on the stock market賈斯廷.華許(Justyn Walsh)著; 周沛郁, 陳儀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326873 迴旋梯文學獎. 第1屆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326873 迴旋梯文學獎. 第1屆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326880 迴旋梯文學獎. 第2屆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326880 迴旋梯文學獎. 第2屆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70101 Handbook of innovative ETFs: Leveraged and inverse ETF of multi assetsauthor Yuanta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Company-Index and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Business Dept.2019-03-00 平裝

9789869770125 元大投信實習紀實. 2020年:培育年輕世代結合ESG+USR新典範張明珠, 楊邱霖策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70132 The success and achievement of Yuanta ETF Development in Asiaauthor Julian, Tsung Sheng Liu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489093 恣意橫行 麥克.伊薩克(Mike Isaac)著; 林錦慧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239 設計你的幸福人生: 從家庭到消費,看準社會五大趨勢,畫出你的未來藍圖宮木由貴子, 的場康子, 稻垣圓著; 郭子菱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246 韓國駐台記者教你看懂韓語新聞: 50堂由淺入深的閱讀訓練課= Korean news reading= 한국뉴스읽기柳廷燁著; 關亭薇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253 戰勝英文翻譯與寫作: 學好文法,寫出流暢短文EZ TALK編輯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260 職場英文必備實戢指南: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ssential business EnglishEZ TALK編輯群, Judd Piggott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277 日本庶民美食: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EZ Japan編輯部, 林潔珏, 游翔皓作; 富永圭太翻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284 給總是假裝堅強、逃避傷痛的你 金允那著; 張召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291 懷舊餐桌!走入60間廚房學做家傳菜: 從日常飯食到經典佳餚,全球最大食譜網站Cookpad教你輕鬆煮出懷念古早味Cookpad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07 那些好想搞懂的韓文問題: 一次解決相似詞彙、文法與發音疑問!咖永(Chia Ying)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14 用零食學日語= 일본어를 군것질로 배웠습니다만?金秀敏著; 謝宜倫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21 為什麼別人那麼幸福,我卻如此孤獨? 大嶋信賴著; 江宓蓁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38 我是幼兒園國王 戴瑞克.巴恩斯(Derrick Barnes)文; 凡妮莎.布蘭特里-紐頓(Vanessa Brantley-Newton)繪; 謝靜雯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89345 矽谷思維: 矽谷頂尖工程師實戰經驗總結,五大模式訓練邏輯思考,職場技能提升+競爭力開外掛!Han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52 丟掉你的那些無關緊要: 練習只擁抱重要的事,十三項日常祕方平衡家庭、工作與自我康卓拉.阿達奇(Kendra Adachi)著; 溫力秦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69 我不是懶,而是在充電中 跳舞蝸牛著; 張召儀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76 日本偉大文豪的不偉大故事集 戶田一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83 駕馭沉靜: 平衡身心靈與內外衝突,通往幸福的情緒練習萊恩.霍利得(Ryan Holiday)著; 朱怡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390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特殊需求兒童篇: 撕下診斷標籤,幫助孩子面對日常挑戰,培養韌性、負責與適應力簡.尼爾森(Jane Nelsen), 史蒂夫.佛斯特(Steven Foster), 艾琳.拉斐爾(Arlene Raphael)著; 陳玫妏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06 好文案,都有強烈的畫面感: 9大爆款文案創作技巧,重塑你的寫作思維蘇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13 新聞英文年度關鍵字: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2020 News wordsEZ TALK編輯群, Judd Piggott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20 活用韓文慣用語 韓國語教育研究所著; 龔苡瑄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37 貓咪要打針 間所壽子文; 渡邊有一繪; 思謐嘉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89451 這樣也很好!大齡女子獨立宣言: 丟掉束縛、笑中泛淚!66篇熟女養成記,帶你揮別中年恐慌珍妮.蘇(Jane Su)著; 莊雅琇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75 108課綱林熹老師帶你學測英文拿高分: 6回試題+詳解林熹, Luke Farkas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9905 元天中醫養生專輯. 冬季篇 莊昭龍編訂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元天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70

中山醫學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元大投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3309 臺灣傳統瓷磚圖鑑= Traditional Tile Patterns in Taiwan黎世堯, 湯晴雯作 2020-07-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4277 色情直播主 天王星人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144564 蔣家媳婦. 下集 蔣子安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649 探戈: 魯竹十四行詩(簡體字版) 魯竹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687 觀自在綠蒂詩話: 無住生詩的漂泊詩人 陳福成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731 趙尺子先生全集 趙尺子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144779 文章鑑賞與教學策略 林淑雲, 汪文祺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793 願力長在我心: 林恆雄將軍回憶錄 林恆雄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09 種詩的人 台客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16 老兵的故事 曹介甫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23 華文現代詩三百家 陳福成編 2020-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3144830 回眸 劉愛微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47 撿貝殼 許其正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54 七百年來<>考據成果與商榷 周德良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61 維摩佛學論著集. 三 林律光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78 <>滿文選讀校注 莊吉發校注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85 春池玻璃美學: 技藝、生活、文化、循環經濟 劉秋蘭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892 拾得: 生活小詩百首 林錫嘉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908 跨界意象: 關於生活的多面向思考 呂詠彥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922 校園激情 葉于模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939 皇道無間. 第二部: 歷史深處 第六門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144953 <>正續編研究 黃忠慎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946 長住蘇州三十年 施正義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960 依違於傳統現代、中西: 晚清小說新詮 陳俊啟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4977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2020-07-00 再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3144984 北京天津廊坊參訪記實: 中國全民民主統一會參訪旅遊陳福成編著 2020-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3144991 玄奘取經: <>滿文譯本會話選讀 莊吉發校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04 菜根香又香: 養浩軒隨筆 邱各容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11 儒家義理輔導學之建構: 以王陽明與王船山義理中的意義治療為核心展開李瑋皓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28 無詩之詩: 1983-2019作品選 正軒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35 無詩之詩: 1983-2019作品選(簡體字版) 正軒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42 歲月行腳: 健群小品. 第四集 吳信義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66 中國詩歌墾拓者海青青: <>和<> 陳福成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73 滿文原檔:<>選讀譯注 莊吉發譯注 2020-08-00 再版 平裝

9789863145080 玄奘之路: <>滿文譯本選讀 莊吉發編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097 元代舉微探隱集 袁冀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03 出版人瑣記 彭正雄著 2020-10-00 再版 平裝

9789863145110 走過這一世的證據: 影像回顧現代詩集 陳福成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27 這一世我們同路的證據: 影像回顧現代詩題集 陳福成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34 感動世界: 感動三界故事詩集 陳福成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41 印加最後的獨白: 蟾蜍山萬盛草齋詩稿 陳福成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58 中華民國之命運 勞政武等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65 詩的聲音 楊鴻銘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72 名字 紀州人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89 人文雞尾酒 王之相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196 詩中真有味= Poetic flavor in poetry(中英對照) 許其正主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02 祭祀公業法人新竹縣彭維尚族譜 彭泉湧總編纂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19 凝煉文化.疊映當代: 民族舞蹈創作的對話 蕭君玲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26 <>雜誌合訂本: 1-6期 陳福成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33 走過塵土與雲月. 第三集 復興崗第14期第9屆同學會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40 王陽明的心學與教育 陳正雄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爿爿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王星出版



9789863145240 王陽明的心學與教育 陳正雄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40 王陽明的心學與教育 陳正雄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57 蕉風: 養浩軒俳句集 邱各容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71 臺大遺境: 失落圖像現代詩題集 陳福成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64 孫文成滿文奏摺 莊吉發譯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145288 我將穿過黑夜去看你 孫月霞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295 中國鄉土詩人金土作品研究反響集 陳福成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301 亞媺詩畫精選集 亞媺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318 夢幻泡影: 金剛人生現代詩經 陳福成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325 白玉崢甲骨文書畫精選 白玉崢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332 玄奘之聲: <>滿文譯本選讀 莊吉發編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349 范蠡完勝三十六計: 智謀之理論與全方位實務操作陳福成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145356 松吟樓麗體文集 陳松雄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363 應用文:實用書信最新公文 張仁青編著; 成惕軒校訂; 彭正雄增訂 2020-11-00 第四次增訂 平裝

9789863145370 傅予世紀詩選(精華版) 傅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387 應用文(甲種本) 張仁青編著; 成惕軒校訂; 彭正雄增訂 2020-12-00 第四次增訂版 平裝

9789863145394 日久他鄉叫故鄉 施正義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417 中國詩人新論 莫渝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400 深心與至境: 宋詞主題中的生命意蘊與精神風貌黃雅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5431 我與當代中國大學圖書館的因緣. 三 陳福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78799 世界年鑑. 2021= The world almanac 中央通訊社編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3104 讚頌天主: 鳳山耶穌君王堂2020年紀念刊= Praise the lord許景華主編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6801 從沒想法到有想法的精準表達寫作術= 伝わる.揺さぶる! 文章を書く山田紫霓著; 陳畊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818 讓人無法拒絕的四色人格溝通: 巧用色彩心理學,人際互動情境全解析,教你句句攻心,打動所有人!莊舒涵(卡姊)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66825 你又胃食道逆流了嗎?(完全圖解): 日本專科醫師教你這樣做,有效降低80%復發率!島田英昭監修; 蔡麗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832 人類群星閃耀時=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著; 姜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849 其實你很好 考拉小巫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856 生活有點難,你笑得有點甜 周檀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863 秋葉落下之前 詹慶齡著 2021-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66870 是媽媽教我成為美食家 佐藤敦子著; 葉韋利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6346 秋葉落下之前: 活在燦盛熟齡時 詹慶齡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79979 念佛一永日儀規 智嚴居士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7343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林瑜惠, 陳以熙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094832 操控: 說服的科學與藝術 葛瑞格利.哈特萊(Gregory Hartley), 瑪莉安.卡琳屈(Maryann Karinch)著; 林奕伶翻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94900 不丟東西的整理術: 放不掉的記憶與情感,再也無須斷捨離!= モノが多い 部屋が狭い 時間がない でも、捨てられない人の捨てない片づけ米田瑪麗娜著; 羅淑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94917 不快樂到幸福的解答書: 人際、工作與情感...可以這樣拆解,那樣取捨彭凱平, 閆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94924 開膛手傑克刀下的五個女人: 死於地獄,卻也生活在地獄!歷經130年,沉冤終得昭雪......= The five哈莉.盧賓霍德(Hallie Rubenhold)作; 聞翊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今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鳳山耶穌君王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7

送存冊數共計：67

中央通訊社



9789579094931 漫遊的技術: 刻意漫無目的、隨意閒逛、沉澱、探索,遇見靈感、發現新鮮事、尋找好生活!= The art of flaneuring: how to wander with intention and discover a better life艾莉卡.歐文(Erika Owen)著; 劉佳澐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94948 善惡魔法學院. 4: 王者的考驗= 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quests for glory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王娟娟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94955 零盲點決定力: Google.Amazon最重視的用人準則Mentalist DaiGo著; 林琬清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7601 聞香識味 李夏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9230 不動產法律實務: 2021新北市勞工大學不動產法律實務班林志銘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054355 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 你要的財富與自由就從這裡開始陳志武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690 日本股神的訊號判讀教室: 上完這堂課,讓你攻守自如、多空都賺= 相場の赤本 チャートで騰がる株完全マスター相場師朗作; 張婷婷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706 傳奇股神的交易智慧: 多空雙賺的纏論K線分析培峰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737 假如孫子是現代上班族= もし孫子が現代のビジネスマンだったら安恒理作; 沈俊傑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744 養一檔會掙錢的股票 鄭廳宜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751 投資心理戰: 行為金融專家教你看透群眾心理偏誤,掌握獲利勝機詹姆斯.蒙蒂爾(James Montier)作; 李祐寧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768 不窮不病不無聊: 施昇輝的第三人生樂活提案 施昇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775 飆股的思維: 賺不完的波段操作法 廖崧沂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782 人生就是有限公司: 你的獲利由自己決定 張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805 核災下的首相告白 菅直人作; 林詠純, 許郁文, 蔡昭儀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829 我靠交易賺大錢: 從散戶到專職操盤手的真實獲利法則= Way of the trader: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art of financial trading伊恩.墨( Ian Murphy)著; 陳重亨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0433 舊房子 徐培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6321 歐陽鯤: 斑寅墨緣= The world of Kuen O-Young 歐陽鯤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76338 箕山之作: 歐陽鯤的繪畫藝術= The world of Kuen O Young歐陽鯤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119818 邊界元素法精確上手 李兆芳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825 中級經絡芳香理療實務操作手冊 胡仲權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832 社會住宅新建工程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新課題: 建築設計階段之物業管理前期檢討杜功仁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9119849 數位媒體創意量化析論 周賢彬著 2020-08-00 平裝

9789579119856 不想愛你卻愛上你 君靈鈴等合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863 又見霓裳 宛若花開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887 身心靈整體的自然醫學 虞和芳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894 千奇百怪寄宿家庭. 第一部 雪倫湖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00 我愛郭美玲 黃萱萱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17 訂個嚐愛期限 君靈鈴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24 狼吻 藍色水銀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31 再續前生緣 鄭湯尼, 六色羽, 君靈鈴合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48 職場冷暖集 老溫, 米樂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55 綜觀<>卜筮 薄喬萍著 2020-10-00 平裝

9789579119962 球場內外 老溫, 鄭湯尼, 剛田武合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79 回憶的展演: 張岱的生活記事與自我書寫 盧嵐蘭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86 知足常樂 傑拉德等合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19993 上帝的禮物 藍色水銀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天河創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和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木果文創



9789865575007 從香港到台灣 傑拉德等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14 暢所欲言 黃萱萱, 曼殊, 汶莎, 老溫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21 書情畫意 藍色水銀, 破風, 列當度, 鄭湯尼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38 我行我素 安塔Anta, 君靈鈴, 六色羽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45 香港八十年代回憶. II 許思庭, 剛田武, 列當度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52 作文書寫技巧 蔡輝振編撰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69 人生感言 許思庭, 剛田武, 鄭湯尼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76 青春遊記 明士心, 許思庭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83 歐遊情懷 白雪, Aima, 列當度, 許思庭, 銀河鐵道之夜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090 來自地心世界的訊息= Message from the hollow earth戴安娜.羅賓斯(Dianne Robbins)著; 蔡寬呈譯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75106 是英雄?還是流氓? 老溫, 六色羽, 藍色水銀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13 夕陽醉了 葉櫻, 君靈鈴, 藍色水銀, 破風, 曼殊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20 世事如棋 Jaja, 君靈鈴, 六色羽, 藍色水銀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37 不能愛的愛人 黃萱萱, 鄭湯尼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44 心情故事 倪小恩, 曼殊, 黃萱萱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51 校園軼事 林口澤北, 君靈鈴, 葉櫻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68 沒有勇氣對你說 明士心, 藍色水銀, 君靈鈴, 汶莎, 六色羽, 葉櫻合著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75 臺港相對論 容飛, 鄭湯尼, 老溫, 剛田武, 華希恩, 列當度, 許思庭合著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82 病人在說話 虞和芳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199 巨蟲來襲 藍色水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205 三十一而已 雪倫湖, 曼殊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212 女人心 粉妹, 君靈鈴, 葉櫻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229 愛情有邏輯嗎? 君靈鈴, 葉櫻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236 浮生若夢 芸芸, 君靈鈴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243 建築旅行: 旅行速寫簿= Travel note sketch book 鄭政利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5250 小趣味 DJ之神, 六色羽, 雪倫湖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7281 易經通譯 林傳益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17298 中庸仁行: 中庸全書講記 仁行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407 白陽易經講解本. 五, 和悅的人生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390831 賦家與諍臣: 唐宋賦學論集 許東海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90848 <>「當代史意識」之研究 許愷容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90855 宋代吏治法研究 姜吉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90862 方以智禪學研究 鄧克銘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90879 柳子厚寓言文學探微 段醒民著 1985-07-00 ﹝再版﹞ 精裝

9789863390886 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範疇 曾祖蔭著 1987-08-00 精裝

9789863390893 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範疇 曾祖蔭著 1987-08-00 平裝

9789863390909 中國禪學思想研究: 宗密禪教一致理論與判攝問題之探討何國銓著 1987-04-00 精裝

9789863390916 易學新探 林政華著 1987-05-00 平裝

9789863390923 易學新探 林政華著 1987-05-00 精裝

9789863390930 唐宋詞欣賞 夏瞿禪著 1983-10-00 平裝

9789863390947 桐城文派學述 尤信雄著 1989-01-00 再版 平裝

9789863390954 文章賞析 吳正吉著 1987-06-00 平裝

9789863390961 抱朴子研究 藍秀隆著 1989-01-00 再版 平裝

9789863390978 稼軒詞研究 陳滿銘著 1980-09-00 平裝

9789863390985 一詩一畫 馬立誠注譯; 楊兆三繪畫 1988-11-00 台灣初版 平裝

9789863390992 一詞一画 楊恩成注譯; 陳全勝, 吳聲, 于水繪畫 1988-11-00 台灣初版 平裝

9789863391005 一曲一畫 祁敏注譯; 高雲, 翁建明繪畫 1988-11-00 台灣初版 平裝

9789863391012 幻廬隨筆 周曉安著 1985-07-00 平裝

9789863391029 晚明性靈小品研究 曹淑娟著 1988-07-00 精裝

9789863391036 孟荀道德實踐理論之研究 何淑靜著 1988-01-00 平裝

9789863391043 孟荀道德實踐理論之研究 何淑靜著 1988-01-00 精裝

9789863391050 儒學方向與人的尊嚴 鄭力為著 1987-08-00 精裝

9789863391067 儒學方向與人的尊嚴 鄭力為著 1987-08-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仁風文創書苑



9789863391074 荀子思想研究 周群振著 1987-04-00 精裝

9789863391081 儒學與康德的道德哲學 楊祖漢著 1987-03-00 精裝

9789863391098 霓裳續譜研究 張繼光著 1989-04-00 平裝

9789863391104 儒家哲學論集 曾春海著 1989-05-00 平裝

9789863391111 儒家禮樂之道德思想 林安弘著 1988-11-00 平裝

9789863391128 漢書採錄西漢文章探討 吳福助著 1988-09-00 平裝

9789863391135 王充學術思想述評 陳正雄著 1987-12-00 平裝

9789863391142 高青邱詩研究 蔡茂雄著 1987-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58314 IN新竹: 好香米 劉盈孜採訪撰文; 支流有限公司企劃 2019-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98418 十個故事讓你成為國際金融家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作 2019-09-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631725 解讀政策評估: 領導者的決策心法 江明修, 曾冠球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635082 功能醫學新思維:破解心血管病難題 耿世釗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0495 圖書館事業綜論 曾淑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1133 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 校園法律實務與理念 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著 2021-01-00 五版 平裝

9789865221300 不辭職也沒關係!如何兼顧照護與工作的指南書飯野三紀子著; 張瑜庭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1751 超圖解財政學: 理論與實務並行,圖解帶著你飛行王有康等合著; 楊秀麗總編輯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21829 當代國語語音學 張淑萍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055 發明貓與毛帽鼠的大歷險 拉斯姆斯.布列格尼霍依(Rasmus Bregnhøi)作.繪; 李雅茹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222208 鍛鍊你的「微積感」!: 連文科生都能一小時搞懂的微積分Takumi著; 威廣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222 超圖解行銷個案集: 成功實戰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239 教育政策與發展策略(吳清基教授七十大壽論文集)吳清基等合著; 吳清基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260 圖解大考經史古文: 精煉閱讀寫作,探解試題 簡彥姈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284 圖解自費醫療品牌學 藍新堯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291 圖解品質管理 陳耀茂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307 圖解哲學思辨與邏輯應用 吳作樂, 吳秉翰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369 圖解大考子集古文: 精煉閱讀寫作,探解試題 簡彥姈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383 小時候,小石猴: 臺灣獼猴的故事 洪佳如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2413 中小學生的交友、戀愛、網路煩惱 梶塚美帆作; 李敏華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222468 超圖解企業管理成功實務個案集 戴國良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512 不用數字的研究: 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 蕭瑞麟著 2020-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5222529 建築設計這樣做 鄭晃二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22581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598 苦悶的象徴 廚川白村(くりやがわはくそん)著; 魯迅譯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222673 圖解營養生化學 莊正宏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2680 國中生物一點都不難 張子方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697 電腦誕生的奇幻旅程: 電腦如何用0和1說話 川添愛著; 威廣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710 邊緣教育學: 寫給教育新鮮人的導讀書 李淑菁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727 創意.都市.幸福感: 驅動區域創新及經濟成長 陳坤宏等著; 陳坤宏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734 教師教學實踐智慧: 從設計到實施 林進材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758 兩岸公共設施瑕疵致害之國家賠償責任論: 兼評臺灣2019年國家賠償法修正與實務紀博倫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765 憲法考試權: 國家職權與人民基本權保障 吳瑞蘭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772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20-10-00 25版 平裝

9789865222789 營養系花卉品種開發之理論與實務 朱建鏞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796 害物整合管理原理 楊秀珠等編著; 楊秀麗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833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 陳銘福著 2020-09-00 十六版 平裝

9789865222840 臺灣佛教史 江燦騰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2857 普通數學 易正明等著; 楊秀麗總編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2871 假新聞教戰手冊: 中小學教師怎麼教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Jennifer LaGarde, Darren Hudgins合著; 羅世宏, 羅敬文合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2888 返璞歸真: 純粹的基督教 C.S.路易士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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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支流



9789865222918 園藝作物繁殖學 朱建鏞編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5222925 多國籍企業經營策略 林彩梅, 戴惟天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222932 人類理智新論=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著; 陳修齋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22949 人類理智新論=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著; 陳修齋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22970 電子學實習 王金松, 賴錦瑞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23007 是誰惡作劇 周姚萍文; 王宇世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014 溼地奇案 周姚萍文; 王宇世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052 食品加工. 下 施明智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076 數位攝錄影實務 邱成順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23083 定價管理 戴國良著 2020-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5223106 產業安全基礎的基礎 荒井保和著; 張萍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113 圖解工程數學 黃義雄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120 圖解難經 李家雄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137 圖解食品化學 顧祐瑞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144 心學風雲記: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陳復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151 學測物理. 上: 科學態度與方法、物質與運動 施百俊, 許華書, 盧政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168 小學生藝術走讀 張美智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175 新冠漫談: 見證疫情的勇士們 田輝皇, 牛志瑋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0877 Mastercam®進階多軸銑削加工應用及實例 吳世雄, 陳威志, 鄧博仁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0914 社會學囧很大3.0: 看大師韋伯因何誤導人類思維謝宏仁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5220921 公司法基礎理論. 股東會篇 黃清溪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0938 心物合一: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蔣志純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0945 法官說了算!缺席的證據與邏輯 田蒙潔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182 公司法基礎理論. 董事篇 黃清溪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205 高中國文: 全方位跨領域經典閱讀 陳嘉英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212 革新與組織改造 劉昊洲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229 迪斯可 弗勞克.安琪兒(Frauke Angel)作; 茱莉亞.杜爾(Julia Dürr)繪; 呂行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223236 不可能啦! 崔西.柯德雷(Tracey Corderoy)作; 托尼.尼爾(Tony Neal)繪; 呂行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223243 醫療平衡計分卡 陳進堂, 陳佳琪, 傅鍾仁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250 行動化學館. 4: 物質的酸鹼鹽 陳大為, 王翰, 蘇傑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267 企劃案撰寫實務: 理論與案例 戴國良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274 第一次學微積分就上手 林振義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304 自殺危機處遇: 合作取向 大衛.賈伯斯著; 賴佑華, 林恬安, 謝嘉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311 如何撰寫文獻回顧: 給社會與行為科學領域學生的寫作指南Jose L. Galvan, Melisa C. Galvan著; 姜定宇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328 圖解醫療行銷 藍新堯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335 墨子 墨子及其弟子與墨家後學原著; 孫詒讓注疏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23342 墨子 墨子及其弟子與墨家後學原著; 孫詒讓注疏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23359 思想錄 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著; 何兆武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23366 思想錄 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著; 何兆武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23380 學習共同體在小學實施的理念與實踐 汪明怡, 林進材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397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實務 詹中原等著; 詹中原, 林文燦, 呂育誠主編 2020-11-00 平裝

9789865223403 警察機關執行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實證研究 陳斐鈴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410 社會福利行政 林勝義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427 海洋生物超有事: VR虛擬實境漫畫創作及技術介紹小雪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434 不用出門補習,寫好國寫作文不難 汪中文等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223441 圖解貨幣銀行學 伍忠賢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458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1: 出動,CSI= 과학 추리만화 어린이 과학형사대 CSI. 1: 출동 CSI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46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2: 無所懼的偵察隊= 과학 추리만화 어린이 과학형사대 CSI. 2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489 圖解國中生物 林懂, 陳大為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502 不動產投資與環境規劃: 附國土計畫實務探討與估價應用邢進文著 2020-12-00 八版 平裝

9789865223519 厲害了!碩士論文撰寫與問卷調查統計分析: 108小時實戰胡子陵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23540 社會福利服務: 輸送及倡導 林勝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557 回首.揮手: 李家同 李家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564 大學整併: 成效、問題與展望 黃政傑等合著; 黃政傑, 李懿芳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571 音樂賞析 王秀瑜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625 公平交易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2020-12-00 四版 平裝

9789865223656 入門結構方程模式: Amos應用= Induction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陳耀茂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670 寫作的認知歷程: 以論文寫作為例 李玉琇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687 脫歐: 英國的抉擇 黃琛瑜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731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微積分與微分方程式林振義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223922 英語文法與修辭 陳錦芬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3939 西班牙文化 王鶴巘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4134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 2020 李哲全, 黃恩浩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4141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 2020 洪子傑, 李冠成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4158 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 2020 蘇紫雲, 江炘杓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4165 多元視角下的南海安全 鍾志東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93064 心理治療與易經 朱嘉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595960 陰陽師. 第十部, 瀧夜叉姬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2018-10-00 二版 平裝 上卷

9789863597568 貓小說集: 日本文豪筆下的浮世貓態 內田百閒等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7858 The Powerbook: 你的身體,我的時間之書 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著; 謝靜雯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8367 我的奮鬥. 1, 父親的葬禮 卡爾.奧韋.諾斯加德(Karl Ove Knausgård)著; 林後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428 我讀「空氣」但不盲從: 不受情緒影響,拒絕「人際空汙」的思考練習鴻上尚史著; 陳美瑛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435 受傷的醫者: 心理學家帶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扎與人性脆弱= Also human: the inner lives of doctors卡洛琳.艾爾頓(Caroline Elton)作; 林麗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473 無限的網: 草間彌生自傳= 無限の網: 草間彌生自伝草間彌生作; 鄭衍偉譯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3598480 新北建築: 二百年建築足跡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3598503 四週練出一身肌: 733種絕對有效的練肌燃脂方法= The men's health big book of exercises亞當.坎貝爾(Adam Campbell)著; 章晉唯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8510 游泳者 約翰.齊佛(John Cheever)作; 余國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527 年齡歧視: 為何人人怕老,我們對老年生活的刻板印象又如何形成= This chair rocks: a manifesto against ageism艾希頓.亞普懷特(Ashton Applewhite)著; 林金源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534 塔羅解謎 寶咖咖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541 溫州街上有什麼? 陳柏言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558 微型廚房的理想生活 柳本茜作; 葉韋利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565 春雪 三島由紀夫作; 唐月梅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3598572 奔馬 三島由紀夫; 許金龍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3598589 曉寺 三島由紀夫; 劉光宇, 徐秉潔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3598596 天人五衰 三島由紀夫作; 林少華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3598602 在雪豹峽谷中等待 席爾凡.戴松著; 林佑軒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619 此生如鴿: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38個人生片羽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李靜宜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8626 孤獨= Tout seul 克里斯多福.夏布特(Christophe Chabouté)作; 劉厚妤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640 魂斷威尼斯= Der tod in Venedig 托瑪斯.曼(Thomas Mann)作; 姬健梅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657 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董樂山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8664 超級工程MIT. 3, 觸碰天際的台北101 黃健琪文; 吳子平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671 甜蜜與卑微: 40年的守候,換得一個回眸 郭強生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688 天橋上的魔術師: 影集創作全紀錄 公共電視, 原子映象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695 傻子伊凡 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原著; 朱海翔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3598701 阿宅聯盟: 決戰AI太陽王國: 超進化人工智慧歷險漫畫鴻海教育基金會作; 謝欣如漫畫繪製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855 請把燈關了 瑪莎.黛安.阿諾著; 蘇珊.瑞根繪; 蔡祐庭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02493 抗戰時期文學史料 秦賢次編著 198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09 抗戰文學概說 李瑞騰編 198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16 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 蘇雪林等著 198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23 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 文學心靈的無限感懷 文訊月刊社編 198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30 比翼雙飛: 二十三對文學夫妻 封德屏編 198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47 聯珠綴玉: 十一位女作家的筆墨生涯 封德屏編 198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54 當前大陸文學 文訊雜誌社編 1988-00-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61 四十年來家國: 返鄉探親散文 朱西寧等著; 封德屏主編 198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78 筆墨長青: 十六位文壇耆宿 文訊雜誌社主編 198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85 智慧的薪傳: 十五位學界耆宿 文訊雜誌社主編 198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592 哭喊自由: 天安門運動原始文件實錄 李瑞騰主編 1989-10-00 再版 平裝

9789866102608 信心.智慧與行動: 李登輝先生的人格與風格 文訊雜誌社主編 199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6102615 知識分子的良心: 連橫、嚴復、張季鸞 文訊雜誌社編 199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622 陽光心事: 張曼娟、林黛嫚、楊明、林雯殿、鄒敦怜文訊雜誌社編 199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文訊月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02

送存冊數共計：106

天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9789866102639 人間有花香: 林佩芬、林剪雲、李若男、黃秋芳、衣若芬、楊麗玲文訊雜誌社編 199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646 深情與孤意: 蔡秀女、朱天心、陳燁、梁寒衣、葉姿麟、詹美涓文訊雜誌社編 199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653 憂患中的心聲: 吳稚暉、蔡元培、胡適 文訊雜誌社編 199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660 但開風氣不為師: 梁啟超、張道藩、張知本 文訊雜誌社編 199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02677 理想人生的追尋: 于右任、蔣夢麟、王雲五 文訊雜誌社編 1991-08-00 平裝

9789866102684 苦難與超越: 當前大陸文學二輯 文訊雜誌社主編 1991-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773109 創世記與我 李徹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773116 以弗所書靈拾 何照洪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773123 危險的禱告= Dangerous prayer: because following Jesus was never meant to be safe克雷.葛羅雪(Craig Groeschel)著; 傅璐璐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91756 Technologies of modern Wi-Fi wireless networks. vol IElena Smirnova et al.[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8791763 Technologies of modern Wi-Fi wireless networks. vol IIElena Smirnova et al.[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02486 蜉蝣如是說: 阮囊詩文集 阮囊著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9228 大臺北地區泰雅族口傳故事及習俗 朱明珍採訪.整理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64489 山居文稿 金榮華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963767 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羅玲玲編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963699 張鏡湖先生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en-Hu Chang張鏡湖著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575963705 張鏡湖先生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en-Hu Chang張鏡湖著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575963712 張鏡湖先生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en-Hu Chang張鏡湖著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575963729 張鏡湖先生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en-Hu Chang張鏡湖著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9789575963781 一沙一世界 全球大氣傳輸與影響 王翔郁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963798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第32屆(辨風向)畢業特刊= WINiD: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32nd Annual Advertising Graduation Exhibition陳怡瑄, 吳芸萱, 簡芯榕, 劉志璿, 孫靖雯, 毛子云, 蘇子芹, 范芳瑜, 楊挺茹, 陳郁筑, 陳葒, 謝季馨, 王長逸, 駱柯言執行編輯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0512 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證詞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作; 陳小慰, 謝靜雯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930536 This is 高更= This is Gauguin 喬治.洛丹(George Roddam)著; 絲瓦.哈達西莫維奇(Sława Harasymowicz)繪; 何松韻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30543 This is 馬諦斯= This is Matisse 凱瑟琳.英葛蘭(Catherine Ingram)著; 艾妮雅絲.德古榭(Agnès Decourchelle)繪; 柯松韻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30550 焦慮的人= Anxious people 菲特烈.貝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杜蘊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化大學廣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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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口傳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友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天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5324 誰在森林後面 林從一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331 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 黃秀玲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955331 華美及離散華文文學論文集 黃秀玲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955355 司法與惡的距離: 尖尾週記 陳師孟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348 編年台北 丁威仁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5362 史學與傳統 余英時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379 世界上距離陸地最遙遠的小島 初安民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386 毒藥貓理論: 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 王明珂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393 知識人的黎明 傅鏗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3203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31屆 李淑萍, 何昆益, 彭衍綸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919096 戲劇的世界: 過程戲劇設計手冊 Cecily O'Neill著; 歐怡雯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119 感覺整合與兒童發展: 理論及實用的活動與遊戲羅鈞令著 2020-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19140 鷸蚌相爭拒學記 孟瑛如文; 梁雯媛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1919157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 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手冊=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J. William Worden著; 李開敏等譯 2020-08-00 五版 平裝

9789861919171 親子手語入門完全手冊 社團法人台灣手語翻譯協會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188 早期療育 盧明等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19195 兒童心理創傷後的遊戲治療: 實務工作者應該知道的事= Posttraumatic play in children: what clinicians need to knowEliana Gil著; 陳信昭, 陳宏儒, 陳碧玲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201 法律社會工作 陳慧女著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1919225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葉郁菁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232 幼兒教保概論: 近代幼兒教育思潮的剖析 魏美惠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249 比較教育 楊思偉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19263 幼兒園教保行政管理與實務: 幼兒教育體系與運作觀點蔡春美等著; 林敬堯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270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的故事=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of elite enterprises: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王國欽等著; 林敬堯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19287 特殊教育導論 吳武典等著; 林敬堯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00 <>譯注=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Herbert M. Kliebard著; 單文經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17 教育學門論文寫作格式指引: APA格式第七版之應用林雍智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24 華人生涯理論與實踐: 本土化與多元性視野 金樹人, 黃素菲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31 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 談注意力訓練 孟瑛如, 簡吟文著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919348 素養教育解碼學: 元素構築.知識遞移.知能創價鄭崇趁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62 學習障礙者之發展: 從青少年到成年 王瓊珠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6504 晴雨同沐 茶美人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231160 經典六堆學. 第四輯 鍾振斌主編 2020-07-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472088 日語字母基本練習 陳重松編著 2003-11-00 第一版第二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堆風雲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元國印刷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國文字學會



9789869948500 臺灣當代六六藝術名家聯展= Taiwan Contemporary 66 Artists Exhibition麻念台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2212 畫說宏疄= An art life of Hung-Lin 林宏疄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111487 中國古典舞形體訓練方法研究 21世紀舞蹈教育系列叢書編委會柳文傑總主編; 劉玉珍主編2019-11-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715 中國文化歷史新論: 高明士教授八秩嵩壽文集 陳俊強主編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722 國家圖書館故事: 發展史及館舍建築 宋建成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739 世界古代文學簡史 馮平, 劉東岳, 牛江濤主編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746 世界近代文學簡史 馮平, 劉東岳, 牛江濤主編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777 標準市場與競爭 林咨銘, 范建得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0749 圖解案例消費者保護法(實務案例增訂版) 林瑞珠編著 2020-07-00 二版 其他

9789577111807 自由主義的信徒: 林毓生研究 李顯裕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814 國家圖書館故事: 館藏發展及整理 宋建成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883 人工智慧在流行趨勢研究的應用 顏志晃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11968 如何授權藝術圖像? 謝顒丞, 葉思宜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93948 中華文耀庚子之美國際藝術聯展 呂玉環作 2020-09-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364016 東京食器.料理.好店手帖 塔西(Tarcy)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64023 在車上畫畫: 火車、高鐵、捷運上,10分鐘就能畫!:練就精準迅速的動速寫全技法老綿羊, 阿智, Golden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64047 療傷似顏繪 李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64054 台灣絕景100攝影課: 雲海、銀河、晨昏、夜景、四季、山中祕境吳孟韋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64061 嘉義,旅行與速寫: 畫家帶路,找一片留在心底的風景吳靜雯, 梁紹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755748 TAET: 捷安特攻克全球市場的關鍵 羅祥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755 一日一行動的奇蹟: 我這樣化習慣為複利,9個月購置新屋,一年讀完520本書柳根瑢(유근용)著; 游芯歆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762 運氣是可以鍛鍊的: 工學博士37年親身實證!淨化心靈的3大技術= 運気を磨く 心を浄化する三つの技法田坂廣志著; 龔婉如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779 不要再扯自己後腿了: 全美最佳精神科醫師教你戰勝自我挫敗,解決各種難題=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overcoming self-defeating behavior馬克.葛斯登(Mark Goulston), 菲利浦.高德堡(Philip Goldberg)著; 廖亭雲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786 別再說都是為我好: 情緒能量X愛的語言X正念溝通,改變家庭能量動力,化解家人關係難題許瑞云, 陳德中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793 不要再扯自己後腿了: 透過練習,不再將美好人生拒之門外=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overcoming self-defeating behavior馬克.葛斯登(Mark Goulston), 菲利浦.高德堡(Philip Goldberg)著; 廖亭雲譯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1755830 積善: 生命的改變,始終源於心念 許峰源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847 結果,立刻去做的人得到一切!(行動力筆記版) 藤由達藏作; 邱心柔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712779 外交官學漢語的故事 虞啟龍等主編 2019-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823 過了三十歲,我還是少年 郭志凱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830 原生家庭 陳公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854 城市之光 范小青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861 「小兒王」讓孩子不再咳痰喘 王烈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878 城市片斷 范小青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885 城市民謠 范小青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892 城市表情 范小青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908 女同志 范小青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915 蕉葉凍 梁晴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華文耀文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九鼎藝術家協會



9789864712922 貓眼 姚育明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939 遇見 毛尖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946 時間的眼淚 羅文輝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953 贏在人生終點 葉建華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410 稻浪嘉南平原: 拙耕園瑣記系列. 肆 陳添壽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960 近代臺灣政經與兩岸論衡 陳添壽著 2020-08-00 初版 其他

9789864712991 臺灣螢火蟲家族 賴胤就編著 2020-1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30250 台灣繁養殖魚介貝類專刊. XXII= Fishes of aquaculture in Taiwan于乃衡編著 2020-12-00 1st ed.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7303 犯罪矯治隨筆 林瑞欽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84731 明代玉器論文集= Treatises on Ming dynasty jades張菁琪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3106 由田野邁向金山: 臺裔美籍地震學家的人生歷程= From rice paddies to gold hills: life journey of a Taiwanese-American seismologist蔡義本(Yi-Ben Tsai)作; 林祖慰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226479 第十七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集: 建築+包容+生活: 2020第49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2020-12-00 其他

9789579226486 綠建築設計技術規範. 2021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9804 建築技術規則. 110年版 2021-01-00 平裝

9789869879811 建築技術規則. 110年版, 總則編、建築設計施工編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2616 創業勝經. 2020: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朱怡臻, 何崇傑, 吳其倩, 汪芷伃, 姚雅嵐, 梁瓊丹, 莊亞築, 彭驛迪, 詹子慧, 廖敏芝, 廖雅雯, 顏琬芸, 關雅文, 蘇靜怡撰稿; 黃志鴻總編輯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906 巴利中文課誦本= Pāli-Chinese chanting book 釋明高主編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598942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MRI安全指南. 2021 何子龍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31047 漫遊世界.童心童畫: 劉宗銘作品集 劉宗銘作 2021-01-0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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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法友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放射線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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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玉翫雅集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水產種苗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3505 隱形翅膀翱遊世界149國: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50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Republic of China盧安來主編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1147 全國書法比賽專輯. 40屆2020年 黃臺芝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71757 民俗舞蹈欣賞 須文宏等作 2020-12-00 第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09275 景觀. 2020-II= Landscape 佘詩婷執行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44610 臺灣家畜保險一甲子= Taiwan 60 years livestock insurance施佳宏編著; 許桂森, 陳中興, 施佳宏, 謝南雄, 林進田, 張俊成, 廖慶雄, 鄭清義, 許憲聰, 陳榮祥口述歷史; 江詩筑口述撰寫2020-12-00 平裝

9789869544627 臺灣家畜保險一甲子= Taiwan 60 years livestock insurance施佳宏編著; 許桂森, 陳中興, 施佳宏, 謝南雄, 林進田, 張俊成, 廖慶雄, 鄭清義, 許憲聰, 陳榮祥口述歷史; 江詩筑口述撰寫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954308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下 美國通路市場新商機: 消費趨勢及商機動向關鍵密碼林瑋琦作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344747 槌球規則問與答Q&A暨裁判講師教本. 2021= 2021 Gateball中華民國槌球規則委員會編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15967 建設AI智慧學校 陳麗英, 蔡珮琪, 顏子軒執行編輯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37885 台灣血液學的鼻祖抗癌化學治療之父: 劉禎輝 梁妃儀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805537 群英飛羽: 世界野鳥攝影專輯. II= Wild birds worldwide 2021 a collection from Elite Family周雲卿總編輯 2021-03-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08015 霧峰履歷15: 霧峰最美的18公里 陳永進, 吳東明, 王升原, 陳永康, 王艾玲, 盧志文, 賴佳騫, 賴昭玲, 張凱淳, 汪蓓蓓, 嚴心玲, 林淑珍, 鍾靜, 蔣張素卿作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8907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總會年鑑. 105-109年= 2016-2020 Chinese Taipei Dart Federation Annual李仁德主編 2021-0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雜誌事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校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癌症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槌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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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民俗舞蹈協會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1652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會議手冊. 2021第十三屆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所有投稿作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75570 這是一本SketchUp to LayOut的書: 用一半時間畫兩套彩色施工圖林芷如著 2020-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69261 金門公共事務專題座談會: 金門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與產業之發展盧延根總編輯 2020-1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0526 李麗華收藏專輯: 玉石合韻= Collection albumo of 李麗華: rhythm of jade and stone林雲騰編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3224 中華傳統數術文化. 第九集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推廣教育學會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8483 Proceedings of AA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73th ETAS & 74th BESM Conferenceeditor Applied 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AASE)2020-11-00 1st ed.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38981 二胡的民歌謠世界 郭長松編著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869338998 二胡的民歌謠世界 郭長松編著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860600209 二胡的民歌謠世界. 第三冊. 臺灣民謠篇 郭長松編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4938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0第十五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6338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四期: 郵博譚郵演講集. 2020(中英對照)=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Federation journal 24何輝慶主編; 林茂興, 朱逢華, 陳文翔英文翻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5306 初級水冷式電腦技術完全教學指南 陳茂璋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4684 菁英選手生命故事: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菁英讀本. 2020張少熙, 林鴻道總編輯 2021-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0938 中醫藥保健小學堂. 2, 由表知裡的奧秘-藏象 中華傳統養生教育發展協會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傳統養生教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創意科技技術研究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科學新知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商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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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系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金門公共事務協進會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726225 中國文化史(專科用書) 魏嚴堅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726232 人際關係(專科用書) 韓聖, 顏昌華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726249 法律與生活(大學用書) 劉瀚宇編著 2021-02-00 五版 平裝

9789575726256 英文文法與修辭. 二(專科用書) 劉世明, 劉珞安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726263 英文. 二(專科用書) 李幸瑾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726270 字彙與閱讀(專科用書) 邱怡慧編著 2021-02-00 四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5726287 品質管理(大學用書) 張旭華編著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575726294 會計學. 下(專科用書) 林文晟, 王韋量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726300 多媒體應用(大專用書) 徐敏珠, 唐日新編著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575726317 國際金融與匯兌(專科用書) 王親仁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15721 後疫情時代的APEC與亞太區域發展 鍾錦墀主編 2020-12-00 平裝

9789868715738 The Asia-Pacific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the prospects of APECeditor-in-chief Grace Chung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355721 新約神學輕鬆讀= New testament theology 許宏度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4904 創意設計與文化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Based Innovation and Culture. 2020中華藝創文旅協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551554 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 李震山著 2011-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2551981 地方制度法論 黃錦堂著 2012-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2555569 著作權訴訟贏的策略 林佳瑩著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555958 營業秘密法理論與實務 王偉霖著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556108 行政訴訟法 徐瑞晃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556566 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 陳自強著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556764 法律與文學: 文學視野中的法律正義 張麗卿著 2016-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2557235 稅法各論 陳清秀著 2016-03-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2557938 社會法 吳明孝等作; 臺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主編 2016-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2558010 行政法要義 李惠宗著 2019-09-00 七版 平裝

9789862558317 警察行政法論: 自由與秩序之折衝 李震山著 2016-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2558348 國際私法 柯澤東著 2016-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2558645 台灣法律史概論 王泰升著 2017-01-00 五版 平裝

9789862558836 教育法與教育人權 李仁淼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559208 長照法律面面觀 俞百羽, 呂榮海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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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59451 法學概論 陳銘祥著 2018-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2559475 傳播法之基礎理論與實務 蕭文生著 2018-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559680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簡啟煜著 2017-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2559727 商標法實例解析 陳昭華, 鄭耀誠著 2017-10-00 三版 平裝

9789578607224 債法總論 李淑明著 2018-11-00 九版 平裝

9789578607231 民事訴訟法理論與案例 林洲富著 2018-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860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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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0 四版 平裝

9789578607408 法理學 陳清秀著 2018-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8607422 國際稅法 陳清秀著 2018-04-00 三版 平裝

9789578607583 證券法規 賴源河著 2018-07-00 十版 平裝

9789578607675 共有不動產處分與優先購買權 黃健彰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07842 民事訴訟法 呂太郎著 2018-09-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藝創文旅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APEC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9789578607859 智慧財產權入門 趙晉枚等合著 2018-09-00 十二版 平裝

9789578607873 不動產估價體系 許文昌著 2018-09-00 二版 平裝

9789578607910 月旦簡明六法 黃榮堅等編 2018-09-00 二十九版 精裝

9789578607927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2018-10-00 二十五版 平裝

9789578607934 法律倫理學 姜世明著 2018-09-00 五版 平裝

9789578607958 民法總則 李淑明著 2018-09-00 十版 平裝

9789578607996 信託法制案例研習 李智仁, 張大為著 2018-09-00 六版 平裝

9789575110130 商業會計法 王志誠, 封昌宏著 2018-09-00 六版 平裝

9789575110215 刑案現場處理與採證 曾春僑, 莊忠進著 2018-09-00 三版 平裝

9789575110345 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陳昭華著 2018-10-00 四版 平裝

9789575110369 國際私法裁判選析 何佳芳等合著; 賴淳良主編 2018-10-00 二版 平裝

9789575110406 銀行法暨金融控股公司法 周伯翰著 2018-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5110567 民事訴訟法 李淑明著 2019-01-00 三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5110680 企業管理與法律 李智仁等合著 2019-02-00 九版 平裝

9789575111465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2019-09-00 二十七版 平裝

9789575111519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邱玟惠著 2019-09-00 五版 平裝

9789575111533 新刑法總則 林鈺雄著 2019-09-00 七版 精裝

9789575111540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 吳志正著 2019-09-00 六版 平裝

9789575111557 憲法 許育典著 2019-09-00 九版 平裝

9789575111595 智慧財產權法 謝銘洋著 2019-08-00 九版 平裝

9789575111601 土地法規體系 許文昌著 2019-08-00 四版 平裝

9789575111724 票據法 王志誠著 2019-09-00 七版 平裝

9789575111885 行政法基本十講 李建良著 2019-09-00 九版 平裝

9789575111977 案例土地利用法 王珍玲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5112769 信託法制案例研習 李智仁, 張大為著 2020-02-00 七版 平裝

9789575113322 勞動事件法概要: 案例式探討 陳業鑫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02592 廣西少數民族文化創意基地: 整體規劃設計構想吳燦中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529501 我的第一本音樂小百科: 古典芭蕾= Sounds Around You: Classical Ballet徐仕恩(Ginnie Hsu)圖; 楊惠君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549 我的第一本音樂小百科: 音樂嘉年華 莉爾‧薩拉貝利亞圖; 楊惠君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631 米娜的神奇蠟筆 芳妮.裘莉(Fanny Joly)文; 克莉絲汀.達文尼爾(Christine Davenier)圖; 許雅雯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679 失落的一角(中英雙語雋永典藏版)= The missing piece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林世仁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686 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中英雙語雋永典藏版)= The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林世仁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693 我的身體我自己決定= Kriebels in je buik. Ja-en neegevoelens波琳.奧德(Pauline Oud)文圖; 魏嘉儀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709 一本童書的誕生= How is a children's book like this one made?羅杜拉.帕帕(Rodoula Pappa)文; 科斯塔斯.馬克普洛斯(Kostas Markopoulos)圖; 楊惠君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723 如果我住在別的地方 艾力克斯.霍思(Alex Howes)文圖; 陳可諭譯 2019-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904747 少年噶瑪蘭 李潼作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574905058 打開閱讀眼: 少年小說閱讀與討論 葛琦霞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905249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全套

9789574905157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0冊

9789574905164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1冊

9789574905171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2冊

9789574905188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3冊

9789574905195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4冊

9789574905201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5冊

9789574905218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6冊

9789574905065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1冊

9789574905072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2冊

9789574905089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3冊

9789574905096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4冊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心想事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9789574905102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5冊

9789574905119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6冊

9789574905126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7冊

9789574905133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8冊

9789574905140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陳衛平, 林滿秋, 黃郁彬撰文 2021-02-00 三版 精裝 第9冊

9789574905256 閱讀素養大表現: 兒童讀書會與班級共讀 林美琴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4905263 閱讀素養大探究：青少年閱讀養成課 林美琴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574905263 閱讀素養大探究：青少年閱讀養成課 林美琴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574905270 素養五力實戰課: 1本多元評量工具書 陳欣希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35373 MTA其基礎與臨床: 生物材料的更新與展望 井澤常泰等著; 興地隆史編著; 林本信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03301 基於實證的全口義齒製作: 考量口腔生理的排牙方法佐藤幸司著; 沈恩銘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77902 張小右的地球大冒險 麥克斯黃作 2019-05-00 第2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2148 周成樑: 我島指南= Chou Cheng-Liang: a guide to the island周成樑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8308 媽祖的祝福,心的力量: 白沙屯媽祖音樂創作專輯/演奏樂譜鄭宥媃音樂創作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571957 家是個張力場: 歷史視野下的家庭關係轉化 夏林清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1964 思覺失調症完全手冊: 給病患、家屬及助人者的實用指南= Surviving schizophrenia: a family manual福樂.托利(E. Fuller Torrey)作; 丁凡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1988 抗疫防癆山海間: 東臺灣防疫先鋒 李仁智醫師行醫記李仁智主述; 凃心怡撰文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3571995 減害心理治療: 務實的成癮治療方法= Practicing harm reduction psychotherapy: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addictions佩特.德寧(Patt Denning), 珍妮.利特(Jeannie Little)作; 楊菁薷, 傅雅群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2008 戀愛中的人: 榮格觀點的愛情心理學= We: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romantic love羅伯特.強森(Robert A. Johnson)著; 鄧伯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2015 思覺失調症: 你所應該知道的事實= Schizophrenia: the facts史帝芬.葛拉特(Stephen J. Glatt), 史帝芬.法拉昂(Stephen V. Faraone), 莊明哲作; 廖婉如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2022 與內在對話: 夢境.積極想像.自我轉化 羅伯特.強森著; 徐碧貞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2039 男人.英雄.智者: 男性自性追尋的五個階段= Men under construc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莫瑞.史丹(Murray Stein)著; 王浩威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2046 箭術與禪心=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奧根.海瑞格(Eugen Herrigel)作; 魯宓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72046 箭術與禪心=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奧根.海瑞格(Eugen Herrigel)作; 魯宓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1781 若是一個人寫真書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9811798 你的小精靈: 陳敬宣寫真photobook 陳敬宣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9096966 四十,仍懂愛 田中千繪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9945905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寫真書= Your name engraved herein氧氣電影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45912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原著小說= Your name engraved hereinDi Fer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45929 淡入: 影視劇本格式與寫作 王瑋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9945936 數到3之後個人寫真= Thirty something photography林艾璇(大元)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45943 吳承洋首本攝影寫真= Forever.Young photobook吳承洋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295395 女巫的魔法課 Campbell Books作; Yujin Shin繪; 林靈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水靈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麗創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橡林園先進材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臨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23

日毅企業



9789864295401 美人魚樂團 Campbell Books作; Yujin Shin繪; 林靈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5418 噴火龍的一天 Campbell Books作; Yujin Shin繪; 林靈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5425 搶救聖誕節 Campbell Books作; Yujin Shin繪; 林靈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5548 彩色英漢字典= A practice pictoria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12-00 修訂初版 精裝

9789864295579 儒林外史 吳敬梓原著 2020-11-00 四版 精裝

9789864295586 等待春天的小田鼠 小圓文; 吳若嫻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593 豆大叔和牛老爹 黃蕙君文; 林傳宗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09 巴托斯小屋的派對 許麗萍文; 余麗婷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16 小蝌蚪茶茶 腸子文; 陳和凱圖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4295630 春日圓舞曲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47 牛奶超人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54 小瓶子大創意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61 下一站,小學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78 春天的野餐會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85 濃濃香豆奶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692 集盒嘍!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708 時光列車,咻咻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715 快樂小花農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722 早餐滿福飽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739 黏土藝術家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746 幫我按個讚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753 傷寒論 (清)吳謙原著; 吳塤村編著 2020-11-00 四版 精裝

9789864295760 AI-FML人機共學 李健興, 久保田直行, 山口亨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784 新注新譯唐宋名家詞選 吳紹志校譯 2020-11-00 二版 精裝

9789864295838 寶貝囡仔歌. 2 世一幼教組編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5845 寶貝囡仔歌. 4 世一幼教組編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5852 寶貝囡仔歌. 6 世一幼教組編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5876 生蛋快樂主題概念書 世一幼教組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883 媽媽好菜主題概念書 世一幼教組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944 國小數學全攻略. 2下 許世宏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944 國小數學全攻略. 2下 許世宏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5951 活力成語100分. 2年級 黃美麗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040 國小數學全攻略. 1下 許世宏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057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三年級 陳景聰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016 職業駕駛考照完全手冊 莊雅芸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030 Hello Kitty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6-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7047 Hello Kitty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6-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7023 Hello Kitty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6-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7054 Hello Kitty兒童英漢辭典= Children's illustrated dictionary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7061 奶油獅學生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19-12-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7078 奶油獅學生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4-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7085 奶油獅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3-00 新版 精裝

9789864297092 閱讀素養全攻略. 一年級 康順添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08 閱讀素養全攻略. 二年級 康順添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15 閱讀素養全攻略. 三年級 康順添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22 閱讀素養全攻略. 四年級 康順添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39 閱讀素養全攻略. 五年級 康順添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46 閱讀素養全攻略. 六年級 康順添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53 小學生語文能力大躍進(五年級適用) 林秀慧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60 強化閱讀實力. 基礎篇 熊鴻文編著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77 強化閱讀實力. 進階篇 黃瑞芳編著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84 強化閱讀實力. 高手篇 熊鴻文編著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191 閱讀悅有品. 1, 精選童話篇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07 閱讀悅有品. 2, 世界寓言篇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14 閱讀悅有品. 3, 經典寓言篇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21 閱讀悅有品. 4, 成語故事篇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38 閱讀悅有品. 5, 名人故事篇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45 活力閱讀100分. 1年級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52 活力閱讀100分. 2年級 康順添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69 吼-動物(翻翻有聲書) 林淑貞編; 顏銘辰繪 2020-07-00 新版 精裝

9789864297276 活力閱讀100分. 3年級 熊仙如編著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83 活力閱讀100分. 4年級 熊仙如編著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290 活力閱讀100分. 5年級 熊仙如編著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306 活力閱讀100分. 6年級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320 叭-交通工具(翻翻有聲書) Ivy編 2015-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7313 實用易學成語. 基礎篇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337 實用易學成語. 進階篇 林秀慧編著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344 實用易學成語. 高手篇 熊鴻文編著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351 學成語出口成章. 一年級 熊美如主編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368 鈴-日常生活(翻翻有聲書) 林淑貞作; 顏銘辰繪 2020-05-00 新版 精裝

9789864297375 嘓-元氣動物(翻翻有聲書) 林淑貞作; 顏銘辰繪 2020-07-00 新版 精裝

9789864297382 ABC英文童謠 林淑貞主編 2017-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7399 快樂頌唐詩(有聲書) 林淑貞主編 2020-09-00 新版 精裝

9789864297405 ㄅㄆㄇ爆米花. 育苗篇 蔡菁菁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297412 ㄅㄆㄇ爆米花. 育苗篇 蔡菁菁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297429 ㄅㄆㄇ爆米花. 種子篇 張清榮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436 學成語出口成章. 二年級 熊美如主編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443 學成語出口成章. 三年級 熊美如主編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450 ㄅㄆㄇ爆米花. 萌芽篇 張清榮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467 學成語出口成章. 四年級 熊美如主編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474 ㄅㄆㄇ爆米花. 繁花篇 張清榮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481 ㄅㄆㄇ爆米花. 碩果篇 張清榮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498 學成語出口成章. 五年級 熊美如主編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504 學成語出口成章. 六年級 熊美如主編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511 我的第一本節慶英文兒歌 = English festival songs楊淑如編 2015-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528 小小孩的黑白書(黑看白) = White in black 胡琇雅編; 李文斌繪 2015-05-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7542 字詞造句應用100分. 1年級 林淑珍, 張如求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535 小小孩的黑白書(白看黑) = Black in white 胡琇雅編; 李文斌繪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559 小小孩的七彩書 = Colors 胡琇雅編; 顏銘辰繪 2015-05-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7566 字詞造句應用100分. 2年級 劉秀鳳, 張蘭貞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580 字詞造句應用100分. 3年級 王慧敏, 李珮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573 小小孩的顏色變變書 = Color Transforming 胡琇雅編; 顏銘辰繪 2015-05-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7597 小小孩的形狀書 = Shapes 胡琇雅編; 顏銘辰繪 2012-08-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7610 字詞造句應用100分. 4年級 洪滋穗, 黃靖芬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603 小小孩的視覺遊戲書 = Visual tricks 胡琇雅編; 顏銘辰繪 2015-05-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7627 每日一文補給站. 1年級 胡琇雅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634 寶寶翻翻書. 1, 動物變變! 胡琇雅編 2014-02-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7658 每日一文補給站. 2年級 胡琇雅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641 寶寶翻翻書. 2, 動物猜猜! 胡琇雅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665 每日一文補給站. 3年級 胡曉英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672 驚喜翻Fun書. 1, 什麼都相反 = Opposites 胡琇雅編; 顏銘辰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7689 每日一文補給站. 4年級 胡琇雅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696 驚喜翻Fun書. 2, 數量捉迷藏 = Numbers 胡琇雅編; 顏銘辰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7702 果凍軟膠貼紙123黏貼書 邱嘉慧編; 85設計繪 2015-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719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一年級 吳燈山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726 果凍軟膠貼紙可愛動物黏貼書 邱嘉慧編; 謝伯恩繪 2015-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733 每日一文趣味讀. 二年級 吳燈山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740 每日一文趣味讀. 五年級 吳燈山作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757 果凍軟膠貼紙交通工具黏貼書 邱嘉慧編; 顏銘辰繪 2015-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764 每日一文趣味讀. 六年級 吳燈山作 200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771 每日一文輕鬆讀. 一年級 廖炳焜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788 果凍軟膠貼紙ABC黏貼書 邱嘉慧編; 李文斌繪 2015-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795 每日一文輕鬆讀. 二年級 吳燈山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801 每日一文輕鬆讀. 三年級 陳景聰作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818 果凍軟膠貼紙恐龍星球黏貼書 邱嘉慧編; 陳志鴻繪 2015-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825 每日一文輕鬆讀. 四年級 陳景聰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832 果凍軟膠貼紙戰鬥機器人黏貼書 邱嘉慧編; 陳志鴻繪 2015-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849 果凍軟膠貼紙ㄅㄆㄇ黏貼書 翁香蘭編; 楊涵青繪 2015-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856 每日一文輕鬆讀. 五年級 吳燈山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863 每日一文輕鬆讀. 六年級 吳燈山作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870 強化閱讀能力百分百. 低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887 強化閱讀能力百分百. 中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894 強化閱讀能力百分百. 高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00 強化成語能力百分百. 低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17 強化成語能力百分百. 中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24 強化成語能力百分百. 高 200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31 活力成語100分. 3年級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48 活力成語100分. 4年級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55 活力成語100分. 5年級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62 活力成語100分. 6年級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79 國語文競賽100分. 進階篇 范雅芬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7986 國語文競賽100分. 高手篇 范雅芬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006 美德小品集. 1, 小紅帽 改編自格林童話文; 杜小爾繪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7993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1年級 范雅芬, 熊鴻文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013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2年級 范雅芬, 熊鴻文編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020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3年級 范雅芬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037 美德小品集. 2, 阿律愛玩水 腸子文; 莊河源繪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044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4年級 范雅芬編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051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5年級 范雅芬編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068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6年級 范雅芬編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075 美德小品集. 3, 狐狸與白鶴 林淑貞總編輯; 曲敬蘊繪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082 美德小品集. 4, 阿尼要搬家 黃慧敏文; 莊河源繪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099 美德小品集. 5, 我的糖果在哪裡? 呂淑恂文.圖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105 語文評量100分. 中年級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298112 語文評量100分. 中年級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298129 美德小品集. 6, 恐龍妹妹找媽媽 姜子安文; 大隻熊繪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136 語文評量100分. 高年級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298143 美德小品集. 7, 彩色小兔 余治瑩文; 黃純玲繪 2013-07-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8150 國小語文實力百分百. 低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0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298167 美德小品集. 8, 公雞國王 胡韶真文; 陳和凱繪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181 國小語文實力百分百. 中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0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298198 國小語文實力百分百. 中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0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298174 美德小品集. 9, 珍貴的友誼 林淑貞文; 鄭淑芬繪 2013-07-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8204 美德小品集. 10, 安安的小熊熊 余治瑩文; 郭璧如繪 2013-07-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8211 國小語文實力百分百. 高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0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298228 國小語文實力百分百. 高 世一編輯部編著 200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298235 哈巴狗歡唱童謠 林淑貞主編 2017-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8242 快樂頌弟子規(有聲書) 莊雅芸總編輯 2019-12-00 新版 精裝

9789864298259 機車考照完全手冊 莊雅芸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273 機車考照完全手冊 莊雅芸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327 汽車考照完全手冊 莊雅芸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334 國小作文100分. 低年級 韓秋麟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341 國小作文100分. 中年級 韓秋麟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358 國小作文100分. 高年級 韓秋麟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365 前進滿級分戰勝作文. 三年級 吳燈山作 2015-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372 前進滿級分戰勝作文. 三年級 吳燈山作 2015-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389 前進滿級分戰勝作文. 四年級 吳燈山作 2015-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396 前進滿級分戰勝作文. 四年級 吳燈山作 2015-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402 前進滿級分戰勝作文. 五年級 吳燈山作 2015-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419 前進滿級分戰勝作文. 五年級 吳燈山作 2015-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426 字詞造句好簡單. 初階篇 林淑貞總編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433 寫好作文有撇步. 進階篇 林淑貞總編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440 遣辭用句超上手. 高手篇 林淑貞總編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457 九九乘法 許世宏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464 整數除法 許世宏編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471 小數計算 許世宏編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488 分數的加減 許世宏編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495 分數的乘除 許世宏編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01 國小數學全攻略. 1上 許世宏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18 國小數學全攻略. 2上 許世宏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25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 一年級 侯青蓉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32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 二年級 侯青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49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 四年級 周豐榮作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56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 五年級 欒美慧作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63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 六年級 陳育男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70 數學反覆應用練習. 一年級 欒玉華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87 數學反覆應用練習. 二年級 洪雲琴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594 數學反覆應用練習. 三年級 黃瑞芳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600 數學反覆應用練習. 四年級 周豐榮作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617 數學反覆應用練習. 五年級 汪明怡作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624 數學反覆應用練習. 六年級 侯青蓉作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631 國小數學總複習. 1年級 許世宏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648 超優數學. 三 楊山林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655 超優數學. 三 楊山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662 超優數學. 四 楊山林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679 超優數學. 四 楊山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686 超優數學. 五 楊山林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693 超優數學. 五 楊山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709 超優數學. 六 楊山林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716 超優數學. 六 楊山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723 九九乘法100分 侯青蓉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730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1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葛美娟, 陳建芳, 張華, 張琳, 徐建萍, 達麗編寫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747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2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周淼, 季春燕, 陳建芳, 李淑琴編寫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754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3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徐萍, 崔易, 羌燕, 周淼編寫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761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4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祁志華, 羅建國, 徐萍, 張榮, 宰忠民, 李宏印編寫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778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5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李淑琴, 祁志華, 葛廣德, 袁愛均, 王菊萍, 柳小梅, 費菊梅, 居海霞編寫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785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6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袁愛均, 葛廣德, 張桂明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792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考前特訓. 一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榮躍玲, 張瑛, 陳曉慧, 彭蘭香編寫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08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考前特訓. 二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陸建霞, 周淼, 徐萍,蔣碩編寫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15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考前特訓. 三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陳學軍, 顧潔英, 張建偉編寫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22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考前特訓. 四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蔣順, 崔易編寫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39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考前特訓. 五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蔣順, 李淑琴, 生家琦編寫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46 奧林匹克小學數學考前特訓. 六年級= Olympic elementary math陳學軍, 顧潔英, 張建偉編寫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53 數學精武門. 一上 楊善駿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60 數學精武門. 一下 王允華, 康雯婷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77 兔子和烏龜賽跑 吳伯玲編; 鍾偉明繪 2017-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8884 數學精武門. 二上 楊善駿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891 等待春天的小田鼠 小圓文; 吳若嫻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8907 數學精武門. 二下 王允華編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921 數學精武門. 三 楊善駿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938 數學精武門. 三 楊善駿編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914 點點啃啃啃 腸子文; 黃純玲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8945 小布球 晴天文; 郭璧如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8952 數學精武門. 四 楊善駿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969 數學精武門. 四 楊善駿編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983 數學精武門. 五 許世宏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8990 數學精武門. 五 許世宏編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8976 小蝌蚪茶茶 腸子文; 陳和凱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9003 數學精武門. 六上 楊善駿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010 數學精武門. 六下 許世宏編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027 歡喜聽故事. 1, 團結十兄弟 曾迺期改編; 王秋香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9034 數學科總複習. 二年級 楊善駿作 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041 歡喜聽故事. 2, 獅大王的任務：公主的七彩冰淇淋黃慧敏改編; 陳盈帆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9058 數學科總複習. 三年級 楊善駿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065 數學科總複習. 四年級 楊善駿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072 歡喜聽故事. 3, 國王變豬記 晴天改編; 巫伊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9089 數學科總複習. 五年級 楊善駿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096 數學科總複習. 六年級 楊善駿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102 國語.數學課後復習. 一年級 方雪珍, 王玉燕作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119 國語.數學課後復習. 二年級 侯青蓉作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126 繪本小故事. 1, 醜小鴨 : 還有1則「披著獅皮的驢子」喔! = The ugly duckling葉嘉雯, 陳俐妤編; 林柔瑧, 顏銘辰繪 2017-07-00 平裝

9789864299133 國語.數學課後復習. 三年級 黃瑞芳作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140 國語.數學課後復習. 四年級 林秀慧, 侯青蓉作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157 國語.數學課後復習. 五年級 林秀慧, 侯青蓉作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164 繪本小故事. 2, 金斧和銀斧 : 還有1則「狼來了」喔! = The golden ax and silver ax葉家雯, 江怡葶編; 張雅惠, 顏銘辰繪 2017-07-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9171 新編超強數學科總復習. 五年級 楊善駿作 200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188 繪本小故事. 3, 小美人魚 : 還有1則「龜兔賽跑」喔! = The little mermaid葉家雯, 陳俐妤編; 林柔瑧, 顏銘辰繪 2013-09-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9195 新編超強數學科總復習. 六年級 楊善駿作 200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201 繪本小故事. 4, 布萊梅樂團 : 還有1則「狡猾的狐狸」喔! = Bremen musikanten葉家雯, 程怡菁編; 林柔瑧, 顏銘辰繪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218 國語科總複習. 五.六年級 洪滋穗, 林秀香作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225 數學科總複習. 五.六年級 楊善駿作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232 繪本小故事. 5, 賣火柴的小女孩 : 還有1則「鞋匠與小矮人」喔! = The little match girl葉家雯編; 顏銘辰, 劉耿伶繪 2017-07-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9249 多元智能學力評量 2017-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299256 多元智能學力評量 2017-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299263 繪本小故事. 6, 小人國遊記 : 還有1則「貪心的狗」喔! = Gulliver's Travels陳俐妤, 葉家雯編; 顏銘辰, 謝乃禹繪 2017-07-00 新版 平裝

9789864299270 升國中必備成語300個 曾仁華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287 升國中精選成語300個 曾仁華編著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294 國小必背300英語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300 國中必背1200英語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莊雅芸總編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317 全民英檢初級1200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324 小小品德繪本. 1, 燃燒的火焰山 劉怡君, 黃慧敏, 腸子文; 達姆, 黃正文, 顏凱信, 豆子圖2012-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331 小小品德繪本. 2, 咕嘰咕嘰大鯨魚 花格子, 黃蕙君, 林佳怡, 小貞, 晴天文; 黃玲馨, 林佳怡, 邱千蓉, 郭壁如圖2012-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348 小小品德繪本. 3, 田裡的禮物 黃蕙君, 蕭淑玲文; 林佳怡, 崔麗君, 林傳宗, 呂淑恂圖2012-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355 海洋世界貼紙遊戲書= Ocean 露絲.西蒙斯(Ruth Symons)文字; 馬里亞納.魯伊斯.約翰遜(Mariana Ruiz Johnson)繪; 世一文化編輯群翻譯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362 小小品德繪本. 4, 月亮茶 張筠婷, 許麗萍, 林淑貞, 腸子文; 劉麗月, 顏凱信, 林傳宗, 蔡珮芸圖2012-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379 歡樂農場貼紙遊戲書= Farm 曼蒂.阿徹爾(Mandy Archer)文字; 馬里亞納.魯伊斯.約翰遜(Mariana Ruiz Johnson)繪; 世一文化編輯群翻譯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386 小小品德繪本. 5, 威力虎上學記 亞平, 許麗萍, 林佳怡, 呂淑恂文; 達姆, 林佳怡, 黃玲馨, 呂淑恂圖2012-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393 恐龍來了貼紙遊戲書= Dinosaurs 露絲.西蒙斯(Ruth Symons)文字; 馬里亞納.魯伊斯.約翰遜(Mariana Ruiz Johnson)繪; 世一文化編輯群翻譯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409 小小品德繪本. 6, 蝴蝶, 飛吧! 許麗萍, 劉怡君, 陳慧縝, 黃慧敏文; 法蘭克, 吳若嫻, 陳慧縝, 吳雪蓉圖2012-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16 童話1+1. 1, 人魚公主(內含阿拉丁神燈) = The little mermaid王芳雅, 詹琇玲編; 蔣玉勳, 盧榮國, 李玉倩繪 2019-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23 童話1+1. 2, 睡美人(內含綠野仙蹤) = Sleeping beauty沈豔紅, 熊美如編; 高珠美, 盧榮國, 李玉倩繪 2018-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30 童話1+1. 3, 狼和七隻小羊(內含糖果屋歷險記) = The wolf and seven little kids沈豔紅, 熊美如編; 李玉倩, 林淑華繪 2018-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47 童話1+1. 4, 三隻小豬(內含拇指姑娘) = The three little pigs林文珠, 沈艷紅編; 杜冠臻, 李玉倩繪 2018-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54 童話1+1. 5, 小紅帽(內含不萊梅樂隊) = Little red riding hood詹琇玲, 熊美如編; 李玉倩繪 2018-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61 童話1+1. 6, 白雪公主(內含傑克與魔豆) = Snow white劉芷楠, 詹琇玲編; 高珠美, 盧榮國, 劉麗月繪 2019-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78 童話1+1. 8, 灰姑娘(內含天鵝湖) = Cinderella 王芳雅, 熊美如編; 許博文, 林麗真繪 2018-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485 寶貝悅讀: 唐詩 林湘瀅, 許麗萍, 黃慧敏, 潘守芳編; 陳昭蓉, 王瑞閔繪2016-01-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9492 寶貝悅讀: 三字經 林淑貞, 潘守芳編; 陳昭蓉, 郭璧如繪 2015-10-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9508 寶貝悅讀: 弟子規 林湘瀅, 許淑斐編; 陳星輔, 盧蓉國繪 2019-07-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9515 寶貝悅讀: 成語 黃慧敏編; 彭大爺繪 2016-05-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9522 HELLO KITTY認知書系列 = Hello kitty baby's first board book胡琇雅編 2013-09-00 精裝 第1冊

9789864299539 HELLO KITTY認知書系列 = Hello kitty baby's first board book胡琇雅編 2012-12-00 精裝 第2冊

9789864299546 HELLO KITTY認知書系列 = Hello kitty baby's first board book胡琇雅編 2017-01-00 精裝 第3冊

9789864299553 HELLO KITTY認知書系列 = Hello kitty baby's first board book胡琇雅編 2013-09-00 精裝 第4冊

9789864299560 寶貝乖乖睡. 1, 桃太郎 杜燕芬, 詹琇玲編; 李玉倩繪 2018-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577 寶貝乖乖睡. 2, 狼來了 劉芷楠, 黃秋萍編; 李玉倩繪 2018-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584 寶貝乖乖睡. 3, 龜兔競賽 鄭梅香, 簡麗芬編; 陳庭昀, 許博文繪 2013-01-00 新版 其他

9789864299591 寶貝乖乖睡. 4, 靈犬萊西 簡麗芬, 劉芷楠編; 許博文, 謝伯恩繪 2011-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299607 Hello Kitty認知小書: 數字x顏色x形狀x交通工具 2019-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4299614 說唱三字經 潘守芳編 2009-11-00 初版 其他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29682 應用統計學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2021-03-00 第21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329699 應用統計學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2021-03-00 第21版 平裝 下冊

9789860614701 應用統計學1000題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2021-03-00 第19版 平裝 上冊

9789860614718 應用統計學1000題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2021-03-00 第19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1282 乞丐王子=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馬克.吐溫(Mark Twain)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68

送存冊數共計：291

北一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目川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942659 阿啾在哪裡? 廖書荻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942680 喵喵不要! 黃郁欽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942703 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陳永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2857 明日星程 金剛圈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732864 小笨蛋 柳滿坡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732871 禁海 邊想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32888 完美無缺= Perfect 金剛圈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38182 馬來素描= The Malay sketches 艾菲安.沙(Alfian Sa'at)著; 蘇穎欣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38199 蛻: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第七屆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東南亞移民工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38199 蛻: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第七屆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東南亞移民工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38821 臺灣國際書法彩墨畫聯展專輯. 2020 林惠敏編輯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3125 無來由 禪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23132 無來由 禪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2213 子青詩作選: 溺之邊境= Poetry collection: a border of drowning魯子青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9900 食尚宜情: 食譜.居家手冊 台北市私立靜宜大學校友會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5954 誠樸精勤書院: 喜願塾黃集 吳振榮, 游基聰, 林正國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9305 雲南文獻. 第五十期 黃通鎰主編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2500 自得其樂: 台北藝術院書畫印師生聯展作品集. 二0二0台北藝術院師生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314725 郎祖筠的FUN演生活學 郎祖筠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藝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私立靜宜大學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正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方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會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田文文創



9789579314749 民粹主義: 21世紀公民的思辨課= Populismus 楊.路德維希(Jan Ludwig)著; 麥德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756 女性主義: 21世紀公民的思辨課 朱莉安娜.弗里澤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763 假新聞: 21世紀公民的思辨課= Fake news 卡洛尼娜.庫拉(Karoline Kuhla)著; 顏徽玲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831 哈佛醫師教你喚醒自癒力 傑佛瑞.雷迪格(Jeffrey D. Rediger)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848 不「藥」而癒!完全根治乾癬、濕疹、異位性皮膚炎約翰O. A.帕加諾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855 大清盛世忙什麼: 來去紫禁城打卡,體驗當皇上的日常!李純瑀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862 談情說愛,古人超有哏: 10堂文學家瘋傳的愛情課宋怡慧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879 我要準時下班!終結瞎忙的「超.時短術｣ 越川慎司著; 林佩玟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886 大清盛世忙什麼: 來去紫禁城打卡,體驗當皇上的日常!李純瑀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579314893 為自己而寫: 改變人生的簡單寫作技巧 田中泰延著; 鄭曉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909 「體驗設計」創意思考術 玉樹真一郎著; 江宓蓁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916 我要準時下班!終結瞎忙的「超.時短術」 越川慎司著; 林佩玟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579314923 大作文章: 全國特優寫手實作會考作文 林明進, 柯方渝, 徐高鳳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954 為自己而寫: 改變人生的簡單寫作技巧 田中泰延作; 鄭曉蘭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579314961 「體驗設計」創意思考術 玉樹真一郎著; 江宓蓁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5577 凡事徹底: 鍵山秀三郎八十自述 鍵山秀三郎著; 陳曉麗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15591 如佛一樣生活: 道元法師與曹洞禪風 吳繼文撰述; 洪侃繪圖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6236 成功的方程式: 圖解!使用牙周手術治療牙齦下齲齒的治療步驟水野秀治, 小谷洋平, 筒井佑著; 王浩庭譯 2020-11-00 第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47245 看懂靈魂契約的74個人生解答: 以原型卡解讀生命藍圖,洞悉物質世界與內心情緒,療癒人際、自我的掙扎陳盈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8947276 很角色 = Talented 陳盈君作 2021-01-00 初版3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6304 給年輕人10個幸福方向: 僕人式領導的經典語錄郭守仁著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499132 尼亞的避難秘笈 王茹茵, 危成逸, 陳侑欣, 張巧琳圖文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405717 認真一星期,養成易瘦體質!輕輕鬆鬆甩掉20公斤麻生怜未作; 呂盈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5878 後山芥菜種: 北方麻醬行負責人羅采緹的人生奮鬥歷程羅采緹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5984 煖身: 華嚴禪修入門 海雲繼夢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699822 百大企業御用教練陳煥庭帶人的技術 陳煥庭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016 地球事,我的事 羅世明等文; 賈俊國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023 我不要做英雄,要做贏家: 做自己的太陽,無需憑藉別人的光朱國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047 旅行文學的112堂寫作課: 旅行是一種生活學習態度,寫作是一種心情結晶的過程陳銘磻文.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054 綿羊理髮廳 澀谷純子圖文; 蔡季佐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8061 說故事的人 陳怡伶, 王純瑾, 蘇哲民, 吳曉紅, 鄭茹菁, 黃子嫻, 蔡素美, 張素玉, 黃玉櫻, 林瑋馨, 謝玉珠, 彭鳳英, 楊欣樺, 林綺紅, 蔡素玲, 林美宏, 顏吟修, 邱麗雲, 卜堉慈, 張玉梅, 陳美蓮, 李佩倫, 胡青青, 何淑麗作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865568078 贏在溝通力: 到哪都受歡迎的4門溝通課 勵活課程講師群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085 明公啟示錄: 解密中華文明真相 范明公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68092 明公啟示錄: 解密中華文明真相 范明公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68108 鬧情緒的小火龍 羅伯特.斯塔林圖.文; 蔡季佐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8115 在旅行路上遇見更好的自己 李小龍(Justin Li)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122 缽.聲灸療育的藝術: LEO老師用聲音打通身體任督二脈,不藥而癒的「身體風水」養生課= Sound-penetrate楊裕仲(Leo老師)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色牙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西心創藝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正好文化



9789865568153 明公啟示錄: 解密中華文明真相 范明公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568160 與迪士尼同行: 簡廷在的三意與十力 簡廷在, 吳仁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184 明公啟示錄: 解密禪宗心法: 從<>行由品談起 范明公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68313 角落小夥伴專注力遊戲書. 1, 這裡讓人好安心篇賈俊國總編輯; 高雅溎譯 2020-12-00 初版21刷 精裝

9789865568320 角落小夥伴專注力遊戲書. 2, 這裡也有角落小夥伴篇賈俊國總編輯; 高雅溎譯 2020-06-00 初版13.5刷 精裝

9789865568337 角落小夥伴專注力遊戲書. 3, 無所不在的角落小夥伴篇賈俊國總編輯; 高雅溎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8344 角落小夥伴專注力遊戲書. 4, 這裡那裡都是角落小夥伴篇賈俊國總編輯; 高雅溎譯 2020-12-00 初版18.5刷 精裝

9789865568351 專注力遊戲書. 5, 一起找找角落小夥伴 賈俊國總編輯; 高雅溎譯 2020-07-00 初版14.5刷 精裝

9789865568542 角落小夥伴專注力遊戲書. 6, 到處都有角落小夥伴篇賈俊國總編輯; 高雅溎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8559 專注力遊戲書. 7, 一起找找角落小夥伴. Ⅱ 賈俊國總編輯; 高雅溎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912423 桃園市美術協會會員年度大展作品專輯. 2020 范姜明華, 鄭素華, 魏福銘編輯校對 2020-08-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52824 Happy Halloween: 萬聖節馬戲團 林纓作 2020-12-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4465 影子戰爭: 從資訊戰到尖端衛星武器競賽,二十一世紀戰爭的隱形戰線吉姆.修托(Jim Sciutto)作; 高紫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4489 革命萬歲: 霍布斯邦論拉丁美洲= Viva la revolución: Eric Hobsbawm on Latin America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周全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4496 俄羅斯：一千年的狂野紀事 馬丁.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著; 周全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7963 超實用說話術 林郁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7970 厚黑學: 最受歡迎的思維 方東野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7994 天下第一奇策: 三十六計 方東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312 猶太式幽默聖經 林郁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329 墨菲定律: 習慣思維 唐牧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343 狼道= Wolf's intelligent thinking 汪峻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350 從三國讀懂用人智慧 莫嘯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50367 做人三不 艾德.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381 墨菲定律. III= Murphy's law III 于珊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584984 易筋經: 中國式瑜珈= Yijinjing: Chinese style yoga李章智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2937 薛丁格的社會 999日蝕, Allie, 邱海靖, 雪倫2號, 路里閻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11471 籃球鬥犬 岳印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2430 成為奪心魔之必要. Vol.1, 奪心魔 賴惟智作; 尼太漫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5362 智慧之翼卡 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周莉萍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未來敘事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未來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未來書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里居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巧育文化



9789869923613 奧修談覺察: 品嘗自在合一的佛性滋味= Awareness: the key to living in balance奧修(Osho)著; 黃瓊瑩(Sushma)譯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23620 舞入未知深處: 奧修藝術治療= Dancing into the unknown: osho painting & art therapy米菈(Meera Hashimoto)著; 鍾莉方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3637 當薩滿巫士遇上腦神經醫學= Power up your brain: the neuroscience of enlightenment阿貝托.維洛多(Alberto Villoldo), 蒲大衛(David Perlmutter)著; 李育青譯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23651 遇見神奇獨角獸= The wonder of unicorns 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著; 黃愛淑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23668 奧修談勇氣: 在生活中冒險是一種喜悅= Courage: the joy of living dangerously奧修(Osho)著; 黃瓊瑩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23675 白光療癒卡= White light oracle 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鍾莉方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3682 奧修談成熟: 重新看見自己的純真與完整= Maturity: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onself奧修(Osho)著; 黃瓊瑩譯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23699 22個今生靈魂課題= Soul lessons and soul purpose: a channeled guide to why you are here桑妮雅.喬凱特(Sonia Choquette)著; 林群華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71614 水晶大師333: 天地合一的神聖啟蒙力量= Crystal masters 333: initiation with the divine power of heaven & earth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非語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71621 水晶大師333: 天地合一的神聖啟蒙力量= Crystal masters 333: initiation with the divine power of heaven & earth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非語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71652 五次元的靈性覺醒: 活在燦爛的黃金未來= The archangel guide to enlightenment and mastery: living in the fifth dimension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 提姆.威德(Tim Whild)著; 周家麒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669 意識航行之道: 內在旅程的百科全書 史坦尼斯拉弗.葛羅夫(Stanislav Grof)著; 林瑞堂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9971676 意識航行之道: 內在旅程的百科全書 史坦尼斯拉弗.葛羅夫(Stanislav Grof)著; 林瑞堂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231132 電子學實習. 下(乙版) 彭世興等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187 生活與攝影藝術 含學習單 劉祥祥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330 行銷實務. 下 鄭桂芬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347 立體裁剪實務. 下 羅淑杏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35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件原理. 下 柯雲龍, 潘建安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361 希望樹專刊. 2: 科技領域這樣教最好玩: 科技生活好幫手吳侑邦等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378 用mblock玩CyberPi編程學習遊戲機-含遊戲機範例Makeblock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385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陳志遠等編著; 張忠成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408 技術型高級中等家政群家庭教育. 下 陳美姿, 陳俊升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415 (技術型高中家政群)美容美體實務. 下 辜芃珺, 黃怡婷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446 西餐烹調實習 周敦懿, 黃寶元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3145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多媒體製作與應用林合懿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477 餐飲服務技術 江裕春, 鐘森盈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3148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分析化學. 下= Analytical chemistry張家銘等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49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Microcontroller/microprocessor practice黃嘉輝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507 iPOE科技誌. 6, CyberPi vs WiFiBoy程式學習遊戲機大比拚尤濬哲等編著; 江玉麟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3151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膳食與營養實務. 下董家堯, 吳幸娟, 章雅惠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613983 你的歌我來唱. 6: 當代中文藝術歌曲集=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songs彭文几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613990 爵士樂理= Jazz theory 李承育編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0956 第一次查馬可福音就上手= Mark's Gospel from scratch: the new testament for beginners葛利斯(Donald L. Griggs), 梅爾(Charles D. Myers Jr.)作; 胡宏志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0963 只有這一生= You only live once 黃厚基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0994 幻夢?大同世界的正義美夢 梁文韜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8836 創意台灣話. 5 王秋華編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3143 威遠壇200週年紀念展展覽手冊= A Special Exhibition for the Two-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Wei-yuan Altar鍾偉愷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可洛洛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市香光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宗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世界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4

台科大圖書



9789869968003 府城少女巷口指南 府城少女!力爭上游原作; SAKANA漫畫 2020-10-00 平裝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0605853 唐駢體文鈔 (清)陳均編 2020-07-00 二版二刷 平裝

9789570605860 穀梁注疏及補正 (晉)范寧集解, (唐)楊士勛疏, (清)阮元等撰 2020-07-00 三版二刷 平裝

9789570605877 墨子閒詁箋等七種 張純一撰; (清)馬國翰輯 2020-08-00 四版二刷 平裝

9789570605884 王氏續古文辭類纂注 (清)王先謙編; 世界書局編輯部注 2020-09-00 三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605907 唐榻九成宮醴泉銘 劉雅農主編 1974-07-00 再版 其他

9789570605914 北宋拓柳公權玄祕塔 [世界書局]編輯部主編 1982-02-00 六版 其他

9789570605921 彊村語業 朱孝臧撰 1981-04-00 三版 平裝

9789570605938 平妖傳 (元)羅貫中原撰; (明)馮夢龍改撰 1982-09-00 四版 平裝

9789570605945 新校元次山集 楊家駱主編 1984-10-00 再版 精裝

9789570605952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清)吳沃堯撰 1983-03-00 七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605969 新元史考證 明史例案 東林黨籍考 楊家駱編 1983-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0605976 痛史 (清)吳沃堯撰 1980-10-00 五版 平裝

9789570605983 國史菁華 陳贊昕撰述 1974-08-00 五版 平裝

9789570605990 民國通俗演義 蔡東帆等撰 198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606003 封神傳 (明)許仲琳撰 1984-09-00 四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606010 官場現形記 (清)李寶嘉撰 1983-03-00 七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606027 孽海花 曾樸撰 1985-03-00 六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606034 吳承恩集 楊家駱編 1984-11-00 再版 精裝

9789570606041 鄭志疏證 楊家駱主編 1982-04-00 再版 精裝

9789570606058 鐵橋漫稿 楊家駱編 1984-10-00 再版 精裝

9789570606065 靜齋至正直記 (元)闕里外史行素居士著 1972-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0606072 影印孤本舊鈔蔣山傭殘稿 新校顧亭林詩文集 顧亭林先生年譜(明)顧炎武, (清)張穆撰 1988-10-00 再版 精裝

9789570606089 唐文粹 (宋)姚鉉編 1989-05-00 三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56211 台客風華: 台客詩獎暨同仁詩選 劉正偉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326010 多元宗教社會的政治傾向: 台灣的宗教差異 張榮彰, 劉從葦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326027 迎接超高齡: 熟齡人生幸福提案 周傳久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7326034 委內瑞拉發展模式: 查維茲的政經實驗 黃富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7000 四季的旋律: Sumiko的iPhone 6二十四節氣相簿集何李純子攝影.文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7017 撕畫采風錄: 撕絲入畫 彩繪風采 何李純子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356363 被迫同居 安祖緹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56370 那個野男人 可樂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56387 假面夫妻請用心 喬寧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56394 聽說她超魅的 蔡小雀著 2021-02-00 平裝 上卷

9789863356400 聽說她超魅的 蔡小雀著 2021-02-00 平裝 下卷

9789863356417 霸道追妻套路深 安祖緹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56424 我的家教男友 安祖緹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56431 想甜你 可樂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56448 豪門祭品新娘 喬寧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禾家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台客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0152 大乘妙法蓮華經(注音版)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20-10-00 [一版三刷] 其他

9789869880169 大佛頂首楞嚴經(注音版) (唐)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譯 2020-10-00 [一版二刷] 其他

9789869880176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注音版) 2020-10-00 [一版三刷] 其他

9789869880183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注音版) 2020-10-00 [一版四刷] 其他

9789869880190 大悲咒.日月光二菩薩咒.四十二手印咒:悉曇書法暨註釋黃根祥作 2020-10-00 其他

9789869953733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2020-12-00 修訂三版二刷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89827 愛的行板. II: 倪朝龍作品集 吳守哲總編輯 2020-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70940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第三屆基督教靈性諮商研討會論文集(第五屆基督教靈性關顧與協談研討會論文集): 創傷失落與全人醫治胡瑞芝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87425 Why are you sad? written by Camilla Wu; illustrated by Anne Lee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5032 一二八淞滬自衛作戰史料=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Shanghai incident 1932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049 軍政部部務會報紀錄(1945-19460)= Meeting minutes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1945-1946陳佑慎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056 吳忠信日記(1941)=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41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063 吳忠信日記(1942)=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42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070 吳忠信日記(1943)=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43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087 吳忠信日記(1944)=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44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094 吳忠信日記(1945)=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45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008 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a and Sion-Indian Relations,1946-1950廖文碩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78015 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a and Sion-Indian Relations,1946-1950廖文碩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78022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第一屆= The Minutes of First Central Excutive Council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78039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第一屆= The Minutes of First Central Excutive Council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78046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第一屆= The Minutes of First Central Excutive Council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578053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第一屆= The Minutes of First Central Excutive Council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578060 王貽蓀戰時日記(1942)= The diaries of Wang Yi-sun,1942王貽蓀原著;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077 吳忠信日記(1946)=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6吳忠信原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084 吳忠信日記(1947)=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7吳忠信原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091 民國時期報業史料. 上海篇=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hanghai newspapers 1912-1949高郁雅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78107 民國時期報業史料. 上海篇=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hanghai newspapers 1912-1949高郁雅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854912 法律與生活= Law & life 施盈志著 2021-02-00 十五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589563 實證佛教導論(簡體字版) 呂真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6818 騎著黃牛 尋找巴菲特 許福源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6924 南城瑣夢 郭乃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6993 這本書 江米耶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229 易之潔靜精微 那英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328 曾經在一個美麗地方 林世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335 給青春的你: 人生有味是清歡 衞祖賞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8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密拉兒童文學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正修科大



9789865559359 加太的青鳥 太陽奈克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366 你的我的?我的你的!(中英對照)= Yours is mine,mine is yours黃瑞儀圖; 黃瑞芝文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59373 紫雲詩集. 卷二 陳美惠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397 芸芸眾生 郭軍林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380 冥婚 陳臻瑋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03 人生途中總有貴人: 我用護理學了解自己 張芳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10 英超歷史1992-2020 鄭湯尼, 岡田武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34 誰代表青年?九位青年公共參與者的法槌 吳律德等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41 歧文中醫臨床問答 陳昭勳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58 香港公眾假期 螞蟻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72 我國我家我的旗: 輸家的故事 映小殘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89 病嬌女友Love x Disease 蓋子打不開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96 深耕小箋. 3 許萬常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502 李幼蒸學術文稿 李幼蒸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59519 落空 洪幼華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59533 萬物理論 胡萬炯著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59557 減糖新生活,讓你抗老抗糖化 簡光廷, 劉蕙毓, 黃詩茜合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564 老玩童遊柬埔寨: 吳哥的破曉 鄧予立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59571 36年,我在海軍的美好時光 洪金鳳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595 調靜音,聽到每一種美麗的聲音 洪金鳳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01 用心.忘記 展令橋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18 休旅健談 蕭正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32 私房桃花源: 北北基90祕境 錦毛鼠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70 青春的嗎哪 胡榮新, 胡家奇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94 破執歸源 活出生命價值 黃怡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48 解結悟真 了知生命實相 黃怡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62 品牌行銷技術應用於智慧健康產品、綠色消費產品與地區醫院服務品質改善之創新解決方案倪達仁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816 囝仔王子= Gínná Ôngchú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莊惠平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8200 台灣家將大全. 溯源總論卷 呂江銘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5812 佛藏經講義.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著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55829 佛藏經講義. 第九輯 平實導師述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492091 哥利亞: 不一樣的男孩= Goliath: the boy who was different西莫.阿巴迪亞(Ximo Abadia)文.圖; 柯倩華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492107 對面的怪叔叔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114 當課文遇上策略達人: 13個推動閱讀的感動實例林玫伶整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121 小學教室的日常力 賴秋江, 林用正文; 王秋香圖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138 狐狸:生命循環的故事=Fox: a story of life and death伊莎貝爾.湯瑪斯(Isabel Thomas)文; 丹尼爾.伊格尼斯(Daniel Egnéus)圖; 劉清彥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492145 保護寶貝蛋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152 矍鑠看世界 孔慶棣選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190 紅色小布包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206 青春是一首練習曲 陳素宜著; 灰塵魚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220 山珍海味文學宴 管家琪著; 尤淑瑜圖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11014 月夜星光 秋陽等作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11021 十一號溫柔咖啡館 秋陽作 2016-10-00 修訂初版 平裝

9789869311038 河流盡頭的吻 秋陽作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11045 我的愛不壞 秋陽作 2016-08-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北極之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石渠



9789869311052 追逐愛的距離 秋陽作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11069 發現愛 秋陽作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11076 流光天使 秋陽作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11083 溫柔的相依 張漠藍作 2017-01-00 修訂初版 平裝

9789869311090 落日 安謹作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05 追心 秋陽作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12 心鎖 安謹作 2017-04-00 修訂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36 蟲愛來襲 溫暖暖作 2017-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43 微光愛情 秋陽作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50 為妳寫首青春詩 張漠藍作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67 香薇 秋陽作 2017-09-00 修訂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74 香汶 秋陽作 2017-09-00 修訂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81 終將愛妳 秋陽作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22598 不悔 秋陽等作 2018-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01 我們就要愛了 秋陽作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18 我願意 藍斯作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25 有生之年 安謹作 2018-04-00 修訂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32 戀戀吉他手 秋陽作 2018-04-00 平裝

9789869588249 情圓 温暖暖作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56 愛情路上 秋陽作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63 紅塵 秋陽作 2018-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70 寧夏 藍斯作 2018-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87 蔚藍心海 秋陽作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88294 烈日當空 秋陽作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01 雨後初霽 秋陽作 201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18 無垠 安謹作 2019-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25 愛的記憶 秋陽等作 201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32 夏夜晚風 秋陽作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49 天天想妳 藍斯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56 風輕日暖 秋陽作 201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63 非妳不可 秋陽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70 偏心 秋陽作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87 晴空萬里 秋陽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6894 這不是愛情故事 夕月, 藍斯, 安謹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08 十六月圓夜 秋陽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15 鈴蘭花園,再回來的幸福 秋陽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22 黑貓旅程,如風般的愛戀 秋陽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39 點點星火 秋陽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46 櫻花翩翩 秋陽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53 花雨飛舞 秋陽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60 天黑黑 藍斯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77 風吹樹梢 秋陽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84 情衷 温暖暖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591 陽和春暖 秋陽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9207 晴時多雲 秋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9214 擁抱冬天 秋陽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9221 花晨月夕 藍斯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9238 留燈 安謹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10473 夏目漱石短篇集: 夢十夜與永日小品 夏目漱石著; 楊明綺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480 直播變現: 零藏私揭密直播獲利的獨家心法 小梁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497 阿油的動物溝通日記: 動物心內話大公開 阿油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03 台北最好玩: Muying帶路深度遊台北: 4大主題X30條路線X199個景點李慕盈作; 賴雅琦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10 生酮飲食: 從飲食改善體質: 擺脫脂肪、糖尿病、慢性病、高血壓、癌症...= First steps 2 KETO伊安.普拉瑟, 吉姆.威勒斯作; 朱耘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27 蔬食餐桌: 50位料理達人跨界合作,私房主廚X生態廚師激盪出100道創意料理史法蘭, 朱美虹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34 毛孩的鮮食小食堂: 我與毛孩的餐桌鮮食料理 黃英哲, 王谷瑋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41 碰!麻將桌旁坐看百年中國= Mahjong dreams from Nanjing to Taipei郝洛吉, 錢德純作; Edgar Du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58 當亞斯人來到地球: 與兒童、青少年、成人亞斯溝通的心理書林仁廷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四塊玉文創



9789865510565 妳沉迷的不是他,而是拼盡全力去愛的自己: 一週撕心裂肺五天的愛情,一點都不浪漫羅伊說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72 生命的最後一刻,如何能走得安然= A good death瑪格麗特.萊斯(Margaret Rice)作; 朱耘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4595 天選者. 5: 組團打怪,怎麼總是配到你?! 貓邏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1165 一個人,你也要活得晴空萬里 角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1172 一個人,你也要活得晴空萬里 角子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69738 慧松大師榮歸故里: 府城慈善公益畫展= Master Hui Song Returns to Hometown-Fucheng胡明宏(慧松)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69745 台灣設計力. 2020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69752 建築視窗= Window of architecture Vol.30 2021 臺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6470 隱蔽的空間: 寶藏巖地方故事集= Hidden spaces: local tales of Treasure Hill林思駿文; 張雅筑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487 我與我的好朋友們= My good friends and I 林愛華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06494 翱翔的大冠鷲: 臺灣當代原住民藝術演講與論述許瀞月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1506 高石大叔看臺北 社團法人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文; 在地偏好工作室圖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9301 離岸風力發電場建構工程操作概論= Building an offshore wind farm: operational master guideJochem Tacx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1903 酒後心花開 曾英棟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05035 Adobe Acrobat 林安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05042 就是愛Adobe XD 李欣潔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660443 臨風度曲.岳美緹. 二, 崑劇小生表演藝術 岳美緹口述; 楊汗如編撰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14958 神的大能: 榮耀的見證. 11 許郭美員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14965 神的大能: 榮耀的見證. 12 許郭美員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789950 中国微信诗歌年鉴. 2020 月色江河主编 2021-01-00 第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26138 護理台語= Learn nursing in Taiwanese 張嘉讌著 2021-0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甘露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母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主燈塔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甘樂阿舍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澎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立達國際運通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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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3536 最後一棵樹= The last tree 艾蜜莉.哈沃斯-布斯作.繪; 黃筱茵翻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598 一隻狐狸 凱特.瑞德作.繪; 東方編輯部翻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680 叩叩叩!我可以進來嗎? 粘忘凡作; 孫心瑜繪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697 湯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史杜威夫人(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原著; 林懷卿改寫; 奇亞子繪圖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703 少女三劍客: 我在這裡= Beverly,right here 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著; 郭恩惠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710 誰要收養小貓 成行和加子作; 垂石真子慧; 陳珊珊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727 小豬撲滿想去旅行 村上詩子作; 長谷川義史繪; 蘇懿禎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83734 原子大作用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稿; 王安正漫畫繪製 2021-01-00 四版 精裝

9789863383741 動力大應用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稿; 劉建志漫畫繪製 2021-02-00 四版 精裝

9789863383758 管家貓 竹下文子作; 鈴木守繪; 林文茜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765 出事的那一天= On my honor 瑪利安.丹.包爾(Marion Dane Bauer)作; 鄒嘉容譯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863383772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60: 生命啟示 精選 阿米契斯, 安東尼.聖.修伯里, 海明威, 伊索, 莫里斯.梅特林克, 史杜威夫人原著; 王玨, 杜子西, 區國強, 周願同, 林懷卿改寫; 奇亞子, 黃薏文, 陳亭亭, 樂本漾繪圖202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383789 沒有人怪你 宮川比呂文; 藤田陽生子圖; 朱燕翔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796 魔女的決心 中島和子作; 秋里信子繪; 林文茜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802 植物大觀園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稿; 劉建志漫畫繪製 2021-03-00 四版 精裝

9789863383819 找回勇氣的圓舞曲 長洲光樹作; 王蘊潔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826 動物農莊= Animal Farm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原著; 呂相濡改寫; 蘇郁婷繪圖2021-03-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4326 觀音籤詩新解 蔡秀菁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35234 春天跟我玩捉迷藏 陳玉青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7600 台灣指南= Directory of Taiwan 台灣英文新聞廣告部編著 2021-03-00 六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20795 餐旅暨觀光休閒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會議摘要手冊. 2020餐旅管理學系,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烘焙管理學系, 飯店管理學系編輯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15747 佈線系統的設計、施工、營運手冊 李裕後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9603 新編動物運送人員教材: 野生動物人道運送指南= Implementation guide: wildlife humane transport台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39142 佳美腳蹤: 聯合畫展畫刊. 2021 王娟娟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39142 佳美腳蹤: 聯合畫展畫刊. 2021 王娟娟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基督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首府大學餐旅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調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英文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9789869979504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年第一屆=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Empirical Conference of Commerce & Art Literature in Taiwan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2564 認識AI三部曲系列. 首部曲: 與AI初見面 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陳柏仰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0909 釉彩筆下的青春= My youth accompanied by brush and glaze: ceramic paintings by Xiang-yang Guo林淑華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2516 白話費瑪最後定理 温坤禮, 温惠筑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067158 超越運動 讓生活與世界更美好: 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 Beyond sport - sport has the power to make life better and change the world李一聖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44427 追尋與再現: 當代新聞攝影的凝視. 2008-2020= Recollection and revisual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emporary photojournalism莊坤儒等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29321 台灣管理學會年報. 2021= Taiwan Management Institute annual report林清河總編輯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3005 藺編日日學 陸佳暉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0528 護理專案寫作指引與實例= Nursing project writing guidelines and examples章淑娟, 林秋芬, 李作英, 洪世欣, 張玲華, 梁惠玉, 王憲華, 張麗銀, 黃瑞蘭著; 陳淑芬主編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5745 誰不是米克斯Mixed 1951-1979: 美軍在臺灣留下的孩子周易正總編輯; GGDOG, 黃文信, 笳彧, Litalan嵐, TEI, RYNB, 愛莫漫畫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9468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N4文字語彙問題集 江山文化社編輯 2020-08-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42218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N3文法整理(日文版) 江山文化社編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42225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N4文法整理 江山文化社編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42232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N1文字語彙整理集(日文版)江山文化社編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42249 外語領隊及導遊人員日語整理及測驗(日文版)江山文化社編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42256 花蕾 江山文化社編輯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7359 步踟躕於山隅 王霞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藺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新聞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畫圈圈藝術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9789869577373 石.時.世: 台灣當代水墨的時空思維= Rocky time and world: contemporary ink art in Taiwan洪小澎, 陳肇珮, 李孟芳, 簡詩如, 蕭博駿, 郭錦屏, 陳紀安, 墨雨果, 柯驎晏, 吳上瑋著作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77380 心印台灣: 李君毅當代水墨藝術 李君毅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2189 企業就是自媒體: 掌握內容行銷大趨勢,打造直通顧客的策略與方法沙建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2909 弦中水月: 南管二弦弓法指法研究 施恆德編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059414 月在波心說向誰: 小學生美文蠡測 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編選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59421 南師原聲: 教育關鍵字 南懷瑾講述; 郭姮妟主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59438 經典大道 太湖之光: 重整中國文化斷層的新學校教育典範郭姮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59445 太湖大學堂: 作夢都會笑的學校 郭姮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59490 準提修證禪觀記 釋首愚著 2021-01-00 臺灣初版 平裝

9789866059506 金剛經說甚麼 南懷瑾講述 2021-01-00 臺灣三版 平裝

9789866059513 禪與生命的認知: 初講 南懷瑾講述 2021-01-00 臺灣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71923 六隻天鵝 安潔拉.柯肯達布朗絲(Angela Koconda-Brons)繪; 葉炯明譯2020-09-00 精裝

9789869471930 都是從藍開始: 色彩故事 梵.詹姆士(Van James)文.圖; 葉炯明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815609 國小優質閱讀測驗. 1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平裝

9789574815616 國小優質閱讀測驗. 2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平裝

9789574815623 國小優質閱讀測驗. 3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平裝

9789574815630 國小優質閱讀測驗. 4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平裝

9789574815647 國小優質閱讀測驗. 5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平裝

9789574815654 國小優質閱讀測驗. 6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平裝

9789574815661 字音字形基礎訓練 陳文山編著 2015-05-00 平裝 上冊

9789574815678 字音字形基礎訓練 陳文山編著 2015-05-00 平裝 下冊

9789574815685 字音字形基礎訓練(合訂本) 陳文山編著 2015-05-00 平裝

9789574815692 升國中私中智優先修國語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9-11-00 第4版 平裝

9789574815708 升國中私中智優先修數學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9-11-00 第4版 平裝

9789574815715 升國中私中智優先修自然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9-11-00 第4版 平裝

9789574815722 升國中私中智優先修英語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9-11-00 第4版 平裝

9789574815739 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1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20-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5746 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2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20-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5753 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3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20-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5760 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4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20-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5777 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5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20-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5784 小學數學舉一反三. 6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20-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5791 國中會考字音字形加強練習 陳文山編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5807 國中會考國文科文言文閱讀特訓 陳文山編著 2016-04-00 平裝

9789574815814 國中會考國文閱讀實戰 陳建志編著 2017-10-00 平裝

9789574815821 國中會考國文閱讀測驗文言文 升高中教研會著 2016-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5838 國中會考國文科形音義辨正精熟演練 陳文山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4815845 國中會考國文科形音義辨正綜合測驗 陳文山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4815852 國中會考國文科成語詞語活用特訓 陳文山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4815869 國中會考國文科成語詞語模擬題本 陳文山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4815876 國中會考英語閱讀單題精練 國中英語教研會編著 2020-09-00 第3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自由心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有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之翠劇場



9789574815883 國中會考英語閱讀題組特訓 國中英語教研會編著 2020-09-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5890 國中會考英語閱讀綜合複習 國中英語教研會編著 2020-09-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5906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1年級(合訂本) 吳建豪編著 2015-10-00 平裝

9789574815913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2年級(合訂本) 吳建豪編著 2015-10-00 平裝

9789574815920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3年級(合訂本) 吳建豪編著 2015-10-00 平裝

9789574815937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4年級(合訂本) 吳建豪編著 2015-10-00 平裝

9789574815944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5年級(合訂本) 吳建豪編著 2015-10-00 平裝

9789574815951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6年級(合訂本) 吳建豪編著 2015-10-00 平裝

9789574815968 私中入學模擬題庫國文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8-10-00 平裝

9789574815975 私中入學模擬題庫數學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8-10-00 平裝

9789574815982 私中入學模擬題庫自然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8-10-00 平裝

9789574815999 私中入學模擬題庫英語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8-10-00 平裝

9789574816002 國中國文科閱讀測驗題組: 白話文 國中國文科教研會編著 2019-10-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019 國中國文科閱讀測驗題組: 文言文 國中國文科教研會編著 2019-10-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026 國中國文閱讀測驗全方位 陳建志編著 2016-12-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033 國中會考國文科文言文閱讀統整 陳文山編著 2018-08-00 平裝

9789574816040 國中會考國文科國文閱讀模擬題組 陳文山編著 2018-08-00 平裝

9789574816057 升私中國中入學能力評量國語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7-08-00 平裝

9789574816064 升私中國中入學能力評量數學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7-08-00 平裝

9789574816071 升私中國中入學能力評量自然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7-08-00 平裝

9789574816088 升私中國中入學能力評量英語科 升私中教研會編著 2017-08-00 平裝

9789574816095 字音字形每天練習 陳文山編著 2019-04-00 第3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816101 字音字形每天練習 陳文山編著 2019-04-00 第3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816118 字音字形每天練習(全冊) 陳文山編著 2021-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125 智力數學綜合評量. 國小1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132 智力數學綜合評量. 國小2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149 智力數學綜合評量. 國小3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156 智力數學綜合評量. 國小4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163 智力數學綜合評量. 國小5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170 智力數學綜合評量. 國小6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187 國中會考作文挑戰 國中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9-06-00 平裝

9789574816194 國中會考作文題型練習 國中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8-05-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200 國中會考作文範例精選 國中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9-10-00 第4版 平裝

9789574816217 國中會考作文指標 國中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8-12-00 平裝

9789574816224 國小字音字形競賽特訓 陳文山編著 2018-02-00 第3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816231 國小字音字形競賽特訓 陳文山編著 2018-02-00 第3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816248 國小作文範例. 低年級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8-10-00 平裝

9789574816255 國小作文範例. 中年級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8-10-00 平裝

9789574816262 國小作文範例. 高年級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8-10-00 平裝

9789574816279 小學作文技巧與應用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6-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286 國小提早學寫作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1-07-00 平裝

9789574816293 國小怎樣學好作文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20-10-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309 小學生寫作文學修辭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6-06-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316 小學生作文修辭24招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20-07-00 第4版 平裝

9789574816323 國小作文方法指導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3-03-00 平裝

9789574816330 小學生3分鐘即席演講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2-12-00 平裝

9789574816347 小學生寫日記學作文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9-09-00 第4版 平裝

9789574816354 國小精選實用作文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2016-1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361 閱讀訓練百分百. 國小1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378 閱讀訓練百分百. 國小2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385 閱讀訓練百分百. 國小3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392 閱讀訓練百分百. 國小4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08 閱讀訓練百分百. 國小5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15 閱讀訓練百分百. 國小6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22 新指標國語文能力評量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8-00 平裝 上冊

9789574816439 新指標國語文能力評量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8-00 平裝 下冊

9789574816446 成語故事悅讀動動腦. 國小1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53 成語故事悅讀動動腦. 國小2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60 成語故事悅讀動動腦. 國小3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77 成語故事悅讀動動腦. 國小4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84 成語故事悅讀動動腦. 國小5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491 成語故事悅讀動動腦. 國小6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07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1年級 陳建志編著 2019-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14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2年級 陳建志編著 2019-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21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3年級 陳建志編著 2019-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38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4年級 陳建志編著 2019-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45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5年級 陳建志編著 2019-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52 閱讀素養大提升. 國小6年級 陳建志編著 2019-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69 品德故事天天讀. 國小1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76 品德故事天天讀. 國小2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83 品德故事天天讀. 國小3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590 品德故事天天讀. 國小4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606 品德故事天天讀. 國小5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613 品德故事天天讀. 國小6年級 陳文山編著 2019-09-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620 國小作文與閱讀講義. 1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637 國小作文與閱讀講義. 2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644 國小作文與閱讀講義. 3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651 國小作文與閱讀講義. 4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668 國小作文與閱讀講義. 5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675 國小作文與閱讀講義. 6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682 國小字音字形辨正辭彙 陳文山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699 國小組字音字形模擬試題 陳文山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574816705 國中字音字形辨正辭典 陳文山編著 2020-02-00 平裝

9789574816712 國中組字音字形模擬試題 陳文山編著 2020-02-00 平裝

9789574816729 小學國語文實力養成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8-00 平裝 上冊

9789574816736 小學國語文實力養成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20-08-00 平裝 下冊

9789574816743 國中創新數學必勝. 1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20-06-00 平裝

9789574816750 國中創新數學必勝. 2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20-06-00 平裝

9789574816767 國中創新數學必勝. 3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20-06-00 平裝

9789574816774 小學奧林匹克進階數學(合訂本). 1年級 潘小云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574816781 小學奧林匹克進階數學(合訂本). 2年級 潘小云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574816798 小學奧林匹克進階數學(合訂本). 3年級 潘小云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574816804 小學奧林匹克進階數學(合訂本). 4年級 潘小云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574816811 小學奧林匹克進階數學(合訂本). 5年級 潘小云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574816828 小學奧林匹克進階數學(合訂本). 6年級 潘小云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574816835 國中新奧林匹克數學. 1年級 國中奧數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842 國中新奧林匹克數學. 2年級 國中奧數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859 國中新奧林匹克數學. 3年級 國中奧數教研會編著 2019-05-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866 幼兒數學邏輯推理訓練 陳志宏編著 2017-04-00 平裝

9789574816873 國小數學統整講義. 1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2-00 平裝

9789574816880 國小數學統整講義. 2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2-00 平裝

9789574816897 國小數學統整講義. 3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2-00 平裝

9789574816903 國小數學統整講義. 4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2-00 平裝

9789574816910 國小數學統整講義. 5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2-00 平裝

9789574816927 國小數學統整講義. 6年級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9-02-00 平裝

9789574816934 國小數學科學習精華 吳建豪編著 2016-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941 國小國語科學習精華 陳文山編著 2016-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958 國小自然科學習精華 陳志宏編著 2016-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6965 升國中創新先修百分百(國語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5-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972 升國中創新先修百分百(數學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5-12-00 平裝

9789574816989 升國中創新先修百分百(自然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5-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6996 升國中創新先修百分百(英語科)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5-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009 小學數學單元精練. 國小1年級 2018-05-00 平裝

9789574817016 小學數學單元精練. 國小2年級 2018-05-00 平裝

9789574817023 小學數學單元精練. 小學3年級 2018-05-00 平裝

9789574817030 小學數學單元精練. 小學4年級 2018-05-00 平裝

9789574817047 小學數學單元精練. 國小5年級 2018-05-00 平裝

9789574817054 小學數學單元精練. 國小6年級 2018-05-00 平裝

9789574817061 數學資優重點評量. 國小1年級 2018-09-00 平裝

9789574817078 數學資優重點評量. 國小2年級 2018-09-00 平裝

9789574817085 數學資優重點評量. 國小3年級 2018-09-00 平裝

9789574817092 數學資優重點評量. 國小4年級 2018-09-00 平裝



9789574817108 數學資優重點評量. 國小5年級 2018-09-00 平裝

9789574817115 數學資優重點評量. 國小6年級 2018-09-00 平裝

9789574817122 數學應用題理解. 國小1年級 陳志宏編著 2019-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139 數學應用題理解. 國小2年級 陳志宏編著 2019-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146 數學應用題理解. 國小3年級 陳志宏編著 2019-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153 數學應用題理解. 國小4年級 陳志宏編著 2019-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160 數學應用題理解. 國小5年級 陳志宏編著 2019-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177 數學應用題理解. 國小6年級 陳志宏編著 2019-12-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184 國小成語大考驗. 1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191 國小成語大考驗. 2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07 國小成語大考驗. 3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14 國小成語大考驗. 4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21 國小成語大考驗. 5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38 國小成語大考驗. 6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8-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45 認識臺灣閱讀評量. 1, 臺灣的形成 陳東和編著 2018-11-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52 認識臺灣閱讀評量. 2, 臺灣的族群 陳東和編著 2018-11-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69 認識臺灣閱讀評量. 3, 臺灣的現代化 陳東和編著 2018-11-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76 數學推理訓練(幼兒園大班)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7-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76 數學推理訓練(幼兒園大班)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17-03-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283 國中會考模擬題本(國文) 升高中教研會編著 2018-12-00 平裝

9789574817290 國中會考模擬題本(數學) 升高中教研會編著 2018-12-00 平裝

9789574817306 國中會考模擬題本(英語閱讀) 升高中教研會編著 2018-12-00 平裝

9789574817313 國中會考模擬題本(自然) 升高中教研會編著 2018-12-00 平裝

9789574817320 國中會考模擬題本(社會) 升高中教研會編著 2018-12-00 平裝

9789574817337 國中會考搶分祕笈(國文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8-00 平裝

9789574817344 國中會考搶分祕笈(數學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8-00 平裝

9789574817351 國中會考搶分祕笈(英語閱讀)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8-00 平裝

9789574817368 國中會考搶分祕笈(自然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8-00 平裝

9789574817375 國中會考搶分祕笈(社會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8-00 平裝

9789574817382 國中會考主題式統整評量(國文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399 國中會考主題式統整評量(數學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405 國中會考主題式統整評量(英語閱讀)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412 國中會考主題式統整評量(自然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429 國中會考主題式統整評量(社會科) 國中會考教研會編著 2019-06-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481 成語練功房 陳建志編著 2013-09-00 平裝

9789574817498 小博士智力測驗滿分題庫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8-01-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504 智力測驗全方位 升國中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9-04-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511 升私中國中全壘打(國文科) 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9-01-00 平裝

9789574817528 升私中國中全壘打(數學科) 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9-01-00 平裝

9789574817535 升私中國中全壘打(自然科) 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9-01-00 平裝

9789574817542 升私中國中全壘打(英語科) 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9-01-00 平裝

9789574817559 升私中國中全壘打(社會科) 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9-01-00 平裝

9789574817566 智力性向測驗題庫(圖形科) 智力性向教研會編著 2015-12-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573 智力測驗新標竿(國語)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7-10-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580 智力測驗新標竿(數學)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7-10-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597 智力測驗新標竿(自然)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7-10-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603 智力測驗新標竿(社會) 升國中教研會編著 2017-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859944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2020-12-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25132 社會工作實務 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2020-10-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25149 社會工作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25156 社會工作管理小辭典 陳思緯作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5163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作 2020-11-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2517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2020-11-00 九版 平裝

9789865525187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陳思緯編著 2020-12-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25194 社會學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5200 土地稅攻略本 甄慧編著 2020-12-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25217 社會工作(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2020-12-00 八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91

送存冊數共計：197

考用



9789865525224 領隊導遊實務. 一,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作 2020-12-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25248 圖解制霸社會學 陳思緯編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25255 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題庫寶典4合1 甄慧, 劉俊廷, 莊濰銓, 施志遠編著 2021-02-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25262 專技社工師7合1應試寶典 陳思緯編著 2021-02-00 六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179844 尋回感性記憶= The retrieval of perceptual memory彭茂中編著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28669 教師教學實務升等代表著作: 「休閒與遊憩」管理之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 從「體驗」出發,用「熱情」實踐賴廷彰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0505 烟花酒色: 白丰中藝術創作 白丰中創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0204 臺灣寶藏= Treasures of Taiwan 許釗滂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7545 鑑古知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2020-09-00 七版 平裝

9789869697552 新編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 李洙德編著 2020-09-00 三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365640 發現你的天職: 3大步驟,讓你選系、就業、轉職或創業不再迷惘八木仁平著; 許郁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657 一人公司的致富思維: 從零到百萬訂閱,靠知識變現的成功法則好葉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664 從此不打呼: 耳鼻喉科醫師親傳,免開刀、免呼吸器自療秘笈大公開曾鴻鉦, 曾宇豪作; 林筱殷插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671 用七色飲食打造不生病的身體: 醫學博士親身實證,一週有感,兩周變健康!刑部恒男作; 陳聖怡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688 用七色飲食打造不生病的身體: 醫學博士親身實證,一週有感,兩周變健康!刑部恒男著; 陳聖怡譯 2021-02-00 其他

9789861365695 從此不打呼: 耳鼻喉科醫師親傳,免開刀、免呼吸器自療秘笈大公開曾鴻鉦, 曾宇豪作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1365701 俏媽咪潔思米的烘焙手作優雅下午茶 潔思米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725 一出手脫單又脫魯: 從撩妹、見面到正式交往,必備六大武器x五大管道瑪那熊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279438 廣色域平版彩色網點演色表= Color chart: wide color gamut陳政雄作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67788 漫畫讀懂如何跟失智者零障礙溝通: 了解失智者怎麼看世界,就知道該怎麼與他相處= マンガでわかる 認知症 の人の心の中が見える本川畑智著; 淺田亞瑟繪; 汪佳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67795 NLP心理溝通術: 激發自我、與人溝通、成就未來加藤聖龍著; 楊明綺譯 2021-01-00 再版 平裝

9789578567801 殘酷才是青春: 索達吉堪布教你從痛苦中提煉人生索達吉堪布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67887 原來我不是沒自信,只是太容易被踐踏!: 48個習慣,建立壓不垮的自信潮凪洋介著; 陳嫻若譯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578567894 死亡之後: 一個長達五十年的瀕死經驗科學臨床研究= After: a doctor explores what near-death experiences reveal about life and beyond布魯斯.葛瑞森(Bruce Greyson)著; 蔡宗翰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67900 解放你的領導力: 讓團隊脫胎換骨的逆勢法則 凱文.克魯斯(Kevin Kruse)著; 侯嘉珏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67917 民主的思辨: 101個關於民主你該思考的事= Die 101 wichtigsten Fragen: Demokratie保羅.諾特(Paul Nolte)著; 陳中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印刷人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兆宇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合歡專業攝影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旭正家具藝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8991 除了有人追、有人愛,那些對方不告訴你的愛情真相。桃山商事著; 方嘉鈴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6902 面具下的哪個我更受歡迎 林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6919 樓鳳,性淘金產業大揭密 張榮哲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6926 讀論語,做一個沒有敵人的人 梁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6933 讀論語,做一個大家願意追隨的人: 領導者須具備三特質,決斷、變通、知道如何平行處理事情。梁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4059 地球時空歷險指南: 給光的孩子: 活出快樂人生的另類想法= A beginner's guide to the universe: uncommon ideas for living an unusually happy life麥克.杜利(Mike Dooley)著; 蕭寶森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34066 顯化之書: 瞭解吸引力法則的謊言與真相= Truth,triumph,and transformation: sorting out the fact from the fiction in the ur珊卓.安.泰勒(Sandra Anne Taylor)作; 張志華, 詹采妮譯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734073 靈魂想的和你不一樣: 來自靈魂的訊息= Unfinished business詹姆斯.范普拉(James Van Praagh)作; 林雨蒨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5749 天朝指度時 張惠賢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9835756 天地蓮蓮 張惠賢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22855 Super-duper stories: animals on the farm 李思聘總編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2862 Super-duper stories: music time 李思聘總編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2923 Super-duper stories our earth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2930 Super-duper stories out of this world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2947 Super-duper stories night and day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2954 Bright talk starter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2961 Bright phonics starter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2978 Bright phonics. 1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748 Bright phonics. 2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762 Wonder kids. 2, alphabet fun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786 Super-duper stories: what we wear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793 Super-duper stories: you are here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8303 Super-duper stories: cool sports 李思娉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8341 LBD science. 8, forces and motion editor in chief Patricia Lee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98684 愛在瘟疫蔓延時: 人智醫學百年紀念集= On pandemics: 100 years anthroposophic medicine special蔡宜璇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2401 福山.太平山: 山林環境聲景與人物訪談= Fushan ＆ Taipingshan澎葉生Yannick Dauby創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06025 回家/迴家 張滌生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032 勤篤精進曾國藩 胡哲敷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049 知行合一王陽明 王勉三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117 兒科大師李慶雲: 他的時代 他的故事 李慶雲口述; 孫梅芳口述記錄; 張秀蓉, 劉清泉, 呂俊毅著2020-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124 兒科大師李慶雲: 他的時代 他的故事 李慶雲口述; 孫梅芳口述記錄; 張秀蓉, 劉清泉, 呂俊毅著2020-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179 伊朗民間故事 王一丹主編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193 合肥的小街小巷 劉政屏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223 寬容 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端木杉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230 塵世夢影: 彩繪紅樓夢 (清)孫溫繪; 王典弋 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247 鄉村蠟筆畫 李文里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宇宙織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回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江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宇宙花園



9789865506292 崇禎皇帝: 盲春秋: 明朝末代皇帝的生與隱 何大草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08 降魔修心: 彩繪西遊記 (清)佚名繪; 林遙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22 萬國來朝 : <>裡的古代中國與世界 (清)丁觀鵬等繪; 羅山譯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39 漁具圖譜: 大江大河裡的小文化 盛文強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46 印度尼西亞民間故事 張玉安主編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53 老撾民間故事 張良民, 李小元主編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60 巴基斯坦民間故事 孔菊蘭, 唐孟生主編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77 匈牙利民間故事 宋霞主編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384 柬埔寨民間故事 鄧淑碧主編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421 人醫仁醫: 打造醫療桃花源 林碧玉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438 靠近愛: 人醫仁醫. 2 林碧玉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445 築千年的希望: 九二一希望工程紀念詩集 林碧玉著 2020-09-00 再版 其他

9789865506452 小三子,回家吧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469 黃昏,廊裡的女人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476 夢回青河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483 花開有時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490 林曼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506 變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513 雪地上的星星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520 考驗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537 意想不到的結局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551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於梨華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6568 臺北知府陳星聚傳奇 馬文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9367 渴望救贖的男孩 林然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64143 友善農村暖設計= The friendly country road of Taiwan林崇偉, 陳榮俊, 蔡金龍, 陳重光, 傅桂霖, 柯燦堂, 陳淑媛, 陳玲岑, 祝瑞敏, 施美琴, 彭心燕, 董耀翔作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7161 路加福音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姜群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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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659652 遇到你們是我的小確幸 旺旺餅文; 布丁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659669 時空論 莫非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423831 給中小學生的環境教育好書 張文亮著; 蔡兆倫繪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8423848 帶孩子認識人權套書組 馮季眉總編輯 2019-05-00 初版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5204 觀景不惑 老圃四十 曾堯生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老圃造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風彩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百香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8217 庚子年繞境專輯: 咱的宗教咱的民情 賴金榮總編輯 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469344 捍衛弱小者: 兒少保護之防範與治療 吳皓玲著 2020-09-00 平裝

9789575469351 我的靈魂那麼小: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新譯 聖女小德蘭(Sainte Thérèse de Lisieux)著; 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5469368 出谷紀詮釋: 附研經指南 Stephen J. Binz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2020-10-00 平裝

9789575469375 肋未紀詮釋 J. Edward Owens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469382 IFS自我療癒法. 卷二, 化解內在衝突的雙贏之道傑伊.厄雷(Jay Earley)著; 蕭寶森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469399 拉內基督論與普遍性救恩 黃克鑣, 黃錦文合著 2020-12-00 平裝

9789575469405 基督徒參禪: 在默觀中空虛自己= Zen spirit,Christian spirit: the place of Zen in Christian life羅拔.甘廼迪(Robert E. Kennedy, S. J.)著; 陳汝錦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469412 聖言離你不遠: 乙年主日讀經評注 任安道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469429 我們都是好山羊: 治癒心中的天主形象 丹尼斯.林恩(Dennis Linn), 莎依拉.法伯肯特.林恩(Sheila Fabricant Linn), 瑪竇.林恩(Matthew Linn)合著; 左婉薇翻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7175 文學少年遊: 蔣勳老師教我的事 凌性傑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182 密室殺人 李昂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199 減法理財術,人生大加分: 樂活大叔最暖心法總整理施昇輝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09 遊目= Nomadic eyes 林予晞作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3016 也許你該看看張愛玲: 看她內心強大,看她文字蒼涼,看她對愛執著蔡詩萍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23 讓我到你的生命裡走走 黃嘉俊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47 寶鈴敦觸妙音: 共聽心音筆記書 釋悟觀文字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3054 般若禪,如來使: 心印曉雲導師、開良師父 釋悟觀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61 弘願深如海: 深水觀音禪寺開山祖師開良法師 釋悟觀等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78 慈意妙大雲: 深水觀音禪寺因緣錄 釋悟觀等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92 向夕陽敬酒: 生命深秋時的智慧筆記 王浩一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21958 全國兒童美語: 現在幾點鐘= Go for English: what time is it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9121965 全國兒童樂園: 蔬果樂園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9121972 全國兒童美語: 小小氣象家= Go for english: how's the weather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0-12-00 其他

9789869121989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我會收拾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0-12-00 其他

9789869121996 全國兒童美語: 戶外教學日= Go for English: field trip day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9976305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美麗植物園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9976312 全國兒童美語: 交通工具= Go for English: traffic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2-00 其他

9789869976336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生日快樂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28061 曼樺辛丑牛運程. 2021年 曼樺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9528078 告訴你關於蒙特梭利小學50件事 王宗輝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1409 vuvu的寶物= kavatjes ni vuvu tjaiwan giling(阮玄)圖; gesi giling(阮翠芳)文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1416 蝸牛= dingding gesi giling(阮翠芳)文; tjaiwan giling(阮玄)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5203 發現中國鐵道新視野. I, 天路 絲路 西伯利亞鐵路篇蘇昭旭作 2021-0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全國印前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全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后厝龍鳳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啟文化



9789860615210 發現中國鐵道新視野. II, 高速鐵路 高原鐵路篇蘇昭旭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0615227 發現中國鐵道新視野. III, 觀光鐵路 城市地鐵 登高望遠篇蘇昭旭作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95816 自成徑: 台灣境派藝術= Sui generis: Jing-Pai of Taiwan許遠達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523722 小六法手冊. 2021年版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0909 三六六.日日賞讀. 二: 古典詩詞美麗世界(唐至清代)夏玉露編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4507 皇[]訓子十誡 明明上帝作 2020-12-00 其他

9789869994514 金公祖師闡道篇 路中一作 2020-12-00 其他

9789869994521 性理釋疑 活佛師尊, 道場前賢作 2020-12-00 其他

9789869994538 祖師四十八訓 王覺一作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94545 祖師師尊師母略傳 韓雨霖作 2020-12-00 其他

9789869994552 大時代的明燈. 一 諸天仙佛作 2021-01-00 其他

9789869994569 一貫道疑問解答(古本) 南屏道濟作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639533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 王金柱編著 2018-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3071 乙級工程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亦洋編著 2020-06-00 九版 平裝

9789865033248 Python程式設計: 從入門到進階應用 黃建庭編著 2020-02-00 三版 其他

9789865033323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編著 2020-02-00 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33330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編著 2020-02-00 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33347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古楨彥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3378 普通物理實驗 林立弘編著 2020-02-00 五版 其他

9789865033392 基礎工程數學 曾彥魁編著 2020-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3415 工程材料科學 洪敏雄等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3422 ACL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 黃士銘編著 2020-02-00 七版 其他

9789865033439 機構學 吳明勳編著 2020-06-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3453 懂專利才能擁有突破低薪的競爭力 卓胡誼編著 2020-03-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3798 電機學 楊善國編著 2020-08-00 六版 精裝

9789865033804 乙級機器腳踏車學術科檢定題庫解析 陳幸忠, 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2020-05-00 [七版] 平裝

9789865033811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余思漢編著 2020-06-00 [十六版] 平裝

9789865033828 氣壓迴路設計 傅棖棻編著 2020-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3842 工廠管理 王献彰編著 2020-07-00 六版 平裝

9789865033859 單一級食物製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2020-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3866 餐旅英文 鄭寶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3873 Photoshop CS6快速上手 王麗琴編著 2020-05-00 修訂二版 其他

9789865033880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20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33897 航空服務管理與票務 鄭章瑞編著 2020-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3903 電腦網路概論 陳雲龍編著 2020-06-00 十版 平裝

9789865033927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 2021最新版(附解答本、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20-06-00 十版 平裝

9789865033934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2021最新版(附解答本、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20-06-00 十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33941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2021最新版(附解答本、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20-06-00 十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33958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A選. 2021最新版(附解答本、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20-06-00 十版 平裝

978986503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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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00 [4版] 平裝

9789865034542 銲接實習 李隆盛編著 2020-08-00 五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至善文化電子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祥國際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伊通國際



9789865034580 家庭水電安裝修護DIY 簡詔群, 呂文生, 楊文明編著 2020-08-00 六版 平裝

978986503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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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0 [十八版] 平裝

9789865034610 餐飲英文= English for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 鄭寶菁編著 2020-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4665 升科大四技統測力英文奪分王 邱志賓編著 2020-08-00 [八版] 平裝

9789865034672 輕鬆學Google雲端應用 全華研究室編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4689 APTF頭皮管理工具書 陳幼珍等編著; 張瑞欽總編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4696 單一級照顧服務員學術科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吳孟凌等編著 2020-08-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4702 統計學 傅懷慧編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4719 統計學 劉明德等編著 2020-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5034740 國際禮儀 汪芷榆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4764 管理學: 整合觀光休閒餐旅思維與服務應用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4771 冷凍空調實習. 基礎篇 蕭明哲, 沈志秋編著 2020-09-00 [五版] 平裝

9789865034795 再生能源發電 洪志明, 歐庭嘉編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4818 電工法規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2020-10-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5034825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張世波, 羅宸佑, 施昀晴編著 2020-09-00 [十二版] 其他

9789865034870 旅行業經營管理= 基礎到進階完整學習 張金明等編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4917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筆試及清潔作業(附門市服務理論)林宜編著 2020-09-00 [六版] 其他

9789865034955 物料管理 梁添富編著 2020-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4979 電路學概論 賴柏洲編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4986 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簡詔群, 楊文明編著 2020-09-00 [七版] 平裝

9789865035112 矽晶圓半導體材料技術 林明獻編著 2020-11-00 六版 精裝

9789865035228 半導體製程概論 李克駿, 李克慧, 李明逵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5341 分段啟發式JAVA程式設計解題技巧教材 陳毓璋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5358 分段啟發式網路工程實務教學基礎教材 陳毓璋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5365 提升資訊能力學習自信之分段啟發式教學 陳毓璋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5495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Ⅰ 方志宏, 余怡青, 柯人彰, 廖建銘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5501 分回測驗卷: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筆試及清潔作業林宜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035938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 林怡均編著 2019-07-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503594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設計基礎實作本 陳恩慧, 張守慧編著 2019-05-00 五版 平裝

9789865035952 乙級美容臉部化妝設計圖練習繪本 陳麗珠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5969 國語文探索大闖關 致用高中國文科教師團隊編著 2020-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5976 時尚便利妝髮設計圖裝置 連禾編著 2019-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3598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 美術(全一冊) 黃益峰, 李寀緁, 黃怡華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5990 觀光學概要. I=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I 陶德芳編著 2020-08-00 七版 平裝

9789865036010 餐飲安全與衛生= Foodservice safety and sanitation朱碧貞編著 2019-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6027 專題製作: 餐旅、觀光科 陸泳蓁編著 2018-12-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6034 領團實務 蔡必昌, 翁守德編著 2019-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6041 觀光行政與法規 吳勉勤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36058 觀光行政與法規 吳勉勤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36065 遊程規劃實務 王正光, 黃永全, 楊珮菁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36072 丙級門市服務: 學科試題暨解析 林宜編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089 高中數學優勢參考書. 2 朱綺鴻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096 電工數學 曾俊雄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102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II 蔡任圃, 郭明憲, 鄭志鵬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119 自然科閱讀理解. I 許家銘, 郭育嘉, 蔡任圃, 李青玫, 林似津, 紀荷玫, 曹子文編著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126 計算機概論應用(含Word.Excel.PowerPoint.PhotoImpactX3附範例.試用版光碟)全華研究室編著 2013-08-00 三版 其他

9789865036133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附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20-09-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5036140 數位科技概論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36157 數位科技概論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36164 升科大四技: 數位科技概論總複習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171 投影幾何 吳清炎編著 2017-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6188 投影幾何. Ⅰ 王照明編著 2020-05-00 六版 平裝

9789865036195 汽車學. Ⅰ, 汽油引擎篇 賴瑞海編著 2018-03-00 八版 平裝

9789865036201 自動變速箱 左成基, 楊明欽編著 2017-12-00 六版 平裝

9789865036218 汽車材料 尤新來編著 2017-06-00 六版 平裝

9789865036225 現代汽車新科技裝置 黃靖雄, 賴瑞海編著 2018-04-00 七版 平裝

9789865036232 工模夾具 許五郎編著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6249 銲接學 陳志鵬編著 2016-06-00 六版 平裝

9789865036256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AutoCAD 2018教學講義 許中原編著 2018-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36263 專題製作. 機械篇, 創異思考.思考創意 鄧富源編著 2018-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6270 專題製作: 機械(點石成金.飆創意-專題創意設計之實務應用篇)楊仁聖編著 2020-08-00 五版 平裝



9789865036287 交通法規 林保超編著 2020-09-00 十六版 平裝

9789865036294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AutoCAD 2020 許中原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300 油氣雙燃料車: LPG引擎 楊成宗, 郭中屏編著 2019-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6317 現代汽車板金學 鄭正南編著 1992-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324 數值控制機械 陳進郎, 林俊銘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35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餐旅群專業一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2016-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36362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餐旅群專業二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2014-12-00 二刷 平裝

9789865036379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英文模考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2018-07-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3638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 全華研究室作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393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機械群專業一模考王(測驗卷)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409 電腦輔助繪圖實習AutoCAD 2016教學講義 許中原編著 2018-05-00 二版 其他

9789865036416 KT eduino2快樂創意學習 張義和編著 2018-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36423 微電腦結構(附習作簿) 蔡柏樟編著 2019-05-00 三版三刷 平裝

9789865036430 冷凍空調工程. I 蕭明哲, 陳國龍, 沈志秋編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5036447 專題製作(單晶片8051/8951C語言)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2020-09-00 二版三刷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1370 恐怖矽谷= Uncanny valley: a memoir 安娜.維納(Anna Wiener)著; 洪慧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1387 人類洗腦計畫: 解密高利伯與CIA的MK-Ultra計畫暗黑行動= Poisoner in chief: Sidney Gottlieb and the CIA search for mind control史蒂芬.金瑟(Stephen Kinzer)著; 朱怡康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1394 無形資產: 團隊默契的科學原理與作用= Intangibles,unlocking the science and soul of team chemistry瓊.萊恩(Joan Ryan)著; 駱香潔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6703 好命密碼: 數字磁場的魅力. 數字磁場概論篇 愛德華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11065 MATA看見福爾摩沙 環島紀實: 原住民16族部落巡禮文化藝術探索之旅= Formosa cycling island陳彩雲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768881 光明的智慧. 14, 仙佛慈語 聖賢仙佛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68898 Cuộc đời hạnh phúc: Bách Hiếu Kinh Thánh Triết Ngữ Lục= 幸福人生: 百孝經聖哲語錄燶賢仙佛(Thánh Hiền Tiên Phật)齊著; 張譚金花越文翻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47762 為樂而生: 馬利斯.楊頌斯獨家傳記= Mariss Jansons: Ein leidenschaftliches Leben für die Musik馬庫斯.提爾著; 黃意淳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0302 日語文法練習與測驗 余金龍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740319 日語文法練習與測驗 余金龍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740326 日語文法練習與測驗 余金龍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9740333 日語文法練習與測驗 余金龍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9740340 效率日語學習 余金龍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740357 效率日語學習 余金龍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96192 安定的力量: 寫的是字,練的是心: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玄奘法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有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光譜映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慶國際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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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1

送存冊數共計：105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成嘉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0508 演算正義. ep1 蔡沂澄原著; 咖啡因, 費子軒漫畫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0515 演算正義. ep2 蔡沂澄原著; 咖啡因, 費子軒漫畫 2020-05-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343686 隱性反骨: 持續思辨、否定自我的教授,帶你逆想人生李忠憲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693 謝謝你的指教: 哈佛溝通專家教你轉化負面意見,成就更好的自己= Thanks for the feedback: the science and art of receiving feedback well道格拉斯.史東(Douglas Stone), 席拉.西恩(Sheila Heen)著; 朱崇旻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709 成功的反思: 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賴盈滿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723 盲點: 哈佛、華頓商學院課程選讀,為什麼傳統決策會失敗,而我們可以怎麼做?麥斯.貝澤曼(Max H. Bazerman), 安.E.坦柏倫塞(Ann E. Tenbrunsel)作; 葉妍伶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730 孤獨世紀: 衝擊全球商業模式,危及生活、工作與健康的疏離浪潮= The lonely century: how to restore human connection in a world that's pulling apart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著; 聞若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57683 蘭陽風華.詩壯旅 田運良主編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02875 陶文岳: 不限溫度= Tao Wen Yueh: Soul to Soul 陶文岳[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575442 365 Día para viajeros: La sabiduría de los literatos y clásicos budistas(Edición español)[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2021-03-00 1st ed. 精裝

9789574575688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8 妙凡, 程恭讓總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575695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O一九. 輯七, 人間佛教與未來學= 2019 7th Symposium on Humanistic Buddhism: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the future妙凡, 程恭讓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575701 宗教融和: 世界神明聯誼會學術論文集 如常, 妙凡總主編 2020-11-00 平裝

9789574575756 發光的人 鍾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575763 歡喜人間 星雲大師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575770 活出生命的豪情: 走過佛光會三十年 慈容法師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43503 羈押法逐條釋義. 110版 何漢, 黃如璿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4302 教育行政學 黃天編著 2020-08-00 一版 平裝

9789865144722 課程教學與評量: 12秒破題全攻略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2020-11-00 四版 0

9789865145521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110版蕭靖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5145538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110版蕭靖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5145736 綜覽監獄學混合題庫. 110版 何漢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5145781 主題式大法官釋字詳析. 110版 劉邦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5145828 財政學主題式申論題庫精準解題. 110版 鄭漢,鄭翰編著 2020-12-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145859 初等破解公民. 111版 陳萱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5866 法學大意 陳治宇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873 初等國文測驗加強版公文格式用語及應用文精要. 111版郭雋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880 初等經濟學大意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11版 許偉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897 初等國文完全攻略(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111版 林嵩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5903 初等公民速解. 111版 林茵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10 行政學18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攻略 郭雋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27 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江河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34 初等行政學(概要)大意. 111版 程明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41 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陳真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58 初等土地行政大意3 Point 林育智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65 初等土地法(概要)大意3 Point. 111版 林育智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72 初等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含原住民族發展史). 111版鄭中基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5989 初等交通行政(大意)3 Point. 111版 林敏玄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009 初等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關鍵內容&精選試題演練解析. 111版張庭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047 初等運輸學大意3 Point. 111版 林敏玄編著 2021-0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0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形而上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我己文創



9789865146054 初等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11版 林茵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221 民法 顏台大編著 2020-11-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146238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顏台大編著 2020-11-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146269 高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避與財產申報). 110版郭如意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5146276 民法(概要)題庫3 Point: 選擇&申論完全攻略 顏台大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290 電工(機)機械. 110版 楊柏, 鄭奇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6306 高普考公共管理混合題庫 實戰出擊. 110版 郭雋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5146313 高考公共政策精論: 個案分析與應用. 110版 陳真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6320 高普考行政法主題式測驗&申論雙效題庫Q&A. 110版顏平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6337 初等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344 高普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382 法學緒論(大意)關鍵命題焦點題庫與解析 陳晟編著 2020-1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146412 各國人事制度: 兼論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相關議題常亮編著 2020-11-00 [2版] 平裝

9789865146429 英文教甄九英甄經: 甄試一次就過 黃百隆編著 2020-11-00 2版 平裝

9789865146436 拆解式政治學申論題庫 韋伯編著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146443 作文: 請你跟我這樣作 田丹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865146450 比較教育 羅正編著 2020-11-00 七版 平裝

9789865146467 互動式.憲法 呂晟編著 2020-11-00 七版 平裝

9789865146498 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110版江河編著 2020-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14650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林清, 王濬編著 2020-12-00 第二十二版 平裝

9789865146528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 110版 陳晟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5146535 各國人事制度 張秉鈞編著 2020-12-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5146542 票據法 池錚編著 2020-1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146559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解題書. 110版 顏台大編著 2020-11-00 [1版] 平裝

9789865146566 經典警察行政法 陞鑌編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46573 知識圖解: 法院組織法 陳敬曜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46580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王毅編著 2020-12-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146603 民法總則 池錚編著 2020-12-00 [2版] 平裝

9789865146610 Point國際關係解題書. 110版 韓青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6634 營養師歷屆綜合題庫 楊耀東, 邱湘茹, 高翊翔, 露比, 常瑛編著 2020-1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146634 營養師歷屆綜合題庫 楊耀東, 邱湘茹, 高翊翔, 露比, 常瑛編著 2020-1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146641 刑事訴訟法. 110版 周昉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6665 知識圖解經典憲法 陞鑌編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146672 民用航空法 鄭中基編著 2020-12-00 [第四版] 平裝

9789865146689 知識圖解: 政治學測驗+申論題型實戰出擊. 110版郭雋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6696 高考稅務法規申論題庫高分全解. 110版 張建昭, 柏威編著 2020-12-00 [第十七版] 平裝

9789865146702 地政士考照主題式綜效題庫完全攻略 林育智編著 2021-01-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146719 知識圖解: 奪標刑法概要測驗題庫完全解析. 110版顏台大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726 業務類: 運輸營業類. 企業管理大意X鐵路運輸學大意-大進擊王毅, 林敏玄編著 2020-12-00 4版 平裝

9789865146733 特殊教育: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編著 2021-01-00 [七版] 平裝

9789865146771 公民: 國民營考試專用 林茵編著 2021-01-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5146818 鐵路特考破解公民 陳萱, 欣怡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46832 消費者行為(含概要) 王毅編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46849 管理學x經濟學 王毅, 徐喬編著 2021-01-00 [五版] 平裝

9789865146856 公共政策秒速記憶 程明編著 2021-01-00 [七版] 平裝

9789865146863 Point.破: 英文解題書 黃百隆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146887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110版 古正信, 鄭至焜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917 電路學. 110版 鄭奇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924 架構式刑法概要測驗+申論答題一點通 周昉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931 架構式刑法概要申論題庫 周昉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948 民航人員三等飛航管制歷屆綜合題庫 金庸, 郭雋, 鄭中基, 顏台大, 林敏玄, 魏志憲編著 2021-01-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146955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吳俊, 吳江林編著 2021-01-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146962 架構式稅務法規測驗題庫 張建昭, 柏威編著 2021-01-00 [第十五版] 平裝

9789865146979 記帳士考試: 會計學概要. 110版 文呈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986 記帳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報實務(二合一). 110版蘇允成, 蘇仁偉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013 私藏讀本: 公共管理 張本原編著 2021-01-00 3版 平裝

9789865147044 行政學: 18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攻略 郭雋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051 航空氣象學 尉柏志編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147068 民刑法總則主題式申論題庫全解 陳曄, 周昉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075 最新六合一食品技師歷屆綜合題庫完全解析. 110版阮籍, 陳杰, 常瑛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082 行政學最加分選擇測驗全攻略. 111版 陳翎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129 企業管理題庫: 破point 王毅編著 2021-01-00 5版 平裝

9789865147136 高分英文測驗 顏弘編著 2021-01-00 6版 平裝

9789865147143 行銷學(含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 王毅編著 2021-01-00 5版 平裝

9789865147150 鐵路運輸學大意X鐵路法大意合訂本-大進擊 劉奇編著 2021-0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147167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110版 金永勝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174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110版 金永勝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181 貨幣銀行學大意 許偉, 許碩傑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198 銀行貨幣銀行學概要. 110版 許偉, 許碩傑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204 金字招牌之審計學「查核程序」關鍵記憶. 110金永勝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211 金字招牌之審計學「解釋名詞」關鍵記憶. 110金永勝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7259 企業管理. 110版(台電) 公孫策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7273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10版(台電新進僱員) 林茵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7327 生物統計學題庫 王瑋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147389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110版 蕭華強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7396 國際法(含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題庫 顏台大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147402 國小數學歷屆試題暨解析 呂興, 陳明編著 2021-03-00 第十二版 平裝

9789865147488 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 韋伯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380638 圓圓國王 谷川俊太郎文; 粟津潔圖; 唐亞明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645 道路 五味太郎文.圖; 高明美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652 數字比一比 西內久典文; 安野光雅圖; 唐亞明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751 水仙月四日= 水仙月の四日 宮澤賢治文; 何耘之圖; 林真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68 月夜和眼鏡= 月夜とめがね 小川未明文; 林廉恩圖; 游珮芸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75 單腳麻雀媽媽= かたあしの母すずめ 椋鳩十文; 鄭潔文圖; 陳瀅如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82 狐狸阿權= ごん狐 新美南吉文; 周見信圖; 林真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99 明天的風= あしたの風 壺井榮文; 阿力金吉兒圖; 林宜和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805 麗莎和卡斯柏: Hello Kitty在巴黎!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尉遲秀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829 小手大經典. 日本篇 馮季眉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9380836 小手大經典. 世界篇 馮季眉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9380843 典藏科學之友50周年特選繪本 戴鈺娟, 李晨豪編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9380850 貓畫.貓話特別紀念版套書 游珮芸文; 呂游銘圖 2018-0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9380874 木之繪本: 發現春天 張哲銘文.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59753 9 years: 觀察者art lab藝術家書寫集 鄭雯仙企劃主編 2020-11-00 精裝

9789868859760 108個月: 觀察者藝評小誌 鄭雯仙企劃主編 2020-11-00 平裝 全套

9789868859777 469週又5天: 觀察者歷年作者email書信計畫 鄭雯仙企劃主編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6628 日本茶經南方錄講義 林瑞萱文.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412075 英文閱讀特訓班. 初級篇= Reading smart: improving your read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on skills. beginner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2018-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412150 英文閱讀特訓班. 中級篇= Reading smart: improving your read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on skills. intermediate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2018-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4412464 英文閱讀特訓班. 中高級篇= Reading smart: improving your read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on skills. high-intermediate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2018-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4412778 東南亞職場英語教戰手冊= Workplace English for southeast asiaLiveABC編輯群作 2018-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414338 The fox and the goat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06 The mosquito and the lion managing editor Angeia Lin 2019-11-00 平裝

9789864414413 Danger signs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20 The frog prince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37 The farmer's treasure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44 The travelers and the bear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佐佐目藝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01

送存冊數共計：102

步步



9789864414451 The eagle and the farmer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68 The fox and the crow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75 The bundle of sticks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82 The old street lamp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628 全民英檢初級必背2500字 = GEPT top 2500 Basic words黃華盈總編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4414635 國中小必備基本1200字 = 1200 basic words 黃華盈總編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01 The wind and the sun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18 The proud heron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25 The princess and the pea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32 Princess and the frog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49 The pied piper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56 The fox and the horse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63 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70 Little Ida's flowers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87 Dr.Knowall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994 Clever gretel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677748 盲派絕傳秘竅 梁飛編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0754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一. 109年度夏良宙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0761 新知研討會蛋雞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年度 夏良宙主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0778 新知研討會乳牛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年度 夏良宙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0785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二. 109年度夏良宙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0792 新知研討會虱目魚之養殖與營養研討會. 109年度夏良宙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401 新知研討會肉雞及土雞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年度夏良宙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418 新知研討會寵物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年度 夏良宙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425 新知研討會羊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年度 夏良宙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627285 輕鬆油漆刷出手感個性家: 小成本的色彩大改造!居家空間x家飾雜貨x自然風x個性塗鴉x基本技巧主婦與生活社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627292 學作麵包の頂級入門書: 201個Q & A+史上最完整的Step by Step教學+約680張圖解全收錄梶原慶春, 浅田和宏著; 瞿中蓮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7627308 小資材DIY我的風格家具: 輕工業風x木作x雜貨Come home!編輯部編著; 楊淑慧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627315 夢想漫步 彩繪童話鎮商店街 井田千秋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7627322 東京自由が丘Mont St. Clairの甜點典藏食譜 辻口博啓著; 周欣芃譯 2021-01-00 二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6999 何謂復活?= What is resurrection? 約珥.畢克(Joel R. Beeke)著; 郭熙安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0907 死後會如何?= What happens after death? 理查.腓力斯(Richard D. Phillips)著; 郭熙安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0914 摩西: 從奴役到得釋放= From bondage to liberty: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oses薩瓦喬(Anthony T. Selvaggio)著; 陳主欣, 徐嘉徽, 黃馨瑱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0921 神的屬性: 認識神是怎樣的神= God is: a devotional guide to the attributes of God馬克.瓊斯(Mark Jones)著; 郭熙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0945 何謂教會治理?= What is church government? 肖恩.路卡斯(Sean Michael Lucas)作; 郭熙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0952 何謂聖餐?= What is the Lord's Supper? 理查.腓力斯(Richard D. Phillips)作; 郭熙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3709 行過臺灣50年客家聲影 李寶錱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威海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妙思客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育林



9789869975902 Hi academy talk to me. 1A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19 Hi academy talk to me. 1B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26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3A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33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3B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4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2A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57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2B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64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0A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71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1A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88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1B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995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0B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05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0C 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12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0D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29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1C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36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1D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43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2C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5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2D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67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3C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9074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3D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8617 微的宇宙: 現代華文截句詩學 李瑞騰主編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38631 異域、異人、異獸: <>在明代 鹿憶鹿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267546 改變世界的以色列創新 阿維.尤利詩(Avi Jorisch)著; 張倫明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7874 滋蘭九畹,樹蕙百畝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作 2020-07-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543 海峽兩岸檔案學教育之沿革與發展 張衍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604 舞截句 蕓朵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635 伸展的文學地圖 葉周作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659 大海我閣來矣 王羅蜜多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741 從中二病至決定主義是一種慣例行走 余學林作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758 重行傳: 褚民誼生平紀實 褚幼義主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765 東西身體同一與差異的對話觀 聶雅婷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772 心窗掠影: 藍晶詩集 藍晶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789 時光膠囊 桑梓蘭作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796 候 許琇禎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802 獨語術 許琇禎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826 中國出了紅太陽 巴山草民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840 攝影著作之合理使用: 臺灣實務研究 郭玉健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302136 緣生妙有 隨緣自在: 吳卿雕刻藝術= Roaming free in magnificent infinity: sculptures of Wu Ching吳卿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05882 底波拉媽媽與嘖嘖獅兒子的79則超自然對話 林羿翧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373096 任何人都適用的完美學習法 高英成, 申英俊著; 黃莞婷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102 自信的躍進: 不再恐懼、退縮、焦慮的關鍵= La confiance en soi: une philosophie沙爾.貝班(Charles Pépin)著; Geraldine LEE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119 穩: 學會接住自己,為不安人生解套的4堂課 加藤諦三著; 井思瑤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126 穩: 學會接住自己,為不安人生解套的4堂課 加藤諦三著; 井思瑤譯 2021-02-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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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吳卿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秀威經典



9789861373133 你不需治療,只需說出口: 心理師和那群拯救我的人= Group: how one therapist and a circle of strangers saved my life克莉絲蒂.塔特(Christie Tate)著; 魯宓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157 上游思維: 在問題發生前解決的根治之道 丹.希思(Dan Heath)著; 廖亭雲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5101 白爛貓5週年紀念書 麻糬爸(林昱辰)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5118 特特的奇幻之旅 周梨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0653 乳房外科學 黃其晟, 沈陳石銘, 張群明, 陳華宗, 郭秀雯, 張耀仁, 洪進昇, 李京軒, 張健輝, 李朝樹, 張首義, 朱崧肇, 高偉堯, 黃經民, 洪世凱, 郭頌鑫, 黃俊升, 常佑康, 余忠泰, 何靜淳, 許永祥, 林金瑤, 林俊宏, 賴峻毅, 曾令民, 葉顯堂, 陳訓徹, 張金堅作; 張耀仁主編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20660 慈濟產科學 黃思誠總編輯 2021-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75242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2020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2020畢業班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05295 十日談: 虛構且真實的異域= Decameron: a figurative and literal sphere陳慧君總編輯; 蕭雅心, 李佩姍, 周柏翰, 張書毓, 林衍馨, 蕭珮宜, 林郁珮, 陳肇彤, 洪瑄, 邵士銘[作]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69075 魔法師的預言= The return of Merlin 狄巴克.喬布拉著; 陳山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082 尼安德塔人= Neanderthal 約翰.達頓著; 楊淑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099 失控的陪審團= The runaway jury 約翰.葛里遜著; 郭坤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05 造雨人= The rainmaker 約翰.葛里遜著; 喬瑟芬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12 Lois廣告大創意= What's the big idea? 喬治.路易斯, 比爾.匹茲著; 劉家馴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29 讓名嘴Larry King教你如何提升說話技巧= How to talk to anyone,anytime,anywhere賴利.金著; 徐仲秋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36 如何成為一位出色的溝通大師= How to be a great communicator尼杜.庫比恩著; 張駿瑩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43 創意的神奇魔法: 開發創造力與自我人格原型分析= Magic at work卡洛.皮爾森, 夏朗.席維特著; 張佩傑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50 當你看到EMU在天空時: 你就會聽到曠野的聲音= When you see the EMU in the sky伊莉莎白.福勒著; 林為正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67 國際禮儀. 一, 商業社交禮儀= Leitita Baldrige's new complete guide to executive manners麗堤雅蒂.鮑德瑞奇著; 陳芬蘭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74 國際禮儀. 二, 塑造專業形象= Leitita Baldrige's new complete guide to executive manners麗堤雅蒂.鮑德瑞奇著; 林憲正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81 國際禮儀. 三, 商務應酬藝術= Leitita Baldrige's new complete guide to executive manners麗堤雅蒂.鮑德瑞奇著; 蔡正雄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198 廣告魔法師: 讓廣告實現你的夢想= The wizard of Ads羅伊.威廉斯著; 陳正菁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204 國際禮儀. 四, 宴客旅遊禮儀= Leitita Baldrige's complete guide to the new manners for the 90's麗堤雅蒂.鮑德瑞奇著; 張瑞林, 鄭超銘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211 國際禮儀. 五, 生活社交禮儀= Leitita Baldrige's complete guide to the new manners for the 90's麗堤雅蒂.鮑德瑞奇著; 張瑞林, 鄭超銘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9228 國際禮儀. 六, 喜事宴會禮儀= Leitita Baldrige's complete guide to the new manners for the 90's麗堤雅蒂.鮑德瑞奇著; 張瑞林, 鄭超銘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60669 Speak up: initial stage. grade 1 Jeremy Walenn[作] 2010-02-00 其他

9789868460676 Speak up: initial stage. grade 2 Jeremy Walenn[作] 2010-02-00 其他

9789868460683 Speak up: initial stage. grade 3 Jeremy Walenn[作] 2010-02-00 其他

9789868460690 Speak up: elementary stage. grade 4 Jeremy Walenn[作] 2010-02-00 其他

9789860630701 Speak up: elementary stage. grade 5 Jeremy Walenn[作] 2010-02-00 其他

9789860630718 Speak up: elementary stage. grade 6 Jeremy Walenn[作] 2010-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818692 健康與休閒生活 育達文化編輯小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15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 國文模模考 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22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 國文模模考 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育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國德霖科大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那條魚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9789865818739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 英文模模考 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46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 英文模模考 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778751 咦?我的玩具呢? 張雅婷作; Pirdou林伯辰插畫 2021-01-00 精裝

9789574778768 公車上有幾個人? 張雅婷作; Pirdou林柏辰插畫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4778775 假日去了哪裡玩? 張雅婷作; Pirdou林柏辰插畫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4778782 嗨!你住在哪裡? 張雅婷作; Pirdou林柏辰插畫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3269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鹿角鍬同學遇到對手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276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虎甲蟲的榮譽之戰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179166 國中國文搶分王文意總匯 方妙鳳, 唐馨, 藍淑珠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173 國中國文搶分王主題式閱讀題組 康軒編輯團隊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180 國中國文搶分王語文綜合練習 康軒編輯團隊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197 國中國文搶分王世說新語悅讀精選 國文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03 國中國文搶分王詩詞曲悅讀精選 國文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10 國中國文搶分王閱讀祕笈(文選篇): 世說新語 康軒編輯團隊編寫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27 國中國文搶分王閱讀祕笈(文選篇): 唐詩 康軒編輯團隊編寫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34 國中國文搶分王閱讀祕笈(文選篇): 論語 康軒編輯團隊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41 國中國文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文法與修辭 韓姝如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58 國中國文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形、音、義 韓姝如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65 國中國文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語文常識 韓姝如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72 國中國文搶分王Fun學練功坊(閱讀題組): 絕句、律詩、古文韓姝如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89 國中國文搶分王Fun學練功坊(閱讀題組): 詞選、曲選、古文韓姝如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296 國中國文搶分王Fun學練功坊(閱讀題組): 樂府、古詩、古文韓姝如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02 國中英語搶分王閱讀異想世界. 1 謝佳倩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19 國中英語搶分王閱讀異想世界. 2 施妙旻, 莊孟淳, 郭慧敏, 謝麗蓉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26 國中英語搶分王閱讀異想世界. 3 郭慧敏, 洪宏齡, 林意苹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33 國中英語搶分王長文閱讀新世界 俞振舟, 楊小橙, 李維倫(艾倫)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40 國中英語搶分王新必學文法 劉志芳, 楊忠諺, 符達言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57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 整數的運算 劉建宏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64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劉建宏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71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3, 分數的運算 劉建宏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88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4, 一元一次方程式劉建宏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395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5, 統計圖表與資料分析劉建宏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01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6,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劉建宏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18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7, 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劉建宏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25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8, 比與比例式 劉建宏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32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9, 一元一次不等式劉建宏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49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0, 垂直、線對稱與三視圖劉建宏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56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1,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劉建宏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63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2, 平方根與畢氏定理劉建宏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70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3, 因式分解 劉建宏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87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4, 一元二次方程式劉建宏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494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5, 統計資料處理劉建宏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00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2, 二次函數 劉建宏編寫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17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3, 資料整理與統計劉建宏編寫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24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4, 機率 劉建宏編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31 國中英語新挑戰隨課練. 第1冊, 1上 俞振舟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48 國中英語新挑戰隨課練. 第3冊, 2上 詹麗馨, 俞振舟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55 國民中學國文歷屆試題. 9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62 國民中學英語歷屆試題. 9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橋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何嘉仁



9789867179579 國民中學數學歷屆試題. 9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86 國民中學自然歷屆試題. 9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593 國民中學社會歷屆試題. 9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09 國民中學國文真會考歷屆試題. 10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16 國民中學英語真會考歷屆試題. 10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23 國民中學數學真會考歷屆試題. 10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30 國民中學自然真會考歷屆試題. 10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47 國民中學社會真會考歷屆試題. 104-109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54 國中3800plus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 評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61 國中3800plus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 評量中心英語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7179678 國中3800plus應用題彙編: 數學科 評量中心數學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85 國中3800plus應用題彙編: 自然科 評量中心自然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692 國中3800plus應用題彙編: 社會科 評量中心社會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708 國中會考題組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 評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715 國中會考文意單題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 評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722 國中會考題組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 桑愷婕, 俞振舟, 黃佩芬, 朱淑芬, 劉昱成, 謝漢偉, 阮翠蘭編著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79739 國中英語聽力測驗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英語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7179746 國中英語會考克漏字應用題彙編 楊小橙, 黃佩芬, 符達言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50035 隱衷 余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50042 隱衷 余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50066 隐衷 余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50073 隐衷 余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50097 一寸丹心 眉如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0141 來日方長= The day is still young 一只西瓜大又圓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4135 詩人的祕密花園: 啟發美國著名詩人艾蜜莉.狄金生的植物與場域,梳理其寄花於詩的生命隱喻瑪塔.麥可道威(Marta McDowell)著; 聞翊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4159 好作品的潛規則 金持勳(김지훈)著; 陳馨祈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54148 乒乓旋風兒 呂水世作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384394 真的假的? Andrea Mills撰稿; 郭吉祐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1932187 數學. B.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方志元等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248 數學. C.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林和田, 許世育, 張泉欽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30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二冊吳妙姬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32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 B. 第四冊曾麗玲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33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國文. 第四冊顏瑞芳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35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 A. 第四冊王韻婷等編著; 車畇庭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392 馬克思 洪鎌德作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571932422 德勒茲 羅貴祥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571932460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 黃寬重著 2020-12-00 修訂二版 其他

9789571932477 生命的轉化 吳怡著 2020-12-00 其他

9789571932507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劉紹銘譯 2021-01-00 其他

9789571932514 中庸誠的哲學 吳怡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1932521 關心茶: 中國哲學的心 吳怡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力漫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59

沒譜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奇点出版



9789571932545 那年初一 逯耀東著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0402 玉集子 典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563983 100圓商店職員穿梭異世界的結果 宮元戰車作; 李惠芬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564393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作; 林其磊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568971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568988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568995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569008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569015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569022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3569039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3569046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3569053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3569893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3569909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3569916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3569923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3569930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3569947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3569954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3569961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3569978 北斗の拳(究極版) 武論尊, 原哲夫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124816 古劍奇譚. III, 夢付千秋 上海燭龍 某樹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24823 古劍奇譚. III, 夢付千秋 上海燭龍 某樹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5288 寂寞遊戲場 ダヨオ作; HARU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25295 寂寞遊戲場 ダヨオ作; HARU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9576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9583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29590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29606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29613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29507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9514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9521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9538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9545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9552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29569 斬!赤紅之瞳=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9620 斬!赤紅之瞳. 11= Akame ga Kill!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漫畫; 霖之助譯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129637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7-12-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9644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20-06-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9651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20-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9729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9736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29668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9675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9682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9699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9705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29712 我家有個魚乾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9743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9750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9767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典心小舖



9789865129774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9781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9798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9804 斬!赤紅之瞳 零 タカヒロ原作; 戶流ケイ漫畫; 逝人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9811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9828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9835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9842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9859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9866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9873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9880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李妮瑄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29897 花鳥風月 志水雪作; 和靜清寂譯 201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9903 花鳥風月 志水雪作; 和靜清寂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9910 花鳥風月 志水雪作; 和靜清寂譯 201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9927 花鳥風月 志水雪作; 和靜清寂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9934 性食鬼 稻光伸二作; 蘇奕軒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9941 性食鬼 稻光伸二作; 蘇奕軒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9958 性食鬼 稻光伸二作; 蘇奕軒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9965 性食鬼 稻光伸二作; 蘇奕軒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9972 用漫畫攻略三國的正確方法 許瑞峰漫畫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9989 用漫畫攻略三國的正確方法 許瑞峰漫畫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9996 用漫畫攻略三國的正確方法 許瑞峰漫畫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0001 用漫畫攻略三國的正確方法 許瑞峰漫畫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0018 魯蛇少女的不思議神顏大冒險 周顯宗漫畫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0025 魯蛇少女的不思議神顏大冒險 周顯宗漫畫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0032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59冊

9789865340049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60冊

9789865340056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61冊

9789865340063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62冊

9789865340070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63冊

9789865340087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64冊

9789865340094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65冊

9789865340100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66冊

9789865340117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67冊

9789865340124 夫妻甜蜜物語= The one and only step up love story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68冊

9789865344788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82冊

9789865344795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83冊

9789865344801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84冊

9789865344818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85冊

9789865344825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86冊

9789865344832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87冊

9789865344849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88冊

9789865344856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89冊

9789865344863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90冊

9789865344870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91冊

9789865344887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92冊

9789865344894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93冊

9789865344900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青山剛昌作; 太田勝, 漥田一裕漫畫; ALTAT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344917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青山剛昌作; 太田勝, 漥田一裕漫畫; ALTAT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344924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青山剛昌作; 太田勝, 漥田一裕漫畫; 謝孝薇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344931 哆啦A夢PLUS 藤子. F. 不二雄原作; kimi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4948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44955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44962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44979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44986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44993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45037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45006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5013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5020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45051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45044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9-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5068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9-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5075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9-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5082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9-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45099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李妮瑄譯 2019-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45105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5112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5129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5136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45143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45150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45167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降矢大輔畫; 弁天譯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45174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降矢大輔畫; 弁天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45181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降矢大輔畫; 弁天譯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45198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降矢大輔畫; 弁天譯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45204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作; 降矢大輔畫; 弁天譯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45211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20-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5228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20-01-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5235 終結的熾天使 山本大和漫畫; 降矢大輔改編分鏡; 弁天譯 2020-05-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5303 神奇寶貝SPECIAL X.Y 山本智畫;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5310 神奇寶貝SPECIAL X.Y 山本智畫;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5327 神奇寶貝SPECIAL X.Y 山本智畫;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5334 神奇寶貝SPECIAL X.Y 山本智畫;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5341 神奇寶貝SPECIAL X.Y 山本智畫;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5358 神奇寶貝SPECIAL X.Y 山本智畫; 霖之助譯 2020-07-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5365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8-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5372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6-07-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5389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7-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5457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45464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45471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45396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5402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5419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5426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45433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45440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45488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45495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5501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5518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5525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5532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5549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45556 達爾文遊戲= Darwin's game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45563 鬪獸士 杮崎正澄作; 九十九夜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5570 鬪獸士 杮崎正澄作; 九十九夜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558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洪宗賢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5594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洪宗賢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5600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洪宗賢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561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葉廷昭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5624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葉廷昭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5631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葉廷昭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5648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葉廷昭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45655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45662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原作; 九二枝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47017 我老公愛我愛的死去活來(單行本版)1 Yuba KoiwaiMiyako Tomitsuka作 2018-01-00 其他

9789865347024 我老公愛我愛的死去活來(單行本版)2 Yuba KoiwaiMiyako Tomitsuka作 2018-01-00 其他

9789865347031 我老公愛我愛的死去活來(單行本版)3 Yuba KoiwaiMiyako Tomitsuka作 2018-01-00 其他



9789865349479 神偷怪盜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9486 入門百科＋名偵探柯南的偵探入門 青山剛昌原作; 太田勝, 窪田一裕漫畫; 呂郁青, 何硯鈴譯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49493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大長篇 藤子.F.不二雄作; 孫豐銘, 邱昶凱, kimi譯 2020-08-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9509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大長篇 藤子.F.不二雄作; 林其磊, 邱昶凱, 唐儀齡, kimi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516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大長篇 藤子.F.不二雄作; 林其磊, 王彩玲, 詹雅惠, 王秉達, kimi譯2020-06-00 初版八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9523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大長篇 藤子.F.不二雄作; Akitos, 八雲. 志華, kimi譯 2020-05-00 初版八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9530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T.P時光特警 藤子.F.不二雄作; 陳鈞然譯 2020-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9547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叮噹貓 藤子.F.不二雄作; kimi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49554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新小鬼Q太郎 藤子.F.不二雄作; 林郁如譯 2020-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561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新小鬼Q太郎 藤子.F.不二雄作; 鄭雅云譯 2020-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9578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新小鬼Q太郎 藤子.F.不二雄作; 逝人譯 2020-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9585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49592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49608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49615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49622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49639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49646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49653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49660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9677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684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9691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9707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49714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49721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20-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9738 徒然喜歡你 若林稔弥作; 沙輪忍譯 2018-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9745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賴俊帆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9752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沈嘉瑋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769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沈嘉瑋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9776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沈嘉瑋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9783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沈嘉瑋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9790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2020-06-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49806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2020-06-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813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820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9837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9844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9851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9868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49875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49882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49899 我們的願望 山本小鐵子作; ALATA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905 小林家的龍女僕= The maid dragon of Kobayashi-san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912 小林家的龍女僕= The maid dragon of Kobayashi-san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9929 小林家的龍女僕= The maid dragon of Kobayashi-san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9936 小林家的龍女僕= The maid dragon of Kobayashi-san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49943 小林家的龍女僕= The maid dragon of Kobayashi-san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49950 奇人密碼之古國祕神錄 偶動漫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著作; 千翼夢行秦儀漫畫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49967 奇人密碼之古國祕神錄 偶動漫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著作; 千翼夢行秦儀漫畫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49974 奇人密碼之古國祕神錄 偶動漫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著作; 千翼夢行秦儀漫畫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49981 青之驅魔師: Color bible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49998 新網球王子10.5: 官方授權讀者俱樂部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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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矢樹貴漫畫; 陳鈞然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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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矢樹貴漫畫; 陳鈞然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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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矢樹貴漫畫; 陳鈞然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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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矢樹貴漫畫; 陳鈞然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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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矢樹貴漫畫; 陳鈞然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0053 小林家的龍女僕 康娜的日常= The maid dragon of Kobayashi-san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木村光博漫畫; 依文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0060 WxY 情色漫畫的性域 円真知子作; 小天野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0077 WxY 情色漫畫的性域 円真知子作; 小天野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0084 WxY 情色漫畫的性域 円真知子作; 小天野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0091 妳是我的淫蕩女王 岡本倫原作; 横槍メンゴ漫畫; 捲毛太郎譯 2019-12-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5370107 妳是我的淫蕩女王. 2 岡本倫原作; 横槍メンゴ作畫; 捲毛太郎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114 素人AV女優. OL篇= Shiroto AV actress working girls edition川本貴裕作; 逝人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121 素人AV女優. 人妻篇= Shiroto adult-video actress hitoduma-hen川本貴裕作; 逝人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138 素人AV女優. 職業篇= Shiroto adult-video actress shokugyo-hen川本貴裕作; 逝人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145 素人AV女優. 現役女大學生篇= Shiroto adult video actress川本貴裕作; 逝人譯 2019-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0152 女子內幕: 偶像志願女子的情況= Urajoshi: another "dark" side of your girlfriendsLinda作; 蘇奕軒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169 女子內幕: 美術系模特兒的情況= Urajoshi: another "dark" side of your girlfriendsLinda作; 蘇奕軒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0176 女子內幕: 素人陪酒女郎的情況= Urajoshi: another "dark" side of your girlfriendsLinda作; 蘇奕軒譯 2019-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0183 抽屜裡的生態箱 = Terrarium in drawer Ryoko Kui九井諒子作; 小天野譯 2020-10-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5370190 聖闘士星矢: 冥王神話= Next Dimension 車田正美作; R.O.N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1913 聖闘士星矢: 冥王神話= Next Dimension 車田正美作; R.O.N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0213 聖闘士星矢: 冥王神話= Next Dimension 車田正美作; R.O.N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0206 女子內幕: 新人女子漫畫編輯的情況= Urajoshi: another "dark" side of your girlfriendsLinda作; 蘇奕軒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220 神偷怪盜TREASURED EDITION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譯 2019-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0237 我的癡女前妻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2019-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5370244 我的癡女前妻. 女社長篇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5370251 名偵探柯南VS.黑衣組織. PART.2 青山剛昌作; 砂輪忍, 王瑜平, 林捷瑜, AKIRA譯 2020-06-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5370268 我的癡女前妻. 菁英女醫師篇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2019-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0275 名偵探柯南VS.黑衣組織. PART.3 青山剛昌作; 砂輪忍, AKIRA, 陳柏伸譯 2020-04-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5370299 名偵探柯南羅曼蒂克精選 青山剛昌作; 何硯鈴, 陳柏伸, 張正薇, AKIRA譯 2019-10-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0282 素人AV女優. 青春篇= Shiro-to adult video actress SS edition川本貴裕作; 蘇奕軒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305 名偵探柯南羅曼蒂克精選 青山剛昌作; 張正薇, 張芳馨, AKIRA, 伶譯 2020-03-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0312 素人AV女優. 名聲篇 川本貴裕作; 蘇奕軒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329 名偵探柯南: 柯南與海老藏 歌舞伎十八番推理青山剛昌原作; 柏原寬司腳本; 九十九夜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5370343 東方繪師錄3.5= Touhou project illustration tutorial guide version 3.5洪宗賢, 王筱雲副總編輯; 王啟華翻譯 2018-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70336 素人AV女優. 名聲篇<< escalate >> 川本貴裕作; 蘇奕軒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350 王子殿下在身邊 月村奎原作; 木下けい子漫畫; 游若琪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367 春天的味道-ツトム短篇集 ツトム作; 古學勤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374 三十處女與二十熟女 甘詰留太作; 捲毛太郎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0404 三十處女與二十熟女 甘詰留太作; 捲毛太郎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0381 我愛虎次哥 会川フゥ作; ALATA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398 當心旅館小老闆 千葉リョウコ作; 大和腐子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411 呼叫肉食龍 環レン作; 鍾明秀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442 Niθ ART WORKS Vol.3 sin of LEWDNESS 罪淫畫集Niθ著; 路吉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527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0534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0541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0558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0565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70572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70589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70596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70428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0435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0459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0466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0473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0480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0497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0503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0510 H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豪華版) 安達充作; 沈志軒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0602 男人的開關 = Switch of the man 本庄りえ作; 大和腐子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619 快感按摩 桜井りょう作; 森月凜譯 2018-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5370626 沸騰的身軀 ミナヅキアキラ作; 大和腐子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633 滿滿都是我對你的愛 カキネ作; 香草譯 2015-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0640 是M?是笨蛋?還是變態? 西原ケイタ作; 籃球丸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657 苦澀又甜蜜的吻 文月あつよ作; 游若琪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664 倚近你的藍色 青井秋作; 通電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725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70695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9-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0701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0688 戰國婆娑羅. 4: 官方完美畫冊= Sengoku basara4 official complete works洪宗賢副總編輯; 林珉萱翻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671 薔薇色時代 恋煩シビト作; HARU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718 第二次的戀愛 山田ロック作; 大和腐子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732 明天要吃什麼? 倫敦巴里子作; 通電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800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0817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0831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0862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0879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70749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0756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0770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0794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0763 指尖的戀情 文月あつよ作; 游若琪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787 野獸聯袂來襲! 西原ケイタ作; 籃球丸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824 教職員室的祕密情事 上田規代作; 通電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855 みやま零畫集II MEN AT GIRLS 洪宗賢副總編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848 喜歡是怎麼一回事 = Suki Ninarutoha Nanigotoda本庄りえ作; 大和腐子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886 神的願望 = Wish of God いさか十五郎作; ALATA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893 Thank you my God-上帝,感謝祢 河井英槻作; HARU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909 不要把我脫光光! 桜井りょう作; 鐘明秀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916 最終編年史 美術畫集Ⅰ ADVENT 孫豐澤主編; 譚志瑋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923 柊家兄弟的第七個孩子 = AOI LEVIN the hiiragi brother's 7th childあおいれびん作; 大和腐子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930 吶,看我這兒嘛? ホームラン.拳作; 耐勒斯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947 放學後的怪咖 倫敦巴里子作; 呂郁青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954 名偵探柯南平次&和葉精選集 青山剛昌作; 伶, 林捷瑜, 張正薇, 張芳馨, 王瑜平, 陳柏伸譯2020-06-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5370961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江婉瑜, 龔亭芬譯 2019-01-00 初版三刷 精裝 第3冊

9789865370978 RAIL WARS!國有鐵道公安隊 官方設定集 豐田巧作; バーニア600插畫; 霖之助翻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0992 名偵探柯南雙面諜精選集 青山剛昌作; 張正薇, 陳柏伸, 張芳馨, 王瑜平, 伶譯2020-03-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5370985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江婉瑜,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五刷 精裝 第4冊

9789865371005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江婉瑜, 龔亭芬譯 2018-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第5冊

9789865371012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江婉瑜, 龔亭芬譯 2018-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第6冊

9789865371029 最終編年史 美術畫集Ⅱ BREAKTHROUGH 孫豐澤主編; 譚志瑋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036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鄭雅云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1043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鄭雅云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1050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鄭雅云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1067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鄭雅云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1074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許思元, 龔亭芬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精裝 第7冊

9789865371081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許思元, 龔亭芬譯 2019-01-00 初版二刷 精裝 第8冊

9789865371098 青年發火點 雨隠ギド作; 游若琪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104 蒼藍鋼鐵戰艦-ARS NOVA-Blue Record 孫豐澤主編; SR2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135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熊子,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0冊

9789865371180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熊子,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1冊

9789865371197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熊子,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2冊

9789865371258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熊子,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3冊

9789865371272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熊子,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4冊

9789865371111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熊子,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9冊

9789865371128 戀愛三稜鏡 円屋榎英作; 大和腐子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142 壞心的手掌 大槻ミゥ作; 游若琪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159 不鳴的烏鴉不笑 新井サチ作; 何硯鈴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173 BRAVELY SECOND Design Works THE ART OF BRAVELY 2013-2015洪宗賢副總編輯; REI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166 青澀詩篇 = doggerel 天禪桃子作; 鍾明秀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203 戀愛就是笨笨的事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何硯鈴譯 2018-1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5371210 跳探戈的男人 = The man of tango 岡田屋鉄藏作; 鍾明秀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227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1234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1241 火傷與爪痕 雨隠ギド作; 游若琪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265 雪下的愛情感質 紀伊カンナ作; ALATA譯 2020-03-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5371289 我的眾老婆中包括男朋友嗎? 香坂あきほ作; 鍾明秀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296 徒花之戀 ツトム作; HARU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302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5冊

9789865371326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6冊

9789865371333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7冊

9789865371364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19冊

9789865371609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23冊

9789865371623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25冊

9789865371630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26冊

9789865371647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27冊

9789865371678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29冊

9789865371692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20-10-00 初版四刷 精裝 第30冊

9789865371319 想讓你認真起來 千葉リョウコ作; 鍾明秀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340 戀愛射程圈外的他 鷹丘モトナリ作; 何硯鈴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357 幕後的國王 千葉リョウコ作; 呂郁青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371 愛的最高境界 端丘作; ALATA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388 同級生棲活 木下けい子作; 游若琪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395 十年愛= Decade of Love 水名瀬雅良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401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15-12-00 初版 精裝 第18冊

9789865371418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16-02-00 初版 精裝 第20冊

9789865371531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16-04-00 初版 精裝 第22冊

9789865371562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16-06-00 初版 精裝 第24冊

9789865371425 你喜歡色色的老師嗎? ヤマヲミ作; 游若琪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432 大月君與嵐的日常 西原ケイタ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449 步調緩慢的我倆 木下けい子作; 游若琪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456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19-01-00 初版二刷 精裝 第21冊

9789865371463 犬夜叉(豪華版) 高橋留美子作; 田家, 龔亭芬譯 2019-01-00 初版二刷 精裝 第28冊

9789865371593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1470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1487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1494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1517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1524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1548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1555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1579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1500 悄然接近的華麗怪人 藤本ハルキ作; 鍾明秀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586 我們之間沒有愛 楢崎ねねこ作; 鍾明秀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616 愛戀黑咖啡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654 隔壁的三高君 倫敦巴里子作; 何硯鈴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661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19-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1685 等你了解我之後再說! ひなこ作; ALATA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715 怪物事變 藍本松作; 伶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1708 世界上我最喜歡你! 楢崎ねねこ作; 何硯鈴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722 彆扭男子與費洛蒙君 秋葉東子作; 鍾明秀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739 幸福的青鳥 雨隠ギド作; 游若琪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999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2002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2033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2040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72071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71746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1753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1760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1777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1784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1791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1807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1852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陳欣詩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1814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陳欣詩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1821 名偵探柯南VS.黑衣組織 青山剛昌作; 砂輪忍, 王敏禎, 林捷瑜, 張正薇, 張芳馨, 王瑜平譯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1838 哥哥太喜歡我了 西原ケイタ作; 鍾明秀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845 濡濕的藪蛇 タクミユウ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869 探訪遺忘的夏天 梶ヶ谷ミチル作; 呂郁青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876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1944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1906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畫; 林珉萱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1883 孤單狗狗飼育法 日野ガラス作; 呂郁青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890 脫力系魔王大人的優雅日常 楢崎ねねこ作; 李芝儀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920 夜晚的篇章 嶋二作; 鍾明秀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937 直至藍色小鎮 嶋二作; 鍾明秀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951 羅曼蒂克飛行 = Romantic flight romant 環レン作; 何硯鈴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968 懲罰不乖的尿尿小童! = Punishment to peeing boy!桜井りょう作; 何硯鈴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1982 年下的感傷之戀 = Toshishita sentiment no Koi 平喜多ゆや作; 何硯鈴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026 戀弟情結大哥的祕密憂鬱 夏河シオリ作; 和靜清寂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019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大長篇 藤子.F.不二雄作; Akitos, 林其磊, kimi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057 なかじまゆか畫集 要聽爸爸的話！+插畫珍藏集 2009-2015洪宗賢副總編輯; 林珉萱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064 性冷感的兔子與不舉的大野狼 カノンチヒロ作; 鍾明秀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095 勇者死了!: 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挖的陷阱裡。= The legendary hero is dead!昇一作; 陳鈞然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101 勇者死了!: 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挖的陷阱裡。= The legendary hero is dead!昇一作; 陳鈞然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170 勇者死了!: 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挖的陷阱裡。= The legendary hero is dead!昇一作; 陳鈞然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187 勇者死了!: 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挖的陷阱裡。= The legendary hero is dead!昇一作; 陳鈞然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2088 Flaver-無法掌控的你 さちも作; 和靜清寂譯 2020-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5372118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72125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72149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72156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72163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72194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72200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72132 性感學長與戀愛陷阱 = Love trap of Mr.sexy KEITA NISHIHARA presents西原ケイタ作; 和靜清寂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217 潔白無瑕 = The perfect innocent iimo presents イイモ作; ALATA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224 小木乃伊到我家= How to keep a mummy 空木翔作; comico, 蘇奕軒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231 小木乃伊到我家= How to keep a mummy 空木翔作; comico, 蘇奕軒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255 小木乃伊到我家= How to keep a mummy 空木翔作; comico, 蘇奕軒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248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大長篇 藤子.F.不二雄; Akitos, 邱玉菁, 黃曉芸, kimi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2262 傀儡馬戲團(豪華版)= Karakuri circus: Kazuhiro Fujita's greatest shows藤田和日郎作; 張芳馨, 伶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72279 你是我的陽光! 北別府ニカ作; 何硯鈴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286 春日步插畫精選集 春日步作; 譚志瑋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293 深焙的戀愛不甜美 天城れの作; 何硯鈴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309 王子殿下的受難 上田規代作; 何硯鈴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316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323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330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2347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2354 Be MONSTER-怪物 本間アキラ作; 和靜清寂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361 愛的逃避之旅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ALATA譯 2020-03-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378 魔法人妻真奈美 = Mangical sexy life Manami LINDA作; 蘇奕軒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392 被雙胞胎兒子同時盯上了 佳門サエコ作; 李芝儀譯 2019-08-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5372385 愛的逃避之旅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ALATA譯 2019-12-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408 被雙胞胎兒子同時盯上了. 2 佳門サエコ作; 李芝儀譯 2020-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2415 「傳奇」系列20週年紀念美術集 藤島康介角色設定集洪宗賢副總編輯; 林珉萱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422 FINAL FANTASY 25週年終極典藏紀念畫集 Vol.2洪宗賢, 王筱雲副總編輯; 林耿生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439 GA藝術科美術設計班 核心課程 洪宗賢總編輯; 李殷廷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446 青之驅魔師: 正十字騎士團導覽書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453 神姬PROJECT官方角色設定畫冊 洪宗賢, 王筱雲副總編輯; 路吉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460 我的少年 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477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484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491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2514 愛在雨過天晴時 眉月啍作; 呂郁青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2507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畫集 girls on the tree はりかも著; 沈嘉瑋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521 三十處女與二十熟女 甘詰留太作; 捲毛太郎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538 報復性愛 仙道ますみ作; 陳柏伸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545 機甲英雄FIGHT! 鈊象電子原案; 惟丞腳本; 惟丞, 好面繪製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2552 機甲英雄FIGHT! 鈊象電子原案; 惟丞腳本; 惟丞, 好面繪製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2569 魯蛇少女的不思議神顏大冒險 周顯宗漫畫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576 機動戰士鋼彈 雷霆宙域戰線 RECORD of THUNDERBOLT 動畫設定大全洪宗賢, 王筱雲副總編輯; SR2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583 BLUE REFLECTION 幻舞少女之劍 官方美術設定集洪宗賢, 王筱雲副總編輯; 王啟華翻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590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19-10-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606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2613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2675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2682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2699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2620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2637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2644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2668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2651 はいむらきよたか插畫設定集 劍姬神聖譚 洪宗賢, 王筱雲副總編輯; 林珉萱翻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705 妄想眼鏡 あずまゆき作; 小天野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712 妄想眼鏡 あずまゆき作; 小天野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729 妄想眼鏡 あずまゆき作; 小天野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2736 妄想眼鏡 あずまゆき作; 小天野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2743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750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767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774 我的少年 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781 我家有群魚乾妹S 三角頭作; 望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798 急戰5秒殊死鬥 はらわたさいぞう原案;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小天野譯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195 我們的願望 山本小鐵子作; ALATA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804 我們的願望 山本小鐵子作; ALATA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811 一個屋簷下的野獸 黑岩チハヤ作; 游若琪譯 2018-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5372828 漂亮的蔬菜 松本ミーコハウス作; 和靜清寂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835 漂亮的蔬菜 松本ミーコハウス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2842 發現美好戀情! ひなこ作; ALATA譯 2018-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2859 全裸男與柴犬男: 警視廳生活安全部游擊搜查班香月日輪原作; わたなべあじあ漫畫; 和靜清寂譯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866 給我七顆杏仁 夏水りつ作; 呂郁青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873 給我七顆杏仁 夏水りつ作; 呂郁青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880 CANIS: 親愛的帽客先生 ZAKK作; 游若琪譯 2020-07-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897 CANIS: 親愛的帽客先生 ZAKK作; 游若琪譯 2020-07-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903 麻羽里與龍= Mauri and dragon 元ハルヒラ作; ALATA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910 麻羽里與龍= Mauri and dragon 元ハルヒラ作; ALATA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2927 紅與黑 桂小町作; ALATA譯 2018-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934 超完美惑星 イイモ作; ALATA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958 鋼彈創鬥者 炎之鋼彈模型教科書TRY SR2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965 戰車模型製作教科書: 從初步組裝到製作情景模型孫豐澤主編; SR2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972 CANIS THE SPEAKER: 發語者 ZAKK作; 游若琪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2989 鋼彈軍武大全 機動戰士鋼彈UC 獨角獸VS報喪女妖篇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2996 妄想老師 春輝漫畫; 捲毛太郎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3009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賴俊帆譯 2018-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016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賴俊帆譯 2019-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3023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賴俊帆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030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賴俊帆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3047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賴俊帆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3054 昇天藥局! 春輝作; 捲毛太郎譯 2020-09-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061 報復性愛 仙道ますみ作; 陳柏伸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3078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085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3092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3108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20-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115 妄想老師SPECIAL EPISODE 春輝作; 捲毛太郎譯 2019-06-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5373122 狂賭之淵(假) 河本ほむら原作.監修; 川村拓作畫; 賴俊帆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139 狂賭之淵妄 河本ほむら原作; 柊裕一作畫; 賴俊帆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146 水晶之門: 火之馴獸師 翔龍漫畫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3153 妖怪轉學生 阿維漫畫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160 妖怪轉學生 阿維漫畫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3177 異形貼紙 周顯宗漫畫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184 異形貼紙 周顯宗漫畫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3191 異形貼紙 周顯宗漫畫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207 初愛 田中豐作; 逝人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214 鋼彈軍武大全 機動戰士鋼彈UC 彩虹的彼端篇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221 鋼彈模型大全型錄. 2016= Gunpla catalogue 2016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7-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3238 聖闘士聖衣MYTHOLOGY-GOD EDITION- 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245 機動戰士鋼彈 鐵血孤兒 鐵血風鋼彈模型教科書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252 鋼彈軍武大全 機動戰士鋼彈 鐵血孤兒篇 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269 鋼彈軍武大全 機動戰士鋼彈 鐵血孤兒 新血篇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276 鋼彈模型大全型錄. 2018 HG篇= Gunpla catalogue 2018 Ver.HG洪宗賢總編輯; SR2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283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異次元的狙擊手 青山剛昌原作; 龔亭芬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373290 新哆啦Ａ夢: 超棒球外傳 麥原伸太郎作; kimi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306 巴麻美的平凡日常 あらたまい/漫畫; 望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313 名偵探柯南VS.怪盜小子完全版 青山剛昌作; 張正薇, 張芳馨, 王瑜平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320 劇場版精靈寶可夢: 就決定是你了!(Remix) 河本Kemon作; 霖之助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337 豪嬌美少女凪原空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3344 電影改編漫畫版 哆啦A夢: 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麥原伸太郎漫畫; kimi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351 電影哆啦A夢: 新大雄的大魔境: 扁扁與5人之探險隊藤子.F.不二雄原作; 清水東腳本; 梁爾淇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368 電影哆啦A夢: 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藤子.F.不二雄原作; 清水東腳本; kimi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375 電影哆啦A夢: 大雄的南極冰天雪地大冒險 藤子.F.不二雄原作; kimi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382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純黑的惡夢 青山剛昌原作; 櫻井武晴腳本; 龔亭芬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373399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純黑的惡夢 青山剛昌原作; 櫻井武晴腳本; 龔亭芬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373405 trash黑街殺手 山本賢治作; D.P漫畫; 小天野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3412 trash黑街殺手 山本賢治作; D.P漫畫; 小天野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6352 trash黑街殺手 山本賢治作; D.P漫畫; 小天野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3429 超級!機動武鬪傳G鋼彈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島本和彥漫畫; 今川泰宏劇本; 賴詠新譯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436 少女與戰車 GIRLS und PANZER製作委員會原作; 才谷屋龍一漫畫; yoshiki翻譯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3443 家庭教師彭哥列GP來了! 高山としのり作; 伶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450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車田正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逝人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3467 槍彈辯駁: 希望學園與絕望高中生= The animationSpike Chunsoft原作; 月見隆士漫畫; 葉廷昭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474 戀曲寫真= Your eyes only special photo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原作; ナイロン作畫; 逝人譯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481 青之花= Sweet blue flowers 志村貴子作; 林佩瑾翻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3498 BON APPETIT主廚的美味關係 阿部茜作; 如糸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04 女孩,別哭= Don't cry, girl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11 命運的女孩 山下朋子作; 籃球丸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28 尼尼之森 SHOOWA作; 游若琪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35 漂亮的蔬菜 松本ミーコハウス作; 香草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542 深夜的彼端之人 直野儚羅作; 鍾明秀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59 鄰人的餐桌 嶋二作; 游若琪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66 速水君與4隻大野狼 本庄りえ作; 大和腐子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73 上司和我的祕密 水名瀨雅良作; 鍾明秀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580 全裸男與柴犬男: 警視廳生活安全部游擊搜查班香月日輪原作; わたなべあじあ漫畫; 和靜清寂譯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597 戀愛就在隔壁 木下けい子作; 游若琪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603 再次與你相遇 見多ほむろ作; ALATA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610 撒嬌的小羊與戀愛的大野狼 大月クルミ作; 何硯鈴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627 道草 國枝彩香作; 和靜清寂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557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7564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7571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7588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7595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77601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77618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77625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77632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73634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3641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7267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7274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7540 極黑的布倫希爾德= Brynhildr in the darkness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3658 H.E能源獵人= The hunt for energy Boichi作; yoshiki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7656 H.E能源獵人= The hunt for energy Boichi作; yoshiki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670 H.E能源獵人= The hunt for energy Boichi作; yoshiki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665 Wallman空降殺手 Boichi作; yoshiki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672 海貓鳴泣時Episode2: turn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 鈴木次郎作畫; 小天野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3689 情慾獵人小猛 丈山雄為作; 蘇奕軒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3696 VANITAS淫魔降世錄 Cuvie漫畫;Yoshiki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02 山羊座的朋友 乙一原作; 三代川將漫畫; 弁天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19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冰上慧一原案; 山本晉漫畫; 林珉萱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726 名偵探柯南50+PLUS超百科全書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 蘇奕軒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33 名偵探柯南60+PLUS超百科全書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40 名偵探柯南70+PLUS超百科全書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57 名偵探柯南80+PLUS超百科全書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64 猶豫的代價 藤波ちなこ作; AZUKI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71 甜蜜紅唇: 被誘惑的男裝麗人 京極れな作; AZUKI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88 檻中的蜜事 しらせはる作; KEI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795 On the way to a smile: final fantasy. VII 野島一成作 2017-03-00 初版二刷 精裝

9789865373801 鬼子之夢 丸木文華作; 望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818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業火的向日葵 青山剛昌原作; 龔亭芬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373825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3832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73849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73856 來來貓. 番外篇, 往日回憶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863 魍魎搖籃 三部敬作; 次郎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3870 超級!機動武鬪傳G鋼彈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島本和彥, 宮北和明漫畫; 今川泰宏劇本; 賴詠新譯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3887 迷信話集: 現實之畔 草間さかえ作; 李妮瑄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894 可愛和尚惹人憐 本間アキラ作; 和靜清寂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952 可愛和尚惹人憐 本間アキラ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3900 我的性癖有點不尋常 筧秀隆作; 捲毛太郎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917 女性內衣我喜歡! PULPRIDE編輯; 小天野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924 魔物獵人發想的法則: 主打魔物誕生秘辛 廖國勝責任編輯;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5-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3931 萌!所羅門72柱魔神全書 TEAS事務所著;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948 女神異聞錄Q: 迷宮闇影 官方設定資料集 廖國勝責任編輯; 王啟華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955 魔物獵人大全 王立古生物書士隊著;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3962 愛絲卡&羅吉的鍊金工房: 黃昏天空之鍊金術士 官方視覺美術集尊師k內文翻譯 2015-06-00 初版 0

9789865485658 哆啦A夢迷宮遊戲! 藤子.F.不二雄原作; 岡田康則畫; 徐智慧翻譯 2011-04-00 精裝 第2冊

9789865373979 惡靈古堡啟示真相: 官方設定畫冊 路吉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3986 噬神戰士1&噬神戰士2終極設定畫冊= God Eater & God Eater 2 visual art works林哲逸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006 黑暗靈魂III: 美術設定資料集= Dark souls III: design works廖國勝責任編輯 2018-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4013 Pure Fetishism: こもりけい畫集 こもりけい著; 譚志瑋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020 秘境探險三部曲: 美術設定集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5-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4037 聖闘士星矢: 冥王神話畫集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漫畫; SR2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044 東離劍遊紀: 東離群俠傳= Thunderbolt Fantasy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075 尺度極限ISM= F.S illustration works F.S著; 路吉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082 血源詛咒 官方美術設定集 ASCII Media Works編輯; 林珉萱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099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作; 麥盧寶全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74105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作; 麥盧寶全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74112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作; 麥盧寶全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374129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作; 麥盧寶全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374136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作; 麥盧寶全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374143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作; 小天野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74150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作; 小天野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374167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374174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374181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374198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374204 屍姬 赤人義一作; 霖之助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74211 屍姬 赤人義一作; 霖之助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74228 屍姬 赤人義一作; 霖之助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74235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作; 小天野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74242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作; 小天野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74259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作; 小天野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74266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作; 小天野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74273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作; 小天野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74280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作; 小天野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74297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作; 小天野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74303 摔角妖精宮殿 青柳孝夫作; 陳鈞然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4310 摔角妖精宮殿 青柳孝夫作; 陳鈞然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4327 摔角妖精宮殿 青柳孝夫作; 陳鈞然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4334 鄰家小蘿莉 宮下未紀作; 陳鈞然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341 美少女棒球教練長谷部 上野祥吾作; 陳鈞然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358 閃電十一人GO Level-5原作; 藪野展也作; 霖之助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4365 閃電十一人GO Level-5原作; 藪野展也作; 霖之助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4372 BUYUDEN武勇傳 滿田拓也作; 陳鈞然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4389 市場鐵好想賺大錢! 梧桐柾木作; 鄭雅云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396 冰之國的王子殿下 小野晴香作; 瑠羽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402 喬巴超人 尾田榮一郎原作; 武井宏文原作; 鈴蘭翻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419 喬巴超人 尾田榮一郎原作; 武井宏文原作; 鈴蘭翻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426 喬巴超人 尾田榮一郎原作; 武井宏文原作; 鈴蘭翻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4433 喬巴超人 尾田榮一郎原作; 武井宏文原作; 鈴蘭翻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4440 γ伽馬: 地球防衛軍諮商課 荻野純作; 林莉雅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457 γ伽馬: 地球防衛軍諮商課 荻野純作; 陳鈞然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464 γ伽馬: 地球防衛軍諮商課 荻野純作; 陳鈞然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471 家庭教師彭哥列GP來了! 天野明原作; 高山としのり作; 伶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488 家庭教師彭哥列GP來了! 天野明原作; 高山としのり作; 伶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495 競女!!!!!!!! 空詠大智作; 蘇奕軒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501 競女!!!!!!!! 空詠大智作; 蘇奕軒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518 競女!!!!!!!! 空詠大智作; 蘇奕軒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525 競女!!!!!!!! 空詠大智作; 蘇奕軒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4532 競女!!!!!!!! 空詠大智作; 蘇奕軒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4549 競女!!!!!!!! 空詠大智作; 蘇奕軒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4556 μ&i最後世代少女 きただりょうま漫畫; 小天野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563 μ&i最後世代少女 きただりょうま漫畫; 小天野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570 μ&i最後世代少女 きただりょうま漫畫; 小天野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587 7thGARDEN第七庭園 泉光怍; 賴俊帆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594 7thGARDEN第七庭園 泉光怍; 賴俊帆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600 7thGARDEN第七庭園 泉光怍; 賴俊帆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617 7thGARDEN第七庭園 泉光怍; 賴俊帆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4624 布偶衝擊 熊之股鍵次作; 李頌玉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631 布偶衝擊 熊之股鍵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648 布偶衝擊 熊之股鍵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655 斯黛拉的魔法 くろば・U作; 李殷廷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662 斯黛拉的魔法 くろば・U作; 李殷廷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679 斯黛拉的魔法 くろば・U作; 李殷廷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4686 斯黛拉的魔法 くろば・U作; 李殷廷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4693 化野小姐是殭屍 晴瀬ひろき作; 倪湘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09 化野小姐是殭屍 晴瀬ひろき作; 倪湘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4716 我家的女僕有夠煩! 中村カンコ作; 晚於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23 天照大神行不行 藤木俊作; 李殷廷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30 東京季語譚訪 椎橋寛作; 賴俊帆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47 集合!不可思議研究社 安倍真弘作; yoshiki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54 6公分的羈絆 安達士朗原作; 中島真漫畫; 弁天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61 樂樂神話 椿太郎作; 弁天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78 喧嘩鬥技場 = Rankers high 中島諒作; 湯伊蘋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785 自戀女孩的心靈之淚 香魚子作; 何硯鈴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4808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74815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74822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74839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Kuruneko Yamato)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74792 漫畫家協助製作BL POSE集. 3, 一起迎接早晨篇志水雪作; TAKA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846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絕海的偵探 青山剛昌原作; 龔亭芬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374860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絕海的偵探 青山剛昌原作; 龔亭芬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374853 愛殺寶貝= Baby, please kill me カヅホ原作; 小天野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4877 槍械&制服美少女畫冊 = Little armory Ascii Media Works作; 林耿生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374884 愛殺寶貝= Baby, please kill me カヅホ作; ZeonP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4891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異次元的狙擊手 青山剛昌原作; 龔亭芬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374907 Parasitic soul 幻夢之魂: 起始之章 木原音瀬作; カズアキ插畫; niwa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914 Parasitic soul 幻夢之魂: 終結之章 木原音瀬作; カズアキ插畫; niwa, KEI, 佐加奈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921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業火的向日葵 青山剛昌原作; 龔亭芬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374938 GA藝術科美術設計班 きゆづきさとこ作; 葉廷昭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4969 GA藝術科美術設計班 きゆづきさとこ作; 葉廷昭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4945 放學後王子= The prince of tennis tribute 許斐剛原案.監修; 佐倉賢一漫畫; 依文翻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4976 偷來的蘋果最甜 オオヒラヨウ作; 鄭雅云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983 便.當: another Ripper's night 朝浦原作; 柴乃櫂人作; 林珉萱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4990 A頻道 黑田bb作; 小天野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5003 A頻道 黑田bb作; 小天野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5034 狼先生,差不多準備好了沒? 山田2丁目作; 望譯 2018-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5027 A頻道 黑田bb作; 賴俊帆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5010 便.當: 自選菜單 朝浦原作; 柴乃櫂人作; 林珉萱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041 漫畫踢館道場: 妮可.妮羅森的突擊採訪 妮可.妮羅森作; 九十九夜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065 貓眼占星術 スナエハタ作; 呂郁青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058 直笛與書包 東屋めめ作; 和靜清寂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5072 直笛與書包 東屋めめ作; 和靜清寂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5089 直笛與書包 東屋めめ作; 和靜清寂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5096 年年彩彩 秀良子作; ALATA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102 男孩懵懂狂妄,膽小又調皮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119 學園BASARA. 學園創世篇 CAPCOM作; 弁天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133 超級!機動武鬪傳G鋼彈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島本和彥, 宮北和明漫畫; 賴詠新譯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157 超級!機動武鬪傳G鋼彈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島本和彥, 宮北和明漫畫; 賴詠新譯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5164 超級!機動武鬪傳G鋼彈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島本和彥, 宮北和明漫畫; 賴詠新譯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5171 超級!機動武鬪傳G鋼彈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島本和彥, 宮北和明漫畫; 賴詠新譯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5188 超級!機動武鬪傳G鋼彈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島本和彥, 宮北和明漫畫; 賴詠新譯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5126 可愛的貓毛情人 雲田はるこ作; 大和腐子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140 魔法少女的華麗餘生= The life after retirement of magical girls晴瀨ひろき作; 蘇奕軒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201 小神薙 武梨えり原作; 結城心一作; 陳鈞然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5218 小神薙 武梨えり原作; 結城心一作; 陳鈞然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5225 DOGS獵犬: BULLETS & CARNAGE 三輪士郎作; 林佩瑾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5232 男女合校的現實 Sanui Yuu原作; 伊丹澄一漫畫; 林莉雅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249 愛意湯!= I love you 東鐵神作; 地區B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5256 牙之旅商人: The Arms Peddler 七月鏡一原作; 梟漫畫; 麥盧寶全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5263 Ever 17 サイバーフロント, 5pb., KID原作; 梅谷千草作漫畫; 黃廷玉譯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270 Ever 17 サイバーフロント, 5pb., KID原作; 梅谷千草作漫畫; 陳柏伸譯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5287 男女合校的現實 Sanui Yuu原作; 伊丹澄一漫畫; 砂輪忍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5300 男女合校的現實 Sanui Yuu原作; 伊丹澄一漫畫; 砂輪忍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5317 男女合校的現實 Sanui Yuu原作; 伊丹澄一漫畫; 砂輪忍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5294 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 官方完全攻略本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324 貓咪收集 心理測驗 富田隆作;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348 杰克雷亞托爾: 神漫畫戰記 戶塚拓須原作; 阿久井真漫畫; 賴俊帆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5331 超級巨星 SISIMO作 2016-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375362 超級巨星 SISIMO作 2016-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375355 超級巨星 SISIMO作 2016-07-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865375379 即使畫BL也不會賣: 可以不要當漫畫家了嗎? 天城れの作; 鍾明秀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386 戰國BASARA 3, Naked Blood CAPCOM原作; 伊藤龍作; 弁天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393 我家的愛犬不愛我。: 多奇生活日誌 高久尚子作; 鄭雅云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409 萌!妖怪全書. 傳說篇 TEAS事務所著;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416 1月的普琉薇歐茲 星屑七號作; 霖之助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423 1月的普琉薇歐茲 星屑七號作; 霖之助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5430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原作; 青刃時雨漫畫; 弁天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5447 龍可愛的七個孩子= Seven little sons of the dragon九井諒子作; 鈴蘭譯 2018-07-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5375454 萌!怪物全書. 海之卷 TEAS事務所著;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461 萌!怪物全書. 天之卷 TEAS事務所著;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478 絕頂少女UPPER GIRLS! そりむらようじ作; 蘇奕軒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485 絕頂少女UPPER GIRLS! そりむらようじ作; 蘇奕軒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5492 女王之刃完全敗北畫集 孫豐澤總編輯; 路吉譯 2014-08-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5375508 女王之刃完全敗北畫集 孫豐澤總編輯; 路吉譯 2014-09-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5375515 女王之刃完全敗北畫集 孫豐澤總編輯; 路吉譯 2015-02-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5375522 藉由美少女插畫學習!世界的特種部隊. 美國篇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539 藉由美少女插畫學習!世界的特種部隊. 俄羅斯、歐洲、亞洲篇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546 涼香畫集: 愛藏珍饈 涼香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553 萌!中世紀職業百科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560 怦然心動: 制服花美男圖鑑 株式会社レッカ社編; 陳鈞然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577 萌!希臘神話女神全書 TEAS事務所;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584 萌!日本刀全書 TEAS事務所著;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591 萌!戰場女傑全書 TEAS事務所著;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07 萌!聖劍.魔劍全書 TEAS事務所著;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14 萌!吸血鬼全書 TEAS事務所著;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21 萌!神聖武器全書 TEAS事務所著;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38 萌!中國妖怪全書 TEAS事務所著;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45 萌!蝴蝶圖鑑 角丸つぶら編;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52 制服少女= School girls illustrations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69 魔物獵人4完全攻略本 王啟華, 林耿生,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76 魔物獵人插畫設定集= Monster hunter illustrations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6-08-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5375683 在網路上認識!我的他是美國人♪ 山本かな[作];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690 美式餐廳在我家!讓你暖到心裡的療癒美食 岸田夕子(勇氣凜りん)作; 林萱內文翻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706 繪師100人Generation 2= New masterpieces of 100 Eshi蘇奕軒, TAKA譯 2015-02-00 平裝

9789865375713 制服少女槍械ARTWORKS ふゆの春秋[作];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720 Bravely Default Design Works: the art of bravely. 2010-2013REI內文翻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737 伊甸幻想: 美男子寫真 Eden K Project[作] 2015-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5744 生肉定食= namanikuATK illustrations なまにくATK作; 譚志瑋譯 2015-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5751 光明之刃&光明之舟: 美術設定資料集= Shining Blade & Ark collection of visual materials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768 終末風紀委員會 熊谷祐樹作; 蘇奕軒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775 最後生還者美術設定集= The art of the last of US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5-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5782 制服嗜好= Seifuku shikou 上月さつき作; 曹棋閔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799 再會吧,青春小鳥 中田永一原作; 森泰士漫畫; 籃球丸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805 名偵探柯南角色美術集= Detective Conan character visual book青山剛昌作; 龔亭芬譯 2020-08-00 初版十二刷 平裝

9789865375812 伊克西翁傳說IXION SAGA ED 双葉はづき原作; 陳鈞然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829 スオウ畫集= La Lumiére スオウ作; 伶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836 萌!日本神話女神全書 TEAS事務所;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843 神奇寶貝特別篇: 山本智畫集= The art of Pocket Monsters special山本智作;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5850 教室裡的喪女總是睡得著 風上旬作; 小天野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867 龍的學校在山上 九井諒子作; 葉廷昭譯 2020-10-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5375874 再活一次 吉川英朗作; 倪湘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881 霹靂風雲錄: 動機風雲 刀劍春秋/劇集典藏書 [霹靂風雲錄製作團隊作]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898 霹靂風雲錄: 轟動武林 轟定干戈/劇集典藏書 [霹靂風雲錄製作團隊作]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904 霹靂風雲錄: 古原爭霸/劇集典藏書 [霹靂風雲錄製作團隊作]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911 小5的她與大人的愛 裕時悠示原作; 睦茸作畫; yoshiki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928 噬人: origin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霖之助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935 鬼姬 上山道郎作; 湯伊蘋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942 聖劍在頭上= A brave with holysword 大宮宮美作; 李殷延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959 我的居酒屋日記! 火曜作; 伶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966 君若求死,吾亦予之。 恩田澄子作; 弁天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5973 非怪奇前線 成島由利作; 鈴蘭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5980 Starry☆Sky星座彼氏 honeybee原案; 皆川ハル作; 伶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5997 14歲之戀= Love fourteen 水谷フーカ作; HARU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000 日波里的清晨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017 降鬼一族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原作; 日の出ハイム作; 江珮儀譯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024 炸彈★判斷 Otomate原作; 山口京之介漫畫; 逝人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031 森文大學男子宿舍物語= The dormitory of Shinbun Univ.山中ヒコ作; 通電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048 讓地球轉動 井上ナヲ作; HARU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055 WHITE NOTE PAD: 空白筆記本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062 種戀得愛 木下けい子作; 游若琪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079 星星的元素 青井秋作; 通電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086 霹靂風雲錄: 仙魔鏖鋒/劇集典藏書 [霹靂風雲錄製作團隊作] 2018-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093 霹靂風雲錄: 仙魔鏖鋒II 斬魔錄/劇集典藏書 [霹靂風雲錄製作團隊作]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109 魔獸世界官方食譜 Chelsea Monroe-Cassel著; 風花譯 2020-06-00 初版四刷 精裝

9789865376116 漫畫家協助製作BL POSE集. 2, 便服、和服篇 志水雪監修; TAKA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123 漫畫家協助製作POSE集: すず屋。妄想POSE集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監修; HARU譯 2017-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76130 漫畫家協助製作POSE集: すず屋。妄想POSE集SPROUT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監修; HARU譯 2017-08-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76147 Licht: すず屋。初.寫真解禁 HARU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154 機甲少女模型作品精選集= Frame arms girl modeling collection孫豐澤主編; SR2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161 愛上哥們: 戀.子.諾圖文繪本 PUA阿卜插畫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178 愛上哥們: 戀.子.諾圖文繪本 PUA阿卜插畫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185 我的蛋男情人劇照散文集 傅天余作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192 神樣DOLLS 山村哉作; 陳鈞然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6208 在末世BOSS面前刷臉卡363天之後 大圓子作 2016-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376215 在末世BOSS面前刷臉卡363天之後 大圓子作 2016-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376222 魔法無雙天使 衝鋒突刺!!呂布子 鈴木次郎作; RON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6239 戰國STRAYS: 時空迷遊抄 七海慎吾作; 弁天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6246 戰國STRAYS: 時空迷遊抄 七海慎吾作; 弁天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76253 戰國STRAYS: 時空迷遊抄 七海慎吾作; 弁天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76260 戀貓 真島悅也作; 小天野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6277 殺戮箴言aphorism 宮条カルナ作; 霖之助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6284 殺戮箴言aphorism 宮条カルナ作; 霖之助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6291 殺戮箴言aphorism 宮条カルナ作; 霖之助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6307 銀狐 落合小夜里作; 陳鈞然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6314 銀狐 落合小夜里作; 陳鈞然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6321 銀狐 落合小夜里作; 陳鈞然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6338 神薙Crazy Shrine Maidens 武梨えり作; 陳鈞然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6345 神薙Crazy Shrine Maidens 武梨えり作; 陳鈞然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6369 二之前的正確使用法 貓砂一平作; 陳鈞然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376 二之前的正確使用法 貓砂一平作; 陳鈞然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383 妹控PLUS 勇人作; 小天野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390 妹控PLUS 勇人作; 小天野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6406 妹控PLUS 勇人作; 小天野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6413 戀曲寫真= Your eyes only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原作; ナイロン作畫; 地區B譯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420 戀曲寫真= Your eyes only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原作; ナイロン作畫; 逝人譯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437 閃光少女 あさのゆきこ作; 龔亭芬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444 100-HANDRED-高畠エナガ短篇集 高畠エナガ作; Yoshiki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451 黑★岩射手THE GAME huke, Imageepoch原作; TNSK漫畫; 弁天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468 迷糊公務員SERVANTxSERVICE 高津カリノ作; 陳鈞然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475 歡迎光臨魔族俱樂部 桐丘さな作; 瑠羽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482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作; 小天野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499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作; 小天野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6505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作; 小天野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6512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作; 小天野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6529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作; 小天野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6536 梵蒂岡奇蹟調查官: 黑之學院= Vatican miracle examiner藤木稟原作; 金田榮路作畫; 陳鈞然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543 TAIL STAR尾之星 okama作; 李妮瑄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550 TAIL STAR尾之星 okama作; 李妮瑄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567 THE UNLIMITED兵部京介 椎名高志原作; 大柿六郎漫畫; 弁天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574 THE UNLIMITED兵部京介 椎名高志原作; 大柿六郎漫畫; 弁天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581 THE UNLIMITED兵部京介 椎名高志原作; 大柿六郎漫畫; 弁天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598 THE UNLIMITED兵部京介 椎名高志原作; 大柿六郎漫畫; 弁天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604 巴麻美的平凡日常 Magica Quartet原案; あらたまい漫畫; 望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611 巴麻美的平凡日常 Magica Quartet原案; あらたまい漫畫; 望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628 槍彈辯駁: 希望學園與絕望高中生 = The AnimationSpike Chunsoft原作; 月見隆士漫畫; 葉廷昭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642 槍彈辯駁: 希望學園與絕望高中生 = The AnimationSpike Chunsoft原作; 月見隆士漫畫; 葉廷昭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659 槍彈辯駁: 希望學園與絕望高中生 = The AnimationSpike Chunsoft原作; 月見隆士漫畫; 葉廷昭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635 Wizard's Soul: 戀愛聖戰 秋★枝作; yoshiki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666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原作; 吉岡公威畫; なかじまゆか角色原案; 霖之助譯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673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原作; 吉岡公威畫; なかじまゆか角色原案; 霖之助譯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680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原作; 吉岡公威畫; なかじまゆか角色原案; 霖之助譯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697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車田正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逝人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789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車田正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逝人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703 雖然才高一卻在異世界當起城主 鏡裕之原作; 神吉李花漫畫; 陳柏伸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710 雖然才高一卻在異世界當起城主 鏡裕之原作; 神吉李花漫畫; 陳柏伸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727 翔姬少女的訣別 道明宏明作; 晚於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734 翔姬少女的訣別 道明宏明作; 晚於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741 爸爸與父親的家庭食堂 豐田悠作; 周先姝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758 爸爸與父親的家庭食堂 豐田悠作; 周先姝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765 爸爸與父親的家庭食堂 豐田悠作; 周先姝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772 現代魔女的求職日記 相澤沙呼原作; はま漫畫; 霖之助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796 現代魔女的求職日記 相澤沙呼原作; はま漫畫; 霖之助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802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車田正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826 聖鬪士星矢: 聖鬪少女翔 車田正美原作; 久織知槙漫畫; 晚於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6819 我家才沒電視咧 億章原作; 井上菜摘漫畫; 賴俊帆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6833 咕嚕咕嚕魔法陣. 2 衛藤ヒロユキ作; 弁天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840 咕嚕咕嚕魔法陣. 2 衛藤ヒロユキ作; 弁天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857 潔癖男子青山! 坂本拓作; 小天野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864 潔癖男子青山! 坂本拓作; 小天野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871 潔癖男子青山! 坂本拓作; 小天野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888 潔癖男子青山! 坂本拓作; 小天野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6895 少年怪奇劇場 成島由利作; 葉廷昭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376901 少年怪奇劇場 成島由利作; 葉廷昭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376918 尋短者與雲雀 山中ヒコ作; 通電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925 尋短者與雲雀 山中ヒコ作; 通電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932 尋短者與雲雀 山中ヒコ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6949 百合的我與惡魔的她(?) もこやま仁作; 沈嘉瑋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956 百合的我與惡魔的她(?) もこやま仁作; 沈嘉瑋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963 和風喫茶鹿楓堂 清水ユウ作; 晚於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6970 和風喫茶鹿楓堂 清水ユウ作; 晚於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6987 少年啊!要光耀耽美 美樹麻樹作; RON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6994 少年啊!要光耀耽美 美樹麻樹作; 和靜清寂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7007 續.艷姿戲畫. 上卷= Niθ art works vol.2 Niθ作; 路吉譯 2015-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7014 續.艷姿戲畫. 下卷= Niθ art works vol.2 Niθ作; 路吉譯 2015-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7021 七龍傳說美術收藏集. 2020&2020-II REI內文翻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038 閃亂神樂系列官方插畫集: 少女們的軌跡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045 てぃんくる插畫珍藏集: 密夜茶會 てぃんくる作;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052 七福神黑手黨 寺井赤音作; 蘇奕軒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7069 七福神黑手黨 寺井赤音作; 蘇奕軒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076 七福神黑手黨 寺井赤音作; 蘇奕軒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7083 みやま零畫集: 專屬於你的女僕.少女 みやま零作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090 愛夏的鍊金工房: 黃昏大地之鍊金術士官方視覺美術集REI內文翻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106 名偵探柯南VS.怪盜小子完全版 青山剛昌作; 張正薇, 張芳馨, 王瑜平譯 2020-05-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113 黑暗靈魂Ⅱ美術設定集= Dark souls II design works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5-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7120 擬態女友 咲良作; 逝人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137 劇場版 蒼藍鋼鐵戰艦= ARS NOVA-Blue Score 孫豐澤主編; SR2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144 關根君的戀情 河內遙作; 如糸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7168 閃亂神樂NewWave官方插畫美術設定集= Senran Kagura newwave official visual collection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151 關根君的戀情 河內遙作; 罪袋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7175 CAPCOM美術設定集. 2004-2014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182 要聽爸爸的話!: 路上觀察研究日誌 松智洋原作; 宮乃寬嗣漫畫; yoshiki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7199 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 官方美術設定集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205 百合學園: 百合香的女子大學生活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和宏漫畫; 逝人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7212 百合學園: 百合香的女子大學生活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和宏漫畫; 逝人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7229 「傳奇」系列20週年紀念美術集: 豬股睦美角色設定集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236 少男身少女心: 當少年變成少女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和宏漫畫; 小天野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243 腦內男友 陽気婢作; 籃球丸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7250 古墓奇兵崛起美術設定集= Rise of the Tomb Raider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6-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7281 異塵餘生4美術設定集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6-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7298 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更美 BOHA by Ylab作; 逝人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7304 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更美 BOHA by Ylab作; 逝人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311 WIXOSS夢限少女精選畫集 孫豐澤主編; 譚志瑋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328 戀愛叛惱 村山涉作; 曹棋閔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7335 碧藍幻想畫集= Granblue fantasy graphic archive 孫豐澤主編; 林其磊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342 天降未來新娘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和宏漫畫; 逝人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7359 FINAL FANTASY 25週年終極典藏紀念畫集 Vol.1洪宗賢, 王筱雲副總編輯;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7-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7366 TERRA BATTLE美術設定集 洪宗賢, 王筱雲總編輯; 李殷廷譯 2018-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77373 cos-chu♥扮演中毒! あずまゆき作; 小天野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380 cos-chu♥扮演中毒! あずまゆき作; 小天野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7397 てぃんくる插畫珍藏集: Quintet Tea Party蘿球社!てぃんくる作; 林珉萱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403 鋼彈軍武大全 極致模型技術指南= Gundam weapons modeling masters孫豐澤主編; SR2譯 201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77410 鋼彈軍武大全 極致模型技術指南. HG篇= Gundam weapons modeling masters孫豐澤主編; SR2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427 DOGS獵犬: BULLETS & CARNAGE ZERO 三輪士郎作; 林佩瑾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7472 JESUS砂塵航路: 夜魔狂歌 七月鏡一原作; 藤原芳秀作畫; 陳鈞然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7526 辣妹驅魔師: Black Sweep Sisters 藤沢亨原作; 佐野タカシ漫畫; 逝人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7533 辣妹驅魔師: Black Sweep Sisters 藤沢亨原作; 佐野タカシ漫畫; 逝人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908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8004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7755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7786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7793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7861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7878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7885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7892 軍神榮耀: 西庇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作; 小天野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7809 虎穴廚房 元ハルヒラ作; 望譯 2016-10-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5377816 虎穴廚房 元ハルヒラ作; 望譯 2016-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7847 PEACE MAKER和平捍衛者 皆川亮二作; 陳鈞然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7854 PEACE MAKER和平捍衛者 皆川亮二作; 陳鈞然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7953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7960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77984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77991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78011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77922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7939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8134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8059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066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8073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8097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8103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8110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8127 魔物獵人: 閃光獵人 山本晉漫畫; 冰上慧一故事; 林珉萱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8080 VANILLA FICTION: 死亡小說 大須賀惠作; 林莉雅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141 VANILLA FICTION: 死亡小說 大須賀惠作; 陳鈞然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158 魔物獵人: EPIC 布施龍太作; 林珉萱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165 蒼翼默示錄REMIX HEART スメラギ作; 陳柏伸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172 蒼翼默示錄REMIX HEART スメラギ作; 陳柏伸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189 蒼翼默示錄REMIX HEART スメラギ作; 陳柏伸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196 蒼翼默示錄REMIX HEART スメラギ作; 陳柏伸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8202 噬神者. 2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作 ;片桐いくみ畫; 陳柏伸譯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219 噬神者. 2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作 ;片桐いくみ畫; 陳柏伸譯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226 噬神者. 2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作 ;片桐いくみ畫; 陳柏伸譯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233 鬼之戀 丸木文華作; Ciel插畫; AZUKI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240 無恥的神燈 中原一也作; 立石涼畫; 佐加奈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257 瘟神來敲門 松雪奈々作; 小椋ムク畫; KEI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264 愛的故事 凪良ゆう作; 小椋ムク畫; Christine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271 薔薇色的人生 木原音瀬作; 山下知子畫; 佐加奈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288 相遇驟雨中 = When it rains, it pours 一穂ミチ著; 竹美家らら畫; 林珉萱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295 就要愛了 葵居ゆゆ著; 秀良子畫; KEI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301 頸後7秒 ナツ之えだまめ作; 高崎ぼすこ畫; 佐加奈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318 在公司跳舞 鳩村衣杏著; 小椋ムク畫; Y.S.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325 逐愛一夜情 = 4 Lovers, 1 night 高岡ミズミ著; 嵩梨ナオト畫; 珞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332 與鬼王的誓約 高尾理一作; 石田要畫; 黃盈琪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349 與鬼王的誓約. 2, 對鬼王的呼喚 高尾理一作; 石田要畫; 黃盈琪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356 侏羅紀愛人 犬飼のの作; 笠井あゆみ畫; KUMO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363 侏羅紀愛人 犬飼のの作; 笠井あゆみ畫; KUMO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370 侏羅紀愛人 犬飼のの作; 笠井あゆみ畫; KUMO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387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378394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378400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378417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作; 陳鈞然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378424 我與魔女的實驗時間 アラカワシン作; 陳鈞然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8431 電波教師 東毅作; 地區B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8479 電波教師 東毅作; 呂郁青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78448 電波教師 東毅作; 呂郁青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8455 電波教師 東毅作; 呂郁青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78462 電波教師 東毅作; 呂郁青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78486 綺糸屋異聞 坂野睦作; ALATA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493 綺糸屋異聞 坂野睦作; ALATA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8509 綺糸屋異聞 坂野睦作; ALATA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8516 李洛克的青春全力忍傳 平健史作; 岸本斉史原作; 伶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8523 李洛克的青春全力忍傳 平健史作; 岸本斉史原作; 伶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8530 李洛克的青春全力忍傳 平健史作; 岸本斉史原作; 伶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8547 新哆啦Ａ夢: 超棒球外傳 麥原伸太郎作; 藤子‧Ｆ‧不二雄創作公司協力; kimi譯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554 新哆啦Ａ夢: 超棒球外傳 麥原伸太郎作; 藤子‧Ｆ‧不二雄創作公司協力; kimi譯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561 新哆啦Ａ夢: 超棒球外傳 麥原伸太郎作; 藤子‧Ｆ‧不二雄創作公司協力; kimi譯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8578 少女戀愛變異 大月悠祐子作; 香草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585 NOBELU: 演 野島伸司作; 吉田讓畫; 何硯鈴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592 NOBELU: 演 野島伸司作; 吉田讓畫; 何硯鈴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608 NOBELU: 演 野島伸司作; 吉田讓畫; 何硯鈴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8615 超推腦KEI: 不可思議事件檔案 五味一男原作; 水野光博漫畫; 田中克樹腳本; ALATA譯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622 超推腦KEI: 不可思議事件檔案 五味一男原作; 水野光博漫畫; 田中克樹腳本; ALATA譯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639 超推腦KEI: 不可思議事件檔案 五味一男原作; 水野光博漫畫; 田中克樹腳本; ALATA譯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8646 戰場ANIMATION: 戰場高中動畫製作社 中田貴大作; 霖之助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653 手與口: 江戶便利屋事件帖 河下水希作; 大崎知仁畫; 弁天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660 手與口: 江戶便利屋事件帖 河下水希作; 大崎知仁畫; 弁天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677 手與口: 江戶便利屋事件帖 河下水希作; 大崎知仁畫; 弁天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684 手與口: 江戶便利屋事件帖 河下水希作; 大崎知仁畫; 弁天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8691 手與口: 江戶便利屋事件帖 河下水希作; 大崎知仁畫; 弁天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8714 國士無双 田島七枝作; 蘇奕軒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721 鋼彈創鬥者: 模型魂鬥士奇托＆比爾特 河本Kemon作; 梁爾淇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738 電影版妖怪手錶: 誕生的秘密喵!繪本 LEVEL-5 Inc.作; 梁爾淇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745 電影版妖怪手錶: 閻魔大王與5個故事喵!. EP5特別篇!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752 電影版妖怪手錶: 飛天巨鯨與兩個世界的大冒險喵!小西紀行作; 梁爾淇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769 白領驅魔師: 奧村雪男的憂愁 佐佐木ミノル漫畫; 加藤和惠原案; 陳鈞然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776 白領驅魔師: 奧村雪男的憂愁 佐佐木ミノル漫畫; 加藤和惠原案; 陳鈞然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783 白領驅魔師: 奧村雪男的憂愁 佐佐木ミノル漫畫; 加藤和惠原案; 陳鈞然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790 她是長頸妖 二駅ずい作; 賴俊帆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806 她是長頸妖 二駅ずい作; 賴俊帆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813 她是長頸妖 二駅ずい作; 賴俊帆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820 揮劍斬明月 堀内厚徳作; 小天野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837 揮劍斬明月 堀内厚徳作; 小天野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844 揮劍斬明月 堀内厚徳作; 小天野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851 神奇寶貝特別篇: Ω紅寶石.α藍寶石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2020-07-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868 神奇寶貝特別篇: Ω紅寶石.α藍寶石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875 噬魔調查員 小田原愛作; 陳鈞然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899 客人就是神。 メイジメロウ作; 伶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905 客人就是神。 メイジメロウ作; 伶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912 客人就是神。 メイジメロウ作; 伶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929 後宮騎士. 2, 沙漠王子是新娘的虜囚 仁賀奈作; えまる.じょん畫; KEI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936 惰性67％ 紙魚丸作; 小天野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8943 惰性67％ 紙魚丸作; 小天野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8967 惰性67％ 紙魚丸作; 小天野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8950 家計簿課長與日記王子 海野幸作; 夏水りつ畫; 望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974 明天依然愛你 安芸まくら作; 深井結已畫; Christine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8998 黑田小編與片桐小編 nini作; yoshiki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001 黑田小編與片桐小編 nini作; yoshiki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018 黑田小編與片桐小編 nini作; yoshiki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025 初戀貓要出嫁 櫛野ゆい作; Ciel畫; 黃盈琪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032 國王的戀愛美學: 副教授杉崎桂一郎 chi-co作; 裕千景子畫; 佐加奈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049 調教是媚酒之香 砂床あい作; 小山田あみ畫; KEI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056 女神異聞錄4 曾我部修司作; 陳柏伸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063 調教是沉浸在淫酒中 砂床あい作; 小山田あみ畫; KEI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070 牧場OL 丸井まお作; 鈴蘭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087 牧場OL 丸井まお作; 鈴蘭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100 綴串戀心 杉原理生著; 葛西リカコ畫; 林珉萱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117 老婆婆少女日向妹妹 桑佳あさ作; 蘇奕軒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124 老婆婆少女日向妹妹 桑佳あさ作; 蘇奕軒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131 老婆婆少女日向妹妹 桑佳あさ作; 蘇奕軒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148 CHERRY: 櫻桃 月村奎作; 木下けい子畫; Christine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155 365+1 凪良ゆう作; 湖水きよ畫; 佐加奈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162 臭臉的純情與腹黑的初戀 海野幸作; 木下けい子畫; Y.S.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179 哥哥不要欺負我 小中大豆作; 陸裕千景子畫; Ceui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186 幼兒園的王者 落合小夜里作; 弁天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193 幼兒園的王者 落合小夜里作; 弁天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209 幼兒園的王者 落合小夜里作; 弁天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216 幼兒園的王者 落合小夜里作; 弁天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9223 幼兒園的王者 落合小夜里作; 弁天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9230 告訴我你喜歡怎樣的人 小林典雅作; 大矢和美畫; Christine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247 我與部長的成人玩具 小中大豆作; 北沢きょう畫; 璃紗子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254 夜間花園 一穂ミチ作; 竹美家らら畫; 林珉萱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261 原子小金剛 起始 手塚治虫原案; 笠原徹郎漫畫; yoshiki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278 原子小金剛 起始 手塚治虫原案; 笠原徹郎漫畫; yoshiki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292 原子小金剛 起始 手塚治虫原案; 笠原徹郎漫畫; yoshiki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308 原子小金剛 起始 手塚治虫原案; 笠原徹郎漫畫; yoshiki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9315 原子小金剛 起始 手塚治虫原案; 笠原徹郎漫畫; yoshiki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9339 原子小金剛 起始 手塚治虫原案; 笠原徹郎漫畫; yoshiki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9285 人魚公主的弟弟 犬飼のの作; 笠井あゆみ畫; Ceui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346 老師不懂愛要怎麼做 兒玉潤作; 賴俊帆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353 老師不懂愛要怎麼做 兒玉潤作; 賴俊帆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360 狼與狐之夜 高遠琉加作; ヨネダコウ畫; 黃盈琪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377 FOOT FETISH戀上你的足尖 四ノ宮慶作; 笠井あゆみ畫; 珞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414 我的對手是羅密歐 秀良子; 望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421 我的對手是羅密歐 秀良子; 望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452 我的對手是羅密歐 秀良子; 望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384 樂園彼岸: 沉溺劣情 夜光花作; 小山田あみ畫; 璃紗子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391 美麗的他 凪良ゆう作; 葛西リカコ畫; 林珉萱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407 Calling輕喚我心 かわい有美子作; 円陣闇丸畫; 林珉萱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438 暗闇的封印: 邂逅之章 吉原理惠子作; 笠井あゆみ畫; Ceui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445 暗闇的封印: 黎明之章 吉原理惠子作; 笠井あゆみ畫; Ceui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79469 魔術學姐 アズ作; 霖之助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476 魔術學姐 アズ作; 霖之助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483 魔術學姐 アズ作; 霖之助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490 魔術學姐 アズ作; 霖之助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9506 潮間帶少女 小原ヨシツグ作; 李殷廷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513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520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537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544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9551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9568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9575 ALL OUT!! 全力達陣!! 雨瀬シオリ作; 弁天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79582 狩魔戰記 山本晉作; 沈嘉瑋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599 狩魔戰記 山本晉作; 沈嘉瑋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605 狩魔戰記 山本晉作; 沈嘉瑋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612 為了我就是我。 葉月抹茶作; 依文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629 為了我就是我。 葉月抹茶作; 依文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636 為了我就是我。 葉月抹茶作; 依文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643 為了我就是我。 葉月抹茶作; 依文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9650 我家有個秋田妹 三角頭作; 望譯 2020-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667 神推偶像登上武道館我就死而無憾 平尾アウリ作; 流雲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674 神推偶像登上武道館我就死而無憾 平尾アウリ作; 流雲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681 我無法成為公主 若林稔弥作; 李殷廷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698 我無法成為公主 若林稔弥作; 李殷廷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704 我無法成為公主 若林稔弥作; 李殷廷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711 少女終末旅行 つくみず作; 李殷廷譯 2020-10-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728 少女終末旅行 つくみず作; 李殷廷譯 2020-10-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735 犯罪學級! 水色睡眠作; 陳鈞然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742 花開物語 P.A.WORKS原作; 千田衛人作畫; 蘇奕軒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759 花開物語 P.A.WORKS原作; 千田衛人作畫; 蘇奕軒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766 牙鬥獸娘 村田真哉原作; 隅田かずあさ作畫; 湯伊蘋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773 牙鬥獸娘 村田真哉原作; 隅田かずあさ作畫; 湯伊蘋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780 牙鬥獸娘 村田真哉原作; 隅田かずあさ作畫; 湯伊蘋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797 牙鬥獸娘 村田真哉原作; 隅田かずあさ作畫; 湯伊蘋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9803 牙鬥獸娘 村田真哉原作; 隅田かずあさ作畫; 湯伊蘋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9810 牙鬥獸娘 村田真哉原作; 隅田かずあさ作畫; 湯伊蘋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79827 醉後還是愛上你 CRYSTAL洋介作; 鈴蘭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834 醉後還是愛上你 CRYSTAL洋介作; 林珉萱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841 醉後還是愛上你 CRYSTAL洋介作; 林珉萱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858 不死的獵犬 八十八良作; 蘇奕軒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865 不死的獵犬 八十八良作; 蘇奕軒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872 不死的獵犬 八十八良作; 蘇奕軒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889 不死的獵犬 八十八良作; 蘇奕軒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79896 偶像的她與宅男的我 丸木戶聰史原作; 春日旬漫畫; 洪兆賢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902 世界鬼 岡部閏作; 弁天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919 異法人 山本松季作; 周先姝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926 異法人 山本松季作; 周先姝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933 異法人 山本松季作; 周先姝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940 海貓鳴泣時Episode2: turn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監修; 鈴木次郎作畫; 小天野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957 海貓鳴泣時Episode2: turn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監修; 鈴木次郎作畫; 小天野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79964 海貓鳴泣時Episode2: turn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監修; 鈴木次郎作畫; 小天野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79971 海貓鳴泣時Episode2: turn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監修; 鈴木次郎作畫; 小天野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79988 妹妹機器人 谷澤史紀作; 粱爾淇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79995 僕少女 杉戸アキラ作; 葉廷昭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009 僕少女 杉戸アキラ作; 葉廷昭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016 僕少女 杉戸アキラ作; 葉廷昭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85023 僕少女 杉戸アキラ作; 葉廷昭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485030 僕少女 杉戸アキラ作; 葉廷昭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485047 海貓鳴泣時Episode3: banquet of the golden witch竜騎士07原作.監修; 夏海ケイ作畫; 小天野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054 海貓鳴泣時Episode3: banquet of the golden witch竜騎士07原作.監修; 夏海ケイ作畫; 小天野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061 海貓鳴泣時Episode3: banquet of the golden witch竜騎士07原作.監修; 夏海ケイ作畫; 小天野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85078 海貓鳴泣時Episode3: banquet of the golden witch竜騎士07原作.監修; 夏海ケイ作畫; 小天野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485085 海貓鳴泣時Episode3: banquet of the golden witch竜騎士07原作.監修; 夏海ケイ作畫; 小天野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485092 神之侍者= Garçon 城アラキ原作; ホリエリュウ漫畫; 伶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108 神之侍者= Garçon 城アラキ原作; ホリエリュウ漫畫; 伶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115 神之侍者= Garçon 城アラキ原作; ホリエリュウ漫畫; 伶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85122 神之侍者= Garçon 城アラキ原作; ホリエリュウ漫畫; 伶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485139 FIRE FIRE FIRE BLACK SWORD: 三重火力黑之劍佐藤ショウジ作; 晚於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146 FIRE FIRE FIRE BLACK SWORD: 三重火力黑之劍佐藤ショウジ作; 晚於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153 民法修正: 一夫多妻時代來臨 あかほりさとる原作; 竹內櫻漫畫; 倪湘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160 民法修正: 一夫多妻時代來臨 あかほりさとる原作; 竹內櫻漫畫; 倪湘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177 民法修正: 一夫多妻時代來臨 あかほりさとる原作; 竹內櫻漫畫; 倪湘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85184 屍落城市 磐秋ハル作; 晚於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191 屍落城市 磐秋ハル作; 晚於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207 偵探的偵探 松岡圭祐原作; 清原紘漫畫; 小天野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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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21 在地下城隔壁開旅店的老爹 東谷文仁作; 風花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38 螺絲俠EAT-MAN THE MAIN DISH 吉富昭仁漫畫; 賴俊帆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45 螺絲俠EAT-MAN THE MAIN DISH 吉富昭仁漫畫; 賴俊帆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252 惡魔的哀歌 梶本レイカ作; 湯伊蘋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69 神明的鬼牌 楠通春原作; 佐原ミズ作畫; 依文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76 闇女 カズミヤアキラ作; 弁天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83 色色女忍不能忍! 金澤真之介作; 洪兆賢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290 斑丸混沌忍傳 大野ツト厶作; 倪湘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306 戰武傳奇 真刈信二原作; DOUBLE-S漫畫; 風花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313 拉帕斯.主題遊樂園 成家慎一郎作; 小天野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320 Psycho Bank超能危機 芹沢直樹作; 沙輪忍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665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青山剛昌作; 太田勝, 漥田一裕漫畫; 龔亭芬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485672 我家有個魚乾妹F: 魚乾妹繪日記 三角頭作; 伶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5689 背道而馳的愛戀 鈴藤みれ作; Christin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696 聖闘士星矢(完全版) 車田正美作; SR2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702 Parasitic Soul幻夢之魂 木原音瀬作 2014-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719 關於,你我 朝丘戾作; Christine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726 CANIS: 親愛的帽客先生 ZAKK作; 游若琪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733 無限住人(豪華版) 沙村廣明作; 林珉萱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740 NEIN(非聖) トジツキハジメ漫畫; 籃球丸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764 給我七顆杏仁 夏水りつ作; 呂郁青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771 麻羽里與龍 元ハルヒラ作; ALATA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818 繼母與女兒的藍調 桜沢鈴作; 晚於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825 夢魘製造機 = Nightmare maker Cuvie作; Yoshiki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832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 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849 精靈寶可夢: 就決定是你了!(劇場版) 鷹岬諒作; 霖之助譯 2019-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856 新網球王子. Ⅰ 許斐剛作; 依文翻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863 新網球王子. Ⅱ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485870 妮娜與兔子與魔法戰車 兔月龍之介原作; 藪口黑子漫畫; 葉廷昭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5887 妮娜與兔子與魔法戰車 兔月龍之介原作; 藪口黑子漫畫; 葉廷昭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5894 妮娜與兔子與魔法戰車 兔月龍之介原作; 藪口黑子漫畫; 葉廷昭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85931 岡本倫短篇集Flip Flap 岡本倫作; 陳鈞然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5948 電影版妖怪手錶: 誕生的秘密喵! LEVEL-5 Inc.原作; 小西紀行作; RU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5955 百萬坪迷宮 たかみち作; yoshiki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485962 百萬坪迷宮 たかみち作; yoshiki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485979 終結的熾天使: 公式設定集8.5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弁天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5986 人中之龍 維新!完全攻略極之書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5993 NOMOKEN野本憲一模型技術研究所 野本憲一作; SR2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98009 絕命異次元三部曲 美術設定集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6-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498016 秘境探險4盜賊末路 美術設定集 Evan Shamoon著;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6-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5098131 傀儡馬戲團 藤田和日郎作; 田家, Niwa翻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1568966 All you need is kill 櫻坂洋作; fafa翻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8803 花樣戲劇節原創劇本集. 青春冊 余浩瑋主編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8810 花樣戲劇節原創劇本集. 夢想冊 余浩瑋主編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8827 花樣戲劇節原創劇本集. 熱血冊 余浩瑋主編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8834 我的青春,在劇場: 20年劇場紀念x13段生命歷程,那些被戲劇包容、療癒、鼓舞的人生故事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吳奕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85182 拓方印集會員作品集. 2019 戴文祥, 陳俊元, 葉坤鵬, 施亞南, 鹿鶴松, 徐鳳聰, 陳佳呈, 邱正文, 洪嘉勇, 劉明凱, 姜自達, 李憲雄, 周駿城, 吳昌緯, 蔡永茂, 古員齊, 邱尉庭作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拓方印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27

送存冊數共計：1263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9789869692151 大脫鉤: 中國是文明海洋中的孤島 余杰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9692168 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論 徐文立編纂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8717 Explore Taiwan author Adrian Saunders, Alex Eveleth, Catherine Jenson, Erin Vasseur, Michael Riches, Rebecca Miller, Sebastian Morgan, William Davidson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1038 末殺者 畢名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31069 無垠祕典= Arcanum unbounded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段宗忱等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31076 冰凍地球. 首部曲, 寒冬世界= Winter world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陳岳辰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1083 冰凍地球. 二部曲, 太陽戰爭= The solar war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陳岳辰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619 幻想惡魔圖鑑 健部伸明監修; 王書銘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6626 尋找代號八 羅伯.杜格尼(Robert Dugoni)著; 清揚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633 百鬼夜行. 卷3, 魔神仔 笭菁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25125 One Art Taipei藝術台北. 2021 鄭庭薇, 柯乃禎(Jessica Ko), 林怡君(Sophia Lin), 陳瑩真(Doris Chen), 韋怡忻(Tiffany Wei)責任編輯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34439 保釣五十年的悲願 謝正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6412 小頑童 謝翔安作; 吳紫郡繪圖 2020-06-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7713 易經與論語. 第六卷 吳秋文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4732 軌道系統規範與實務EN 50126-1 林仁生編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7516 故事角落裡的故事: 裴利老師來函的三堂課 黃又青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523 玻璃小孩吉賽兒 碧翠絲.阿雷馬娜(Beatrice Alemagna)文.圖; 謝又青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7914 第100根白毛 盧方方文; 嫩毛林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7451 日日餐桌: 120道常備菜.早午餐.今日特餐.韓式小菜.單盤料理.療癒料理.聚會餐點,天天都是下廚好日子= The best day for cooking洪抒佑著; 林芳伃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27468 輕鬆打造完美廚藝: 新手變大廚的20項關鍵技法&120道經典料理= Ruhlman's twenty : the ideas and techniques that will make you a better cook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譯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27475 吃出健康瘦= Delicious low carb high protein diet recipesMini朴祉禹著; 高毓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侒可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立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甘夫子創意語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亞太連線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創新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9789869927482 地圖會說話: 從GPS衛星定位到智慧手機地圖,不可不知的地理資訊應用(10週年增訂版)= Mapping the future with GIS李文堯, 林心雅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098382 城乡营造与区域發展 王伯勋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53215 說好,一起健康: 好好照顧身體最重要的關鍵密碼#202020劉湘萍, 蕭蕾, 蕭鴻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873318 通識教育學報. 第八期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79091 2019年世界大學運動會跆拳道競賽實務技術報告: 以對打女子團體賽為例秦玉芳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05106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9605113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965786 口直心快談兩岸 安強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965793 無敵拳法國術精華 安強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2712 中世における「源氏物語」享受の樣相: いわゆる別本に属する麦生本系統の場合林欣慧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5704 眼睛寶寶亮晶晶 劉海華, 蔣萍著; 稚子文化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5711 食物寶寶去旅行 張媛媛, 蔣萍著; 稚子文化繪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5728 骨骼寶寶愛運動 曾瀚琳著; 稚子文化繪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4407 虹 余勉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9834414 絹扇記 嘉德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9834421 穿越經濟迷霧: 探求全球視野下的經濟新形勢= Through the economic fog時子欽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9834438 途中遇雨 簡單著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66978 醫護與管理科際整合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9 醫護暨管理學群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66985 醫與法: 個案研究 廖又生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0108 圖書館與法 廖又生, 駱平沂合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杯杯文創伙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亞東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采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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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西全球文創產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8242 本色: 黑白線性組曲: 楊子雲創作集= The nature-the linear suite of black and white楊子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98259 黃豆北追根畫: 可以朗讀的抽象畫= The art of Dragon Huang: readable abstract painting黃豆北著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426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行銷實務. 下葉伊修, 焦貴真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745069 保衛家園大作戰 茱莉亞.派頓(Julia Patton)文圖; 劉清彥翻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076 完美的作品: 自閉症孩子的超能力 崔西.帕基雅姆.阿洛韋(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菲利波(Ana Sanfelippo)繪; 周婉湘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745083 遊戲場上的難題: 焦慮孩子的超能力 崔西.帕基雅姆.阿洛韋(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菲利波(Ana Sanfelippo)繪; 周婉湘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745090 教室裡的謎題: 過動症孩子的超能力 崔西.帕基雅姆.阿洛韋(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菲利波(Ana Sanfelippo)繪; 周婉湘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745106 地圖任務的挑戰: 閱讀障礙孩子的超能力 崔西.帕基雅姆.阿洛韋(Tracy Packiam Alloway)作; 安娜.聖菲利波(Ana Sanfelippo)繪; 周婉湘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745182 千萬不要成為牛頓!你絕對不會想要的孤獨人生伊恩.葛蘭姆(Ian Graham)作;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黃意然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199 千萬不要跟哥倫布一起航行!你絕對不會想要橫渡的未知水域費歐娜.麥唐諾(Fiona MacDonald)作;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黃意然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05 千萬不要和馬可波羅一起探險!你絕對不會想去的漫長旅程賈桂琳.莫利(Jacqueline Morley)作;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賴青萍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12 千萬不要住在中世紀城堡!你絕對不會想住的屋子賈桂琳.莫利(Jacqueline Morley)作;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范雅婷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29 千萬不要去建造金字塔!你絕對不會想做的危險工作賈桂琳.莫利(Jacqueline Morley)作;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賴青萍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36 金瓜石: 金仔山的黃金歲月 施政廷, 蕭錦章合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43 千萬不要成為古希臘運動員!: 你絕對不會想參加的比賽麥可.弗爾德(Michael Ford)作; 大衛.安契姆(David Antram)繪; 范雅婷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50 只丟一個又不會怎麼樣! 崔西.寇德羅伊(Tracey Corderoy)作; 湯尼.尼爾(Tony Neal)繪; 周婉湘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08942 構圖 臺灣: 視覺藝術創作徵件入圍作品集. 2020= Go to Taiwan 3rd: o-bank education foundation & apollo art awards catalogue of the nominees財團法人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 阿波羅畫廊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22278 國道6號的美麗與哀愁= The beauty and sorrow of National Freeway No.6陳永進, 洪英聖, 許育甄, 張暐婕, 陳鈺霈, 邱敬婷, 畢可潔作; 黃淑貞主編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3184 大木棉樹: 亞馬遜雨林的故事 林妮.伽利(Lynne Cherry)文.圖; 劉清彥譯 2021-01-00 [三版] 精裝

9789869951319 南瓜湯 海倫.庫柏(Helen Cooper)文.圖 2020-09-00 [五版] 精裝

9789869951326 阿迪和朱莉 陳致元作繪 2021-01-00 [四版] 精裝

9789869951333 熊爸爸去另一個城市工作 陳致元作繪 2021-01-00 [三版] 精裝

9789869951340 用愛心說實話 派翠西亞.麥基撒克文; 吉絲莉.波特圖; 宋珮譯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869951357 家族相簿 席薇亞.戴娜, 提娜.克莉格文; 烏麗可.柏楊圖; 洪翠娥譯2021-02-00 [四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091613 洪福齊天 遲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620 洪福齊天 遲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91637 將門俗女 輕舟已過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1644 將門俗女 輕舟已過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1651 將門俗女 輕舟已過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1668 傳家寶妻 秋水痕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1675 傳家寶妻 秋水痕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1682 傳家寶妻 秋水痕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1699 廚娘的美味人生 梅南衫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705 廚娘的美味人生 梅南衫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阿波羅畫廊

送存冊數共計：3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岱圖書



9789865091712 安太座 月小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729 安太座 月小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91736 巧匠不婉約 賀思旖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743 巧匠不婉約 賀思旖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91750 敦妻睦鄰 君回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1767 敦妻睦鄰 君回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1774 敦妻睦鄰 君回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1781 夫人萬富莫敵 顧匆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798 夫人萬富莫敵 顧匆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91804 書中自有圓如玉 清棠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1811 書中自有圓如玉 清棠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1828 書中自有圓如玉 清棠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1835 書中自有圓如玉 清棠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91842 金牌虎妻 橘子汽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1859 金牌虎妻 橘子汽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1866 金牌虎妻 橘子汽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1873 學渣大逆襲 鍾心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880 學渣大逆襲 鍾心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3658 死亡的重量= Living proof 約翰.哈威(John Harvey)著; 李靜宜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3665 走馬: 督察長的馬祖人生筆記 蕭惠珠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3689 方圓之間: 一本書讀懂世界遺產 李俊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328984 觀音,佛的好幫手 比丘尼近柔, 特莉.尼克森作; 比丘尼恒青繪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328991 救世靈丹 宣化上人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9919 長洪武學縱橫. 第二十五期 李長穎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485031 Pinocchio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ed by Little Oil2021-01-00 1st ed. 平裝

9789574485048 Wee talk! wee play! blue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or Macree, Wing Hsu, Ginar Liu, P714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74985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第七冊 釋法音淺釋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66605 做自己的操盤手: 紀律執行 陳建達口述; 洪可容執筆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480776 東海大學音樂治療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年第一屆: 「我歌,故我在」-音樂治療於失智症長者服務模式與訓練方案= 2020 Music Therap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Tunghai: "I sing, therefore I am" -music therapy for elders with dementia: intervention models and training program蕭斐璘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府城舊冊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音宣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長洪武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8

東美



9789575480769 東海校園迷思: 自由中國的現代建築傳奇 關華山, 林婉婷, 蕭雅菁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480783 文藝論稿 王建生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5480790 文藝論稿 王建生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5480806 醍醐集 吳福助選輯; 謝鶯興編輯 2021-02-00 其他

9789575480813 圖書館特藏聖經展專輯彙編. 2019年 李光臨編 2021-02-00 其他

9789575480820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電子書 蕭繼宗著; 王建生選輯 2021-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85644 讀易散記上經 徐醒民撰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266581 丹道淨土祕旨 黃敏恭講述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6427 AAA城市藝術生活誌. Vol.05, 如果西城是一首歌彭永翔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514763 峽壁渡河散記 林川夫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8721 越南現代文學= OA̍T-LÂM HIĀN-TĀI BÛN-HA̍K阮登疊(Nguyễn Đăng Điệp)原作; 蔣為文主編譯; 蔣為文, 蔡氏清水, 鄭智程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801244 圖解大清時代 詹施雅著 2020-11-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4801299 圖解合成器入門 松前公高著; 陳弘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801305 圖解聚焦東協 瑞穗(MIZUHO)綜合研究所著; 楊毓瑩譯 2020-11-00 修訂2版 平裝

9789864801312 圖解老莊思想 曾珮琦著 2020-11-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4801329 大木構架= Learn to timber frame: craftsmanship,simplicity,timeless beauty威爾.畢莫(Will Beemer)著; 張正瑜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801336 日式住宅空間演繹法 本間至著; 黃筱涵譯 2021-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4801343 圖解貝斯過門 板谷直樹著; 陳弘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801350 環保住宅 ソフトユニオン作; 洪淳瀅譯 2021-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4801367 漫畫敘事表現解剖學= Expressive anatomy for comics and narrative威爾.艾斯納(Will Eisner)作; 蔡宜容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801374 圖解精密切削加工 大坪正人著; 宮玉容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801381 日式茶室設計 桐浴邦夫著; 林書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801398 超創業計畫書 井口嘉則著; 飛高翔畫; 林詠純譯 2021-02-00 修訂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739 TALENT薩克斯風探索團 丁文祺, 李淑玫, 林旭承, 林月盛, 唐苡翔, 廖光明, 王漢瑞, 陳映輝, 黃冠鈞, 蔡常文, 李宗育, 張銘仁, 黃奉彬, 蔡淑芬, 黃嫊惠, 邱柏維編輯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5901 耄耋氍毹.王維艱度曲輯 氍毹耄耋.黃小午度曲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卓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絡索文藝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忠泰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河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圖書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68780 瘋農業: 臺灣農創力大未來 劉程煒主編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988753 平安自在: 慈悲心待人,时时有平安;智慧心安己,处处得自在。圣严法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8760 絕妙說法: 法華經講要 聖嚴法師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575988777 心經集註 靈源老和尚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8784 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 聖嚴法師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8791 彌勒佛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8807 法緣.書緣 單德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8814 平安的人間(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9057 民眾佛教的扎根: 日本. III 末木文美士編輯委員; 辛如意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9064 带着禅心去上班: 圣严法师的禅式工作学 圣严法师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9088 禪觀修學指引: 漢傳禪修次第表解 釋繼程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33259 荒野地: 致被時代耗損與廢棄的詩人們 木焱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33297 百年藥櫃九帖湯: 走訪飄香一世紀的中藥行 陳默安, 語屋文創工作室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3076 男主,今天動心了嗎? 蕾絲糖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3083 小狐狸撩表心意 杜若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3090 攻略目標是老公 花襲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39975 快速保養技術規格資料表: 磅數表= Technical data sheet for quickly service & care林永憲著作代表 2021-01-00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4265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2020-08-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9894272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2020-08-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9894289 佛說阿彌陀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9947466 太上玄門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747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江味農校正 2021-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9947497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609 保安廣澤尊王真經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616 玉清元始天尊啟智通靈真經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1391 犬貓呼吸醫學= Canine and feline respiratory medicineLynelle R. Johnson原著; 羅億禎編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88194 實務餐旅華語= Practical hospitality chinese 明新科技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狗腳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華語文教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松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精農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2417 Let's talk Kentucky. book2, student's book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2479 Let's talk Kentucky. book2, workbook A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2486 Let's talk Kentucky. book2, workbook B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0-11-00 1st ed.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4300 高手的養成. 3. 上, 老手不傳之祕 安納金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358814 Role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ors Hye Kyung Park et al.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683532 存股輕鬆學: 4年存300張金融股,每年賺自己的13%孫悟天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83532 存股輕鬆學: 4年存300張金融股,每年賺自己的13%孫悟天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83297 森林裡的法國食年: 綻放夏秋 陳芓亮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299 會計之神教我的金錢法則= 会計の神さまが教えてくれたお金のルール天野敦之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350 懶惰鬼的幸福早餐 大野正人文; 小田真規子料理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367 改變人生的冥想習慣 加藤史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374 一輩子很長,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慕蓉素衣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381 私房茶學 戴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398 高敏人的優勢練習課: 認同自己的「敏感力」, 發揮內在力量的天賦使用說明武田友紀著; 張婷婷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404 防病藥茶: 常喝100種傳統藥草茶,喝出免疫力與自癒力陳永燦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411 謝謝我自己,不完美也很美! 湯蓓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435 財務自由入門套書 天野敦之, 孫悟天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36442 中藥材與漢方藥圖鑑事典 田中耕一郎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459 可愛就好,管她什麼完美! 蕭歆儀, 黃佳燕, 賴秉薇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937471 都市偷香賊. 11 雪凡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2937488 都市偷香賊. 12 雪凡著 2021-02-00 其他

9789862937495 阿里布達年代記. 21 弄玉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2937501 國中理化課. 3 小平著 2021-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832113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9832120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9832137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9832144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9832151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9832168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9832175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9832182 百年新詩. 1917-2017 黃粱(Huang Liang)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3809 審計委員會參考指引: 協助審計委員會發揮職能與創造價值朱德芳, 陳宇紳, 廖柏蒼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3816 公司治理重要判決摘要選粹. 第四期, 內線交易之消息傳遞責任. 2020年張心悌編審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2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青銅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肯塔基文教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意資產管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323490 弘一大師悲智雙運之願行 釋慧觀撰述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8605 我們 一起走過.憶起十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效力志工團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6647 我家生命樹. 1, 家庭教育課程(親子手札) 王怡婷, 章燕燕, 陳怡葦, 林映均, 出版部編輯 2020-06-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9906654 我家生命樹. 2, 家庭教育課程(親子手札) 王怡婷, 章燕燕, 陳怡葦, 郭德棻, 林映均, 出版部編輯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661 我家生命樹. 1, 家庭教育課程(教師手冊) 王怡婷, 章燕燕, 陳怡葦, 林映均, 出版部編輯 2020-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9906678 我家生命樹. 2, 家庭教育課程(教師手冊) 王怡婷, 章燕燕, 陳怡葦, 郭德棻, 林映均, 出版部編輯2020-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6601 敏捷化警務思維與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agile police thinking and cooperation蘇志強總編輯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80593 身心障礙者懷孕手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編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302 「服務利他-祥和社會.環境永續」論壇 賴鼎銘等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55455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20: 變革中的特殊教育姜義村等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53029 梅川傳統文化學會會刊. 第二十輯 王美懿主編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6281 危機中的盼望= Hope in any crisis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作; 王建玫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7604 天國生活= The way of life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作; 王建玫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542587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 editor-in-chief Da-Li Lin, Scott Pursner, Allen Lyu 2020-12-00 平裝

9789868542594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 2020=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丁宗蘇, 方文揚, 王文千, 王振芳, 王齡敏, 池文傑, 吳世鴻, 呂亞融, 呂佳家, 呂翊維, 李文珍, 李培芬, 李翊僑, 林大利, 林昆海, 林惠珊, 林湧倫, 林瑞興, 柯智仁, 洪孝宇, 洪崇航, 范孟雯, 孫元勳, 翁榮炫, 張安瑜, 張舜雲, 張瑄, 張樂寧, 許正德, 許皓捷, 郭姿蒨, 陳一菁, 陳宛均, 陳恩理, 陳雪琴, 彭千容, 黃永坤, 黃向文, 溫唯佳, 葉裕民, 潘森識, 蔡世鵬, 蔡若詩, 蔣功國, 蔣忠祐, 鄭謙遜, 蘇于真, 蘇美如作; 林大利, 呂翊維總編輯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2168 信徒養育: 一要三招= Faith fundamentals one principle,three practices楊寧亞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175 團隊建造= Team building 楊寧亞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182 新春10天禱告日誌 楊寧亞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199 PHƯỚC HẠNH ĐẦY TRỌN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梅川傳統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服務利他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特殊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身心障礙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台北效力志工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生命樹教育協會

弘一大師紀念學會



9789860629804 滿福寶: 带给您七重祝福的宝贝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9811 兒童滿福寶 2021-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0629828 好young!滿福寶: 帶給您八重祝福的寶貝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9835 The Full Blessing滿福寶: 帶給您七重祝福的寶貝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9842 健康滿福寶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9859 滿福寶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29866 防疫滿福寶 2020-02-00 初版四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1407 給我一個球場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作; 蔡雪純繪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13922 <>專題講座彙編 陳世賢作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1012 淨心法語. 第一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81029 弟子規教學讀本. 初級. 二 華藏淨宗學會編著 2021-03-00 二版二十五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1018 這樣養寵物 家庭超幸福! 張詠幗採訪撰稿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165663 審判數學: 在法庭中數字如何被運用及濫用= Math on trial: how numbers get used and abused in the courtroomLeila Schneps, Coralie Colmez著; 孫斌, 柯昀青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2109 E-Security資安科技-政府策略&企產資源&學研實務demo論壇專書. 第一屆2020社團法人台灣E化資安分析管理協會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46722 台灣國際儒學學術論壇論文集. 2020 台灣孔子研究院,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89720 消防與災害管理法規=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fire safet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邱晨瑋, 張易鴻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489737 消防與災害管理法規=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fire safet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邱晨瑋, 張易鴻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489744 警報暨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Fire alarm and evacuation equipment system邱晨瑋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7808 我要回家 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編著; 建國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繪製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67815 <>教師資源手冊 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編著; 建國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繪製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93724 因為愛你 教會我勇敢: 失智症法律須知= Loving you,making me brave湯麗玉, 牛湄湄, 徐榮隆, 許書瀚, 鄭嘉欣撰稿 2020-12-00 第3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失智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孔子研究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公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律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E化資安分析管理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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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青少年純潔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昊天易經羅經盤經傳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8705 當王國逐漸天亮 徐立真, 許博凱, 簡逸君撰文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195340 自殺防治年報. 中華民國108年 李明濱主編 2020-1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3205 基督審判臺=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郝雷克(Rick C. Howard)著; 陳維德譯 2021-01-00 再版一刷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5021 歸納式查經: 出埃及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8-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9915038 歸納式查經: 出埃及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6-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9915045 歸納式查經: 出埃及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9-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9915052 歸納式查經: 出埃及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15069 歸納式查經: 但以理書(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2-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15076 歸納式查經: 但以理書(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083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 上(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15090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008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015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495022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7-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039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046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053 歸納式查經: 撒母耳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495060 歸納式查經: 以斯帖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95077 歸納式查經: 以斯帖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95084 歸納式查經: 約書亞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95091 歸納式查經: 約書亞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7-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495107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6-11-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114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121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6-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138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7-0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495145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6-03-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152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169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撰寫 2014-04-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176 歸納式查經: 馬太福音(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3-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495183 歸納式查經: 使徒行傳(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9-03-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190 歸納式查經: 使徒行傳(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206 歸納式查經: 使徒行傳(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8-06-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213 歸納式查經: 使徒行傳(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220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A(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6-08-00 平裝

9789865495237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A(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6-08-00 平裝

9789865495244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A(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6-08-00 平裝

9789865495251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A(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9-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495268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4B(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6-11-00 平裝

9789865495275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5B(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6-11-00 平裝

9789865495282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6B(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6-11-00 平裝

9789865495299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B(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6-11-00 平裝

9789865495305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7C(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7-02-00 平裝

9789865495312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8C(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7-02-00 平裝

9789865495329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9C(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7-02-00 平裝

9789865495336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C(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張玉蓉文字編輯 2019-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利未支派事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9789865495343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0D(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5-00 平裝

9789865495350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1D(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5-00 平裝

9789865495367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2D(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5-00 平裝

9789865495374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D(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5-00 平裝

9789865495381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3E(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8-00 平裝

9789865495398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4E(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8-00 平裝

9789865495404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5E(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8-00 平裝

9789865495411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E(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08-00 平裝

9789865495428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6F(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11-00 平裝

9789865495435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7F(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11-00 平裝

9789865495442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8F(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11-00 平裝

9789865495459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F(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7-11-00 平裝

9789865495466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19G(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2-00 平裝

9789865495473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0G(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2-00 平裝

9789865495480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1G(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2-00 平裝

9789865495497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G(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2-00 平裝

9789865495503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2H(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5-00 平裝

9789865495510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3H(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5-00 平裝

9789865495527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4H(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5-00 平裝

9789865495534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H(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5-00 平裝

9789865495541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5I(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8-00 平裝

9789865495558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6I(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8-00 平裝

9789865495565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7I(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8-00 平裝

9789865495572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I(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筱玟,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08-00 平裝

9789865495589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8J(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11-00 平裝

9789865495596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29J(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11-00 平裝

9789865495602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0J(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11-00 平裝

9789865495619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J(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8-11-00 平裝

9789865495626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1K(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2-00 平裝

9789865495633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2K(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2-00 平裝

9789865495640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3K(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2-00 平裝

9789865495657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K(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2-00 平裝

9789865495664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4L(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5-00 平裝

9789865495671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5L(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5-00 平裝

9789865495688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36L(家庭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5-00 平裝

9789865495695 聖經樂園: 親子遊戲書. L(主日版) 陳怡慧, 黃佩詩, 林貝嘉文字編輯 2019-05-00 平裝

9789865495701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教師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7-04-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718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學生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撰寫 2019-03-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9206 黃天麟論壇 黃天麟作 2021-01-00 平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56691 家人相處秘笈. 2020. 成人篇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工作團隊編輯 2020-11-00 再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14240 臺灣外交戰略 施正鋒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9807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釋論高鐵BOT案浴火重生紀實陳建宇, 林雪花合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登輝民主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公私合夥建設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80

台灣國家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露德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43647 高雄攝影年鑑. 2019 黃登隆編輯 2020-0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1229 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 人人平等的社會核心價值,透過新政治與勞動體制變革,驅動創新經濟凱薩琳.瑟倫(Kathleen Thelen)著; 盧靜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47632 十全大補= The ten unique skills in GBR 王巍穆, 林昱任, 林元凱, 徐振祥, 高宇鋒, 陳柏舟, 温世政, 曾建福, 黃日晟, 黃炯霖, 程文生, 鄭皓天, 潘同益, 盧威利, 顏志忠作; 黃日晟總編輯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7304 從竹子到竹房子: 給所有人的竹構築指南= Bamboo-house陳鈺雯撰稿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82852 毫無隱藏: 與聖靈連結= Spirit connection manual貝瑞伯恩(Barry Byrne), 蘿莉伯恩(Lori Byrne)作; 高倢, 傅子萱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2869 毫无隐藏: 单身营会学员手册= Single life workshop workbook贝瑞伯恩(Barry Byrne), 萝莉伯恩(Lorl Byrne)合著; 林少轩译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25475 豆陣來企淘 王純敏等撰稿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80551 Cuentos indígenas mexicanos desde Chiapas= 墨西哥恰帕斯傳說故事Alejandro Hermández, Rocío de la Cruz, Guadalupe de Concepción Encinos Ton, Doris Sánchez Gómez, Diana Vázquez Ramírez, Josefa Cecilia Lievano Narváez y Juana del Carmen López Navarro, Antonio Pérez Vázquez, Ottavio Grassi, Rocío de la Cruz, y Humberto Gómez[作]; 黃筱綺[中文翻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4709 光映: 夢境指引 李香盈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716 興趣和你想的不一樣: 尋.嘗日的運用= More than your life interests林上能, 李香盈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4304 人身保險業務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11 銀行內控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28 初階外匯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35 投信投顧法規乙科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42 信託業務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59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66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73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80 理財規劃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4397 財產保險業務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09 初階授信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16 金榜筆記: 英文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23 法學緒論: 國民營招考、國家考試必備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30 銀行招考上榜筆記: 國文、英文、會計學、貨幣銀行學、票據法、銀行法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47 金融基測經典試題: 會計學、貨幣銀行學、票據法、銀行法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54 郵政外勤上榜筆記: 國文、臺灣自然與人文地理、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61 郵政內勤上榜筆記: 國文、英文、企管、郵政三法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25578 中油僱用人員: 國文、英文、企管、會計學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榜筆記企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夜夢晨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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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竹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民主連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4315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 男聲篇 陳維斌誌詞曲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64322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 女聲篇 陳維斌詞曲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64339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 重唱篇 陳維斌詞曲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9701 你看過台灣大山嗎? Soarppy文字; jing group青團隊設計繪圖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528979 孩子怎樣也講不聽？原因竟然是腎上腺疲勞 本間良子, 本間龍介著; 胡慧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28986 何必管別人怎麼看,反正也沒人看 林仁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8582897 最強「無鹽」理論: 法國料理名人: 無鹽才是最高級美味松嶋啟介作; 羊主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5808 搶救膝關節、踝關節: 對症、食療、日常保健、運動游敬倫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5822 咳嗽救星: 守護呼吸道,不怕黴漿菌、新冠狀病毒、流感、感冒羅仕寬, 羅際竹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7408 Can't you be more like them?: imbalance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learners’ experiences and identities in locally-grown english textbooksauthor Ya-ju Chuang 2020-09-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17843 蠟膜美容與淨毛= Wax beauty and hair removal 趙涵儒, 陳盈汝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9013 自由潛水聖經: 一口氣潛入水下世界 Umberto Pelizzari, Stefano Tovaglieri著; 李銳媛譯 2019-05-00 平裝

9789869769044 高氧潛水員: 多項優勢的潛水方式= Nitrox diverDIWA編輯團隊編輯 2020-11-00 第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1908 青溪揚藝 三十而立: 花蓮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成立三十週年會員作品專輯曾鴛鳳編輯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36773 微書: 棔柿樓日課初編 潘敦(Steven Pan)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6405 歐麗珠: 油畫作品集= Ou Li Chu: the art of collections[歐麗珠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8608 地表爆強夯 生技大投資 梁碧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8615 地表神力讚 小散戰勝 梁碧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家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家月刊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蓮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幸聞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典歌詩台灣音樂坊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889692 傑瑞實用美語: 美國俚語. 1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08 傑瑞實用美語: 美國俚語. 2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15 傑瑞實用美語: 美國俚語. 3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22 傑瑞實用美語: 美國俚語. 4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39 傑瑞實用美語: 美國俚語. 5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46 傑瑞實用美語: 心靈小語. 1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53 傑瑞實用美語: 心靈小語. 2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60 傑瑞實用美語: 心靈小語. 3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77 傑瑞實用美語: 心靈小語. 4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84 傑瑞實用美語: 心靈小語. 5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791 傑瑞實用美語: 童言童語. 1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807 童言童語. 2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 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814 傑瑞實用美語: 童言童語. 3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821 傑瑞實用美語: 童言童語. 4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 Irene Chen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838 傑瑞實用美語: 童言童語. 5 = Jerry's Practical Englisheditor Francy Fang, Sannin Tsai, Jenna Lai, Katy Lin, Edward Hsieh2009-01-00 平裝

9789865889845 不可不知的英文文法 Francy Fang總編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89852 不可不知的基礎英語1200字 = 1200 English words you must knowFrancy Fang總編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89869 My abc: workbook1 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20-06-00 平裝

9789865889876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一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8-12-00 平裝

9789865889883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二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02-00 平裝

9789865889890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三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03-00 平裝

9789865889906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四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04-00 平裝

9789865889913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五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05-00 平裝

9789865889920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六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06-00 平裝

9789865889937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七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08-00 平裝

9789865889944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八回 = Wow reach your goalEdward Hsieh 2019-09-00 平裝

9789865889951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九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10-00 平裝

9789865889968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十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11-00 平裝

9789865889975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十一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12-00 平裝

9789865889982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第十二回 = Wow reach your goal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19-09-00 平裝

9789865889999 My abc: workbook. 2 write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2020-08-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047726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20-12-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7733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09-10-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7740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0-03-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7757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0-09-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7764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7771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047788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047788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047795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047801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047818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047825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047832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047849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047856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047863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7870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青翰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7887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623譯 2020-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7894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623譯 2020-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8冊

9789865047917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連芳秀譯 2013-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7900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連芳秀譯 2014-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7924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7931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7948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7955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長鴻



9789865047962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7979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13-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7986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林豐丞譯 2014-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8082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8099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8105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8112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7993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8006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8013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8020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8037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8044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8051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8068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8075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李重甫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8129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8136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8143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8150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8167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048174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048181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048198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048204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048211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048228 聖痕鍊金士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悅作; 豬排飯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048280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20-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8235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9-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8242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8-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8259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8-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8266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8-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8273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9-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8334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8341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8358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8365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8372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8389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8396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20-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8402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20-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8冊

9789865048419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9冊

9789865048426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2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0冊

9789865048433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1冊

9789865048440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2冊

9789865048457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3冊

9789865048464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4冊

9789865048471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5冊

9789865048488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7冊

9789865048495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0冊

9789865048297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8303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8310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8327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8501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048518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048525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048532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048549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048556 WORST-極惡王 高橋弘作; 林豐丞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048655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8563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8570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8587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8594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8600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8617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8624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8631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8648 十字架+吸血姬= Rosario+vampire 池田晃久作; 鄭世彬譯 201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8693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8709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8716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8723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8730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8747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8754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8761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048778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048662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8785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048792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048808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048679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8686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8877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8815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8822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5-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8839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5-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8846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8853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8860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 貴家悠原作; 橘賢一漫畫;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8884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8-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8891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8-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8969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8976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8983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8990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9003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8-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9010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9027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8907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8914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8921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8938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8945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8952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陳少怡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9072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貓頭鷹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049089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貓頭鷹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049096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豬排飯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049102 異獸魔都 林田球作; 豬排飯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049119 愛我也無妨?= Why don't you love me? 秋葉東子作; 徐屹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9126 愛我也無妨?= Why don't you love me? 秋葉東子作; 徐屹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9133 今夜又失眠 山本小鉄子作; 阿拖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9140 今夜又失眠 山本小鉄子作; 徐屹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9157 今夜又失眠 山本小鉄子作; 橘子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9164 海盜迷情 水壬楓子原作; 御園えりい作; 末末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9171 海盜迷情 水壬楓子原作; 御園えりい作; 末末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9188 海盜迷情 水壬楓子原作; 御園えりい作; 末末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9287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9294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9300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9317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9324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9331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9348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9355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9362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049195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9201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9218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9225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9232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9249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9256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9263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9270 SUGARLESS-無糖 細川雅巳作; 陳少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9379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鄭世彬譯 2012-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9386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鄭世彬譯 2014-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9393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鄭世彬譯 2019-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9409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鄭世彬譯 2014-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9416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鄭世彬譯 2014-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9423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鄭世彬譯 2019-10-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9430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鄭世彬譯 2014-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9461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9447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9454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9478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9485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9492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9508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9515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9522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9539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9546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049553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049560 Letter Bee-信蜂 淺田弘幸作; 豬排飯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049577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鄭世彬譯 2019-08-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9584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鄭世彬譯 2019-08-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9591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鄭世彬譯 2019-08-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9607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9614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9621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9638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9-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9669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049645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9652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9676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9683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9690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9706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9713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049720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9737 07-GHOST: 神幻拍檔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9744 07-GHOST: 神幻拍檔CHILDREN 雨宮由樹, 市原ゆき乃作; 小鐵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049751 血界戰線. 1, 魔封街結社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768 血界戰線. 2, 世界與世界的遊戲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775 血界戰線. 3, 震擊之血槌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874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9959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049966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9973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049997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0006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0013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0020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0037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0198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049782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0211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0228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0235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0242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0259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0266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0273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390280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390297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390303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049799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0310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390365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390396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390419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390426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390457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390471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390501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390525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390532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049805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9812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9829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9836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9843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9850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049867 TOUGH灘神影流 猿渡哲也作; 林豐丞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9881 血界戰線. 4, 拳客的伊甸園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898 血界戰線. 5, Z最長的的一天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20-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049904 血界戰線. 6, 狼人大作戰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911 血界戰線. 7, 超微決死圈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928 血界戰線. 8, 幻界醫院萊傑茲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935 血界戰線. 9, 鰓呼吸藍調樂章 内藤泰弘作; 意澄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942 血界戰線. 10, 妖眼幻視行 内藤泰弘作; 梓槻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9980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0129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0136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0143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0150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0167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0174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0181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0204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0044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0051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0068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0075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0082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0099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0105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0112 元氣!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資閔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0402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0327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0334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0341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0358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5-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0372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0389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0488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0495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0518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0549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0556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0563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0570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0587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0433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0440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0464 蒼藍鋼鐵戰艦= Arpeggio of blue steel Ark Performance作; 豬排飯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0594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鄭世彬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0600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鄭世彬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0617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鄭世彬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0624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鄭世彬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0648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鄭世彬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0693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0716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0723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0747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0761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0785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0785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0792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0822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0846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0860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0877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0884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390891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390914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390631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0662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0655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8-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0679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7-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0730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8-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0938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8-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0945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9-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0969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8-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0686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DKHATUNE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0709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DKHATUNE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0808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小鐵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0815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小鐵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0839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小鐵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0853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小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0754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小鐵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0778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小鐵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0907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橘子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0921 海神的巫女 文月晃作; 橘子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0952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9-03-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0976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0-02-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0983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1-01-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0990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9-03-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1003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0-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1010 ACID TOWN-邊緣城市 九號作; 碧倫譯 2018-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1027 ACID TOWN-邊緣城市 九號作; 碧倫譯 2018-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1058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2-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1065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2-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1089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2-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1102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2-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1119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2-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1034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1041 元祖!抓狂一族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2011-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1072 ACID TOWN-邊緣城市 九號作; 阿拖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1096 ACID TOWN-邊緣城市 九號作; 阿拖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1126 ACID TOWN-邊緣城市 九號作; 瓜子譯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1263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7-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1133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1140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1164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1171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7-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1188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1195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1201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10-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1225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1249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1157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吳佳玲譯 2020-03-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1218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吳佳玲譯 2020-03-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1232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吳佳玲譯 2020-03-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1256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吳佳玲譯 2020-05-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1270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1393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1287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1294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1300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1317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1324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1331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鄭世彬譯 201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1348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1355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8-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1362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1379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1386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1409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1416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1423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1430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1447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8-12-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1454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1461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1478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1485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1492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1546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10-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1553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5-06-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1560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5-10-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1577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8-06-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1584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8-08-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1591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09-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1607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9-12-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1508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3-03-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1515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3-08-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1522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05-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1539 聖鬥士星矢THE LOST CANVAS冥王神話外傳 車田正美原作; 手代木史織作畫; 豬排飯譯 2014-05-00 初版一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1621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9-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1638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9-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1645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8-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1652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1669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1676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1683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1706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1713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1720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1614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9-10-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1805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1812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1836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1874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1911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1959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2000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2048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2079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1690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1737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1751 元氣囝仔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1744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1775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1782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6冊

9789865391768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1799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391829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1843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1867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1898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1935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391942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391973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392017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392031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龔亭芬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391850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1881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1904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2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1928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1966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1980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1997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2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2024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2055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2062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2086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2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2093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2109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2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2116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2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2123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黃文瑞譯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7冊

9789865392130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0-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2147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0-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2154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0-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2222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2239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2246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2161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2178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2185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2192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2208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2215 DOLLS-特刑部隊 naked ape作; 茹茂華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2253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2260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2277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2284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2291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2307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2352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倪萱理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2314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倪萱理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2321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倪萱理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2338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倪萱理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2345 獵魔戰記 八木教広作; 陳少怡譯 2011-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2376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Akane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2383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Akane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2390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Akane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2406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Akane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2420 女王之花 和泉兼好作; Akane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2598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2604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2611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2628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2635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2642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2659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2505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2512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2529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2536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2543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2550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2567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2574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2581 Dimension W維度戰記 岩原祐二作; 青色深淵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2666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吳勵誠譯 2019-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2673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吳勵誠譯 2019-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2680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吳勵誠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2697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吳勵誠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2703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吳勵誠譯 2019-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2710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吳勵誠譯 2016-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2758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2765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2772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2789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2796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2802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2819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2727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2734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2741 女僕咖啡廳 石黑正數作; Fahrer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2826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19-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2833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2840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2857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18-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2864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2871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19-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2888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19-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2895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鄭世彬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2918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2925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2901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2932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2949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2956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2963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2970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2018-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2987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御門幻流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2994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御門幻流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3007 LIAR GAME詐欺遊戲 甲斐谷忍作; 御門幻流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3106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3113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3120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3137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10-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3144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3151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20-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3168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20-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3175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3014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3182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3021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3038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3045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3052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3069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3076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10-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3083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3090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20-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3199 王者天下 =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3205 王者天下 =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3212 王者天下 =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3229 王者天下 =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3236 王者天下 =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3243 王者天下 =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8-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3250 王者天下 =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8-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3267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393274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393281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393298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393304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393311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393328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393335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393342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393359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393366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393373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393380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393397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393403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393410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393427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393434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393441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9789865393458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393465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9789865393472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9789865393489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9789865393496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9789865393502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9789865393519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9789865393526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9789865393533 王者天下= Kingdom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9789865393595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360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3618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3625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3540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3632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3649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355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3564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357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3656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3-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4冊

9789865393663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5冊

9789865393670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6冊

978986539368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7冊

9789865393694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8冊

9789865393588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373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3748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3755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3762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3779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3786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3793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3809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6冊

9789865393816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7冊

9789865393823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8冊

9789865393830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9冊

978986539384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0冊

9789865393854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1冊

978986539386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2冊

9789865393878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3冊

9789865393885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4冊

9789865393892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5冊

9789865393908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6冊

9789865393915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7冊

9789865393922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8冊

9789865393939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9冊

9789865393946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0冊

9789865393953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1冊

9789865393960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2冊

978986539397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3冊

9789865393984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4冊

978986539399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5冊

9789865394004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6冊

978986539401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7冊

9789865394028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9-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8冊

9789865394035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9冊

9789865394042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1冊

9789865394059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2冊

9789865394066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3冊

9789865393700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371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3724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4080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1-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4103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4-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409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4110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412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4073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4134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0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4141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1-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4158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4165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4172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王儷蓉譯 2017-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50冊



9789865394219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4233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4240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4264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4288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4189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4196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4202 傻傻未知愛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4226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紫緒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59冊

9789865394257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紫緒譯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60冊

978986539427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紫緒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61冊

9789865394295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紫緒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62冊

9789865394301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橘子譯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63冊

9789865394318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橘子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64冊

9789865394332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橘子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65冊

9789865394356 王家の紋章 細川智栄子, あんど芙~みん作; 橘子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6冊

9789865394417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4424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4431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4448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4455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4462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4325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4349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4363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4370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4387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4394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4400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4479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4486 謎樣的愛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4523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20-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4653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4677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4684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4691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4530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4547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4554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4561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4585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4592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4608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4622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4639 太陽之家 = House of the sun TAAMO作; 曲冰熙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4738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4745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4752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4769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4776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4783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4790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4806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4844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4882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4912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4936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4950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4967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394974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394981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394578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4615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4646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4660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4707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4714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4721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4943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4813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4820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4837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4851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4868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4875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4899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4905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4929 女主角失格 = No longer heroine 幸田百子作; 羅凱琳, 蘇涵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4998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2-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001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20-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5018 黑色嘉年華番外篇: 明日的約定=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5025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032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049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056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5063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5070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5087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倪萱理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5100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黃詩琦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5094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中原亞矢作; 黃詩琦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5117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吳佳玲譯 200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124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吳佳玲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261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5278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5285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5292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5308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5322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5339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5339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5346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5353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5377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5155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384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395391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5391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395414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395179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5186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193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209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5216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5223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5230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5247 她愛上了我的謊 青木琴美作; 橘子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5131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吳佳玲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5148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吳佳玲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162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吳佳玲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5421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5438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5445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5452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5254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5315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5360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5407 World Embryo: 救世之繭 森山大輔作; 蘇黎衡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5469 今宵與你的血之吻 立野真琴作; 曲冰熙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5575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5582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5599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5476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483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5506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513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520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5537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5544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5551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5568 蜂蜜初戀 水瀨藍作; 小庭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5490 闇市的義式食堂 立野真琴作; 玲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5834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5841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5865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5735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742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5766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766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773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780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5797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5803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5810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5827 9號殺手: 赤色攔截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5698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5704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5711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5728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5605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612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5629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636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643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5650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5667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5674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5681 野獸男友= He is a beast!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5759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940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5957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5964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5971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5858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5872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5889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5896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5902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5919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5926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5933 龍鳳逆轉 齊藤千穗作; Akane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5988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0-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5995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1-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008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015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022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077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6084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6091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6107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6114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6121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6138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6039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046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053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060 愛情接合器= 電撃デイジー= Dengeki Daisy 最富恭介作; 程琦楨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6145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20-09-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206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20-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6152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0-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169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0-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176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0-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183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190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244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0-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6251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6268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6275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6282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6299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6213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08-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220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08-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237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08-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6305 金色琴弦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龔千芳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6411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6428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6435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6442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6312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329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336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343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350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367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367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374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398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404 橘子巧克力 山田南平作; DORA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6381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459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3-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466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473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480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2-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619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6497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510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541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572 淚光小兔: 制服的單戀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6503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527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534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558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565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589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596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602 紅線情 宮坂香帆作; NANA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718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6626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633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640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657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664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671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688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695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701 Kurozuka: 黑塚 野口賢作; 陳少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6725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9-11-00 初版七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732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05-00 初版七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916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6817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824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831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848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855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862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879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893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909 Rozen Maiden PEACH-PIT作; 蘇黎衡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6749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2-03-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756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9-11-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763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05-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770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05-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787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0-09-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794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9-11-00 初版四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6800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9-11-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6886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7012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6923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6930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6947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6954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6961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6978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6985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6992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7005 時空謎夢S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7111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7029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036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043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050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067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074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7081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7098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7104 靈媒師東名Ascension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陳少怡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7128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210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7135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142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159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166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173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7180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7197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7203 漂亮怪獸 七瀨葵作; 蘇黎衡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7227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7234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7241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7258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7265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7272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7289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7296 學生會長是女僕! 藤原飛呂作; 龔千芳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7302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蔡宛真譯 2018-10-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319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8-02-00 初版六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326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1-08-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333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1-08-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340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1-08-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357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8-02-00 初版五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7364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7371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7395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1-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7401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4-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7418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8-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7388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孟孟譯 2011-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7425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7432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7449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7456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7463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7470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7487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7494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張明儀譯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500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陳野翔譯 2017-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517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鄭世彬譯 2019-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7524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鄭世彬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7531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鄭世彬譯 2017-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7548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7-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555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7-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562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654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7678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7685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7708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7586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593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609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7616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7623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7630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玲玲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7579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ONI譯 2017-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7647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鄭世彬譯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661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鄭世彬譯 2017-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692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鄭世彬譯 2017-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715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Akane譯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7722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Akane譯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7739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Akane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397746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Akane譯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397753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貓頭鷹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7760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蔡雨璇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397777 狼陛下的新娘 可歌真都作; 蔡雨璇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397784 企業傭兵 広江礼威作; 青色深淵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7791 Rozen Maiden薔薇少女(新裝版) PEACH-PIT作; 尤嘉華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807 Rozen Maiden薔薇少女(新裝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814 Rozen Maiden薔薇少女(新裝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838 Rozen Maiden薔薇少女(新裝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845 Rozen Maiden薔薇少女(新裝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869 Rozen Maiden薔薇少女(新裝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7876 Rozen Maiden薔薇少女(新裝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7821 貓科男子的調教方法 右京禮音作; 程琦楨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852 貓科男子的調教方法 右京禮音作; 程琦楨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883 貓科男子的調教方法 右京禮音作; 蒼井譯 2015-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890 東京烏鴉 小崎佑輔原案; 宮下裕樹作; 慕寧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906 東京烏鴉 小崎佑輔原案; 宮下裕樹作; 慕寧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913 東京烏鴉 小崎佑輔原案; 宮下裕樹作; 慕寧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7920 貓科男子的調教方法 右京禮音作; 倪萱理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937 貓科男子的調教方法 右京禮音作; 倪萱理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944 東京烏鴉 小崎佑輔原案; 宮下裕樹作; 花釉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7951 東京烏鴉 小崎佑輔原案; 宮下裕樹作; 豬排飯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7968 東京烏鴉 小崎佑輔原案; 宮下裕樹作; 豬排飯譯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7975 糖果色的戀愛反論 夏目イサク作; 橘子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7982 糖果色的戀愛反論 夏目イサク作; 橘子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7999 糖果色的戀愛反論 夏目イサク作; 橘子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002 糖果色的戀愛反論 夏目イサク作; 橘子譯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019 糖果色的戀愛反論 夏目イサク作; 橘子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026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033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040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057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064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088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095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101 正義鎧甲人: 零= Exoskull zero 山口貴由作; 623譯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071 卡哇依惡魔 斑目ヒロ作; may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118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125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132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156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163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170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187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194 龍術士物語 石動鮎魔作; kinnsan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149 理想的戀人 斑目ヒロ作; 徐屹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200 微笑的惡魔 斑目ヒロ作; 森月凜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309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8217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224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231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248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255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279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286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293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8262 親愛的惡魔 斑目ヒロ作; 橘子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316 懷念的惡魔 斑目ヒロ作; 森月凜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323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慕寧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330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347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354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361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378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385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392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408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415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高野洋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豬排飯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8422 男公關白皮書 扇ゆずは作; 野菜咖哩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439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446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460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484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491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507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514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521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538 CYNTHIA THE MISSION: 九龍殺手少女 高遠るい作; 陳少怡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8453 男公關白皮書 扇ゆずは作; 徐屹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477 男公關白皮書 扇ゆずは作; 徐屹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545 男公關白皮書. 4, 愛上飄落的牡丹 扇ゆずは作; 徐屹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552 男公關白皮書. 5, 續.愛上飄落的牡丹 扇ゆずは作; 徐屹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569 男公關白皮書. 6, 有點色色的他 扇ゆずは作; 徐屹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576 男公關白皮書. 7, 續.有點色色的他 扇ゆずは作; 徐屹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583 黑貓男友的逗弄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2014-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5398590 黑貓男友的撒嬌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2020-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5398606 老師的愛情謊言 梅太郎作; 杏仁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613 你仍在我的記憶中 梅太郎作; MARI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620 迷上你的白袍 梅太郎作; 阿拖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637 野蠻社長 梅太郎作; 杏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8644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05-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651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06-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668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07-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675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07-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736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8682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699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699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705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712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729 薔薇下的真相= Under the rose 船戶明里作; 小天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8743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8-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750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767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774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781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798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804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835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8842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8859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8811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828 冰森舞姬-Ice Forest- 齊藤千穗作; 吳美嬅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8958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8965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8972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8866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873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8880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8897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8903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8910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8927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8934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8941 神宿緋扇 熊谷杏子作; 凱薩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8989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09-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8996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10-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078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9009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0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016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0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023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09-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030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0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047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0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054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0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9061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羅小琪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9085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小鐵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9092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小鐵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9108 LOVELESS 高河ゆん作; 小鐵譯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9115 白袍之戀: 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122 白袍之戀: 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139 白袍之戀: 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146 白袍之戀: 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153 白袍之戀: 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160 白袍之戀: 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177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喵小布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184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191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269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9276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9283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9207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214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221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238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245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9252 日日蝶蝶 森下suu作; NANA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9290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11-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306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11-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313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320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405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375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9382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9399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9337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344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351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9368 我的初戀情人 青木琴美作; 黃雅純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9412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429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436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443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450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467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474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481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9498 閃亮100%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02027 重返關門: 踏上布農丹社歸鄉路= Musuqis han Ning' avan-Kandapan Bunum TakiVatan na kansuqis mai asang tu daan鄭安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702034 重返關門: 踏上布農丹社歸鄉路= Musuqis han Ning' avan-Kandapan Bunum TakiVatan na kansuqis mai asang tu daan鄭安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0041 OPEN C-LAB打開空總: 都市採礦、實驗構築、環境藝術= Urban Mining,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al art孫維利等撰文; 賴香伶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60065 空總: 白色檔案考. 下冊= Air force command headquarters: an archaeology of the white archive. book2林傳凱文字 2020-12-00 平裝

9789869760072 空總: 白色檔案考. 上冊= Air force command headquarters: an archaeology of the white archive. book 1林傳凱文字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214

送存冊數共計：1168

采薈軒文創美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8114 妙法蓮華經 (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20-07-00 精裝

9789869918138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唐周)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8606 如瑜得水 Miya(夏米雅)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5457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四冊(91-120課)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2021-02-00 其他

9789869855464 駱駝.獅子.小孩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林妍蓁, 若水譯2021-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8318 您可不曾認識的和平 阿寶(JH Wei)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94257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專輯. 2021第26屆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29143 宜蘭美術. 62期 鄒森均編輯 2020-08-00 平裝

9789869529150 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暨兩岸名家交流展. 2020 鄒森均總編輯 2020-08-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3204 羊癲記 趙渝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83211 悠游十八章 趙渝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83235 白蛇記 簡單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436866 小不點 微笑先生文; 李若昕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4437078 美好食堂 李憶婷圖.文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4437764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1下 林俊呈, 李佳美, 胡芷寧, 許智翔, 劉婉柔, 劉筱薇編撰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771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2下 林俊呈, 胡芷寧, 洪駿曜, 許智翔, 陳信志, 黃泰益, 劉婉柔, 劉筱薇編撰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863 暑期復習講義國文. 1-2冊 沈信宏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870 暑期復習講義數學. 1-2冊 高峻哲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887 暑期復習講義英語. 1-2冊 歐倖如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894 升國中第1步英語先修 黃懷萱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574437900 升國中第1步數學先修 蘇子義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574437917 文意新8課 黃國書, 劉美娜, 簡欲尋, 吳雨文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574437924 跨閱素養 王秀梗, 林雯淑, 林麗芳, 洪郁婷, 曾書柔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574438020 南一閱讀菁華. 首部曲 廖敏村, 許智傑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037 南一閱讀菁華. 二部曲 廖敏村, 許智傑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044 國中英語TOP閱讀素養題組 陳秋虹, 李侑純, 林介, 周萍, 黃慧婷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438051 國中英語TOP閱讀素養題組 陳秋虹, 李侑純, 林介, 周萍, 黃慧婷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438075 國中英語Focus閱讀素養力. Level 1 朱子昀, 洪亞蓁, Eagle Lee, 黃書文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082 精熟關鍵國文科實戰題本: 閱讀、文意最前線 南一評鑑測驗中心命題團隊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099 精熟關鍵英語科實戰題本: 長篇閱讀、克漏字KEY TO WIN南一評鑑測驗中心命題團隊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05 精熟關鍵自然科實戰題本: 圖表、實驗超自然 南一評鑑測驗中心命題團隊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宜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東籬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寶愛心獨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二月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蹟製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法藏文化



9789574438112 精熟關鍵社會科實戰題本: 圖表、跨科整合玩很大南一評鑑測驗中心命題團隊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67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國文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74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英語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81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數學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98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社會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11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自然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334 國小中年級課程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李永貞, 陳愫儀, 陳人豪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341 國小5年級課程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李永貞, 陳愫儀, 張耿聞, 施教麟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358 國小6年級課程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李永貞, 陳愫儀, 張耿聞, 施教麟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365 國中課程. 1, 閱讀練五功(會考素養練習本) 李永貞, 陳愫儀, 張耿聞, 施教麟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372 國中課程. 2, 閱讀素養練五功(會考素養題殼練習本)陳愫儀, 施教麟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15 量的計算精選題本. grade 4 鄭正雄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22 數的計算精選題本. grade 4 鐘嘉展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39 數與量精選題本. grade 5 李宗翰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46 數與量精選題本. grade 6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53 數與量精選題本. grade 7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60 數與量精選題本. grade 8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77 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 grade 4 黃秋菊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84 幾何精選題本. grade 5 黃若玲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91 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 grade 6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等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07 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 grade 7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等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14 幾何與統計精選題本. grade 8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等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21 代數與統計精選題本. grade 5 陳廉偉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38 代數精選題本. grade 6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等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45 代數精選題本. grade 7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52 代數精選題本. grade 8 陳榮輝, 韋秉忠, 蕭煜霖等編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69 關鍵128/10000. 空間幾何篇 南一書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76 關鍵128/10000. 應用解題篇 南一書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83 關鍵128/10000. 數與推理篇 南一書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429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生活科技. 2上 張玉山主編; 周家卉, 陳立庭, 蔡勝安編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89187 眷念忠義 臺中市大雅區忠義社區發展協會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3855 誰說算命都是統計學?: 來自百年命相館的占星師告訴你,人生好壞都是自己走出來的!天空為限著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93862 診療間裡的偽醫學: 5分鐘破解醫學謊言,有效避開要命的隱形危機= Lies my doctor told me: medical myths that can harm your health肯恩.D.貝里(Ken D. Berry)著; 謝明珊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879 所有境遇都有福報: 通往豐足喜樂的大智慧,這世上沒有真正的地獄!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蕭寶森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893 醫樹的人: 臺灣第一位女樹醫教你如何看樹、懂樹詹鳳春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00 大地能量綠魔法: 獲取大地七福澤,身心靈療癒師、藥草師與自然能量掌握者的修業課艾琳.墨菲-希斯考克(Arin Murphy-Hiscock)著; 謝汝萱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17 掌握代謝,90%的肥肉會自己消失: 全美最強悍的瘦身女王,教你無需少吃多動也能瘦的3R代謝飲食法!吉莉安.麥可斯(Jillian Michaels)作; 徐薇唐譯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40924 重返自然,阿公阿嬤教你的手感生活DIY 史托瑞出版社(Storey Publishing)編著; 駱香潔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31 問神達人王崇禮祈福生肖運籤農民曆. 2021 王崇禮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48 百年來最值得珍藏的聖經舊約圖畫史詩: 杜雷插畫精彩重現不一樣的聖經世界林許文二總編輯; 古斯塔夫.杜雷(Gustave Doré)插畫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55 百年來最值得珍藏的聖經新約圖畫史詩: 杜雷插畫經典再現最動人的基督故事林許文二總編輯; 古斯塔夫.杜雷(Gustave Doré)插畫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62 陽剛與陰柔 大衛.戴伊達(David Deida)著; 曾婉琳, 吳郁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79 浴火重生: 癌症康復全書 陳明豐, 彭遠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86 奇蹟之路: 解除人世間一切煩惱的覺醒練習 种巍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993 娑婆,從出生到成道,看佛陀在人間的經典傳奇: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一黃健原(淼上源)撰文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800 度化,行遍十方世界,看佛陀遊化人間的故事: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二黃健原(淼上源)撰文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817 第一次減醣生酮就上手.完美燃脂菜單106道: 在地人、外食族超實用練酮祕笈曾心怡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76824 妙法,明法門,見真性,看佛陀以般若智慧滌淨凡塵: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三黃健原(淼上源)撰文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831 涅槃,破生死,了無常,看佛陀以身入滅示現人間: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四黃健原(淼上源)撰文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春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9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



9789869907279 臺灣之春: 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胡慧玲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7286 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 國家與小寫的人 莊瑞琳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7293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 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著; 許瑞宋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200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劉紹華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217 我們幹過的蠢事 賀景濱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217 我們幹過的蠢事 賀景濱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224 離.返.留.守: 追尋1960-70年代沖繩的臺灣女工 邱琡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231 被搶劫的人生: 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陳昭如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248 看得見的記憶: 二十二部電影裡的百年臺灣電影史李道明等作; 莊瑞琳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255 另類事實: 關於知識和它的敵人 艾莎.威克福斯(Åsa Wikforss)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2125 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 陳立樵等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149 影像.紀錄. 動態影像篇 吳瓊等著; 劉維開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163 向下扎根,向上結果: 2019現代中國本土基督教神學之發展研討會論文集郭承天, 周復初, 張證豪主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194 從文學看世界 王經仁等作; 姜翠芬主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402 神異感通.化利有情: 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 楊明璋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419 翻譯東亞: 美學與意識形態 王君琦等著; 陳芳明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0702 我的鄰居有陰陽眼. 2, 農曆七月的那些小事 季堤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49131 五四畫會年展. 2021= 54 Painting Association 2021 Exhibition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388088 Ethnographic studie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Inez de BeauclairInez de Beauclair著 2020-11-00 二版 精裝

9789576389382 許烺光的大規模文明社會比較理論研究 游國龍著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6389436 鄉民社會與文化: 一種人類學研究文明社會的方法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著; 陳睿騰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6389443 人們何時及為何造反 詹姆斯.喬寧.戴維斯編; 馮威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8530 沒有朋友,只有山= No Friend but the mountains 貝魯斯.布加尼(Behrouz Boochani)著; 李珮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641826 統測搶分寶典隨手讀: 製圖實習 李非, 陳飛祥編著 2019-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4642274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SolidWorks術科檢定解析(含學科)豆豆工作室編著 2019-08-00 [十二版] 其他

9789864642298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教戰手冊 蔡一玲編著 2019-09-00 [六版] 平裝

9789864642335 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楊正祥編著 2019-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4642427 美顏. II 林明惠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642434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附學科測驗卷)王金柱編著 2020-03-00 [五版] 平裝

9789864642441 美髮. II 呂美煥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642458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 王金柱編著 2020-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4642465 丙級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亦洋編著 2020-03-00 [八版] 平裝

9789864642472 美髮. III 呂美煥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642489 美顏. III 林明惠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64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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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00 [四版] 平裝

978986464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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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4642519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2020-06-00 [十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南山中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陌上商行



9789864642533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陳興財編著 2020-05-00 [十版] 平裝

9789864642540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實習總複習 楊盛松編著 2020-05-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642557 升科大四技稱霸系列基本電學講義 陳冠良編著 2020-05-00 [五版] 平裝

9789864642571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附學科測驗卷)黃如逵, 周振坤編著 2020-05-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4642588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講義(全) 楊盛松編著 2020-05-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642595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總複習講義(全) 楊盛松編著 2020-05-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4642601 升科大四技製圖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 陳飛祥編著 2020-06-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4642618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造大躍進 李非, 劉欣,陳飛祥編著 2020-05-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4642625 升科大四技機械類計算題型All ln One 林益瑋, 劉欣編著 2020-06-00 [四版] 平裝

9789864642632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總複習講義 葉輪編著 2020-05-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4642649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重銘, 李逸琪編著 2020-06-00 [十八版] 平裝

9789864642656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王千億, 王俊傑, 李德福編著 2020-05-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4642663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滿分學習講義 張國彬編著 2020-06-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4642670 升科大四技引擎原理及實習總複習 左成基編著 2020-06-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4642694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大躍進 林益瑋編著 2020-05-00 [五版] 平裝

9789864642700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張弘智編著 2020-05-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4642717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 陳飛祥編著 2020-05-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4642724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2020-05-00 [十版] 其他

9789864642731 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亞瓦特工作室, 顧哲綸, 鍾育昇編著 2020-05-00 [八版] 平裝

9789864642748 升科大四技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講義 高敏聰, 張峻榮編著 2020-06-00 [八版] 平裝

9789864642755 升科大四技電工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吳海瑞, 林智文編著 2020-06-00 [八版] 平裝

9789864642779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總複習講義 鍾義編著 2020-06-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4642793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講義EZ GO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2020-05-00 [五版] 平裝

9789864642809 升科大四技: 數位邏輯(含實習)總複習講義 呂景富編著 2020-06-00 [六版] 平裝

9789864642823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增光工作室編著 2020-07-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642830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寶典 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2020-07-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642847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總複習講義 彭建熾編著 2020-06-00 [五版] 平裝

9789864642854 升科大四技: 資電類歷屆試題解析 黃慶璋, 何政翰編著 2020-06-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4642861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2020-06-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464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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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0 六版 其他

9789864642908 丙級車床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洪兆亮編著 2020-07-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642915 可程式控制快速入門篇(含丙級機電整合術科解析)林文山編著 2020-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4642922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李長智, 蔡易達編著 2020-08-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4642939 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溫日川編著 2020-09-00 [八版] 平裝

9789864642946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2020-12-00 十五版 其他

9789864642953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楊正祥, 葉見成編著 2020-12-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643059 美容造型概論. I 蘇淑玉, 游庭筠, 周子翔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643066 工程材料 林英明, 林英國, 林昆輝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643073 工程材料 林英明, 林英國, 林昆輝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643103 新編基礎電子實習(含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試題)陳炳陽編著 2020-09-00 七版二刷 平裝

9789864643110 資訊科技(全一冊): 使用C語言 陳宗和, 蔣彥亭, 宋瑞豐, 陳姿蓉, 陳姿佑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643127 電子儀表量測 陳炳陽編著 2018-01-00 三版二刷 平裝

9789864643134 資訊科技(全一冊): 使用Python語言 陳宗和, 蔣彥亭, 宋瑞豐, 陳姿蓉, 陳姿佑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47458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20 王董碩等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1571 BOPPPS有效教學模組 國立宜蘭大學主編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4574 歷屆學測英文字彙題庫 陳鳴弦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4581 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 4 盧建民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4598 活用數學會考通. 四(K版) 盧建民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608 活用數學會考通. 四(H版) 盧建民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7

科元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活石文化



9789869987615 活用數學會考通. 四(N版) 盧建民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4280 工作速度快的人,都是怎麼做事的?= 仕事が速い人が無意識にしている工夫中谷彰宏著; 謝敏怡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884297 餐巾紙財務課= Napkin finance: build your wealth in 30 seconds or less蒂娜.海伊(Tina Hay)著; 陳儀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610307 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安.凱思(Anne Case),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作; 許瑞宋譯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3808 聖誕歌謠= Traditional Christmas carols 韋瓦笛室內樂團, 長笛玩家工作室; 鄭宇泰改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7917 占星財富手冊 韓良露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701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友美展. 2021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IUMNI ART EXHIBITION活石藝術空間總編輯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43020 海上繁花 匪我思存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3068 國子監來了個女弟子 花千辭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543075 國子監來了個女弟子 花千辭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543082 到那裡都會有好事發生 具鏡善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3099 東方星理學. 區塊篇 天乙上人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3105 <>製作全紀錄: 獨家收錄未曝光劇照、劇組幕後訪談及製作花絮歷程可米傳媒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3112 Top knife= トップナイフ 林宏司著; 緋華璃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3129 生命歷程占星全書: 透過行運、二次推運、回歸與行星的循環,預見人生各階段縮影= Astrological time布萊恩.克拉克(Brian Clark)著; 陳燕慧, 馮少龍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79038 一中市場的建構對台灣經濟的衝擊: 評論文集 王塗發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992575 不知山上 馮格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582 403小組,警隊出動! 顏瑜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599 太陽女孩.月光男孩 牧童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05 摘星咬一口 凝微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12 殘像17: 新疫時期的殺意 燕返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17199 怕冷的小企鵝 菲利普.喬丹諾(Philip Giordano)文.圖; 陳郁雯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311 童話小偵探. 3, 逃家的薑餅人 珍.克拉克(Jean Clarke)文; 蘿芮塔.紹爾(Loretta Schauer)圖; 謝靜雯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342 掰掰小熊 湯姆.艾里恩(Tom Elyan)作; 珍.麥西(Jane Massey)繪; 王晶盈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403 我的第一本拉頁書. 消防隊員 茱蒂凱爾.波特(Judicaël Porte)作; 王晶瑩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427 奶奶的白房子= 할머니와 하얀 집 李玧雨作; 簡郁璇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434 爸爸的獵豹腳踏車= 치타 자전거 田旻杰文.圖; 簡郁璇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458 哼!我要離家出走= The day i ran away 荷麗.奈能(Holly L. Niner)文; 伊莎貝拉.昂格羅(Isabella Ongaro)圖; 謝靜雯譯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465 心裡的獅子= The lion inside 瑞秋.布萊特(Rachel Bright)文;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圖; 林鈺城譯2021-01-00 1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韋瓦笛室內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星出版



9789865517472 吵架的松鼠= The squirrels who squabbled 瑞秋.布萊特(Rachel Bright)文;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圖; 謝靜雯譯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489 無尾熊辦得到= The koala who could 瑞秋.布萊特(Rachel Bright)文;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圖; 謝靜雯譯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496 蒂娜不一樣的襪子= 티나의 양말 Okay Tina文.圖; 王晶盈譯 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502 打招呼= 인사 金聲美文.圖; 簡郁璇譯 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519 祕密小兔 張友漁作; 貓魚繪 2021-02-00 1版 平裝

9789865517533 我是爸爸的超級大粉絲= わるものパパのだいだいだーいファン板橋雅弘作; 左藤真規繪; 林宜柔譯 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540 冰雪奇緣: 橫渡大海(中英對照) Ruth Homberg作; 朱崇旻譯 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557 冰雪奇緣. 2: 艾莎的大冒險(中英對照) Susan Amerikaner作; 朱崇旻譯 2021-01-00 1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1082219 微憂的甜蜜 持田秋作; 蔡雅婷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88747 出發後,才開始的故事 娘娘不要走MAMAKAJIMA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89188 我的第一本風景攝影Lightroom編修教科書: 完整釋放RAW的全部潛力萩原史郎, 萩原俊哉作; 林克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89287 雙向誘拐 千晴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0757 小資女的理想生活提案 雀兒喜.費根, 蘿倫.費.哈格著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372 山中歲月,用心寫下自己與山林的對話 黃政豪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709 有些人活該被殺 彼得.史汪森作; 甘鎮隴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1822 年記. 1960 歐銀釧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839 年記. 1961 王淑芬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846 年記. 1962 楊翠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853 年記. 1963 陳輝龍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860 年記. 1964 馮翊綱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877 年記. 1965 李進文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884 年記. 1966 顏忠政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891 年記. 1967 張萬康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907 年記. 1968 顏艾琳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921 年記. 1969 郝譽翔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938 年記. 1970 李鼎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945 年記. 1971 洪凌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952 年記. 1972 張哲生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969 年記. 1973 徐國能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1976 年記. 1974 凌性傑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010 年記. 1975 李長青文; 報時光圖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027 慶餘年. 第三部 貓膩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1092034 慶餘年. 第三部 貓膩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1092041 一開口,全世界都想聽你說 鄭匡宇著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195 春日之犬: <>劇中繪本. 3 趙龍文; 蠶山圖; 簡郁璇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9789571092201 手,琵琶魚: <>劇中繪本. 4 趙龍文; 蠶山圖; 簡郁璇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9789571092218 找尋真實的臉孔: <>系列繪本. 5 趙龍文; 蠶山圖; 簡郁璇譯 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571092225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31冊

9789571092232 學生島耕作. 就活篇 弘兼憲史著; 耘希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2249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洪子喬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61冊

9789571092270 Undead Girl.Murder Farce. 2, 怪盜與偵探 青崎有吾作; 曾玲玲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2294 憂鬱之朝 NOBLE COLORS 日高ショーコ作; K.T譯 2020-1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331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松本ひで吉原作; 平川遊佐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2348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松本ひで吉原作; 平川遊佐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2362 沒人會特地去殺殭屍 小林泰三作; HANA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2379 晚安人面瘡 白井智之作; 堤風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2386 她和她的貓 永川成基作; 涂祐廷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1092393 四分鐘的金盞菊 キリエ作; 郭子菱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2409 四分鐘的金盞菊 キリエ作; 郭子菱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2416 四分鐘的金盞菊 キリエ作; 郭子菱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2423 總之就是很可愛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10冊

9789571092430 岳 石塚真一作; 御門幻流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18冊

9789571092447 空母伊吹 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2454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作; 泪紫音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1092485 半澤直樹(漫畫版) 池井戸潤原作; 黃娟芳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2492 風神之手= 風神の手 道尾秀介作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508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8冊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尖端



9789571092515 生涯戀人養成計畫 にゑ作; K.T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522 MAO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1092539 地下忍者 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2546 最後的ABO 晴川シンタ作; 平川遊佐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591 小企鵝波波品格養成. 2, 無聊島的祕密 陳櫻慧作; 黃郁菱插畫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2560 彩虹小馬友誼魔法書. 2, 誰才是好朋友 Vin Lin改編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2577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原作; 平川遊佐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1092584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原作; 平川遊佐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1092614 戈登.拉姆齊的享瘦食譜= Gordon Ramsay's ultimate fit food戈登.拉姆齊著; 松露玫瑰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9789571092621 「全圖解」從素人成為達人的攝影速成教科書: 一本就能解決你所有的拍照困擾永峰英太郎作; 岡克己攝影; 周明憲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645 萌夯飯：魔物獵人料理大全 CAPCOM監修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652 十二國記畫集. 第一集, 久遠之庭 山田章博作; 堤風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669 我的溫柔初體驗 椎葉奈那作; 郭子菱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676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21冊

9789571092683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11冊

9789571092690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2706 地球絕景: 從空中目睹「人類世」的曙光與環境保育的契機喬治.斯坦梅茨, 安德魯.雷夫金作; 陳若盈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2713 回憶中的金平糖 持田秋作; USAGI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1092720 6月的情書 春田菜菜作; 蔡孟婷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2737 群青色般眩目的你 酒井真由作; 施凡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1092744 日向的青空 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2751 日向的青空 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2768 日向的青空 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2775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16冊

9789571092782 大奧 吉永史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17冊

9789571092799 彩虹端的寶藏: 林亭葳十週年畫集 林亭葳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805 灰野都十週年畫集Preserved Flowers 灰野都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836 Kakao Friends Office: 我的願望是不加班 안또이文字; 시루插畫; 富海科技翻譯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843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作; 楊佳慧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1092850 天獄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1092898 暮光之城: 午夜陽光 史蒂芬妮.梅爾作; 甘鎮隴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2904 Freddie Mercury: 璀璨奪目的佛萊迪.墨裘瑞 亞豐索.卡薩斯圖文 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571092911 Frida Kahlo: 燃燒烈愛的芙烈達.卡蘿 瑪麗亞.艾塞圖文 2021-01-00 1版 精裝

9789571092928 最強懶人包!Minecraft新手秒懂135問 盧品霖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942 是新手也沒關係!教你靠插畫生財的祕訣 虎硬作; 陳梵帆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2959 總之就是很可愛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1冊

9789571092966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3冊

9789571092973 K-ON!輕音部Shuffle かきふらい作; 泪紫音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2980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1092997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1093000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1093017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18冊

9789571093024 調教咖啡廳 中山幸作; 泪紫音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1093031 團圓 王少杰作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3048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33冊

9789571093055 塵砂追憶 亞次圓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3062 塵砂追憶 亞次圓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3079 累累 松井玲奈作; 陳梵帆譯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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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1093109 山水儚 八千子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3116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1冊

9789571093123 天啊!這女高中生裙子底下有槍啊 小鹿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3130 ReBorn: 晏人物男子寫真 林家佑, 晏人物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147 洞房花燭夜: 王振諾寫真 王振諾, Kat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154 融化戀人 山田袋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161 爾虞我詐的戀愛戰術 らうりー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178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1093185 生而為GAY,我很抱歉: 我的性決定我的人生 もちぎ作; 林琬清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3192 天氣之子 新海誠原作; 窪田航漫畫; SCALY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3208 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原作; 黑瀨浩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1093215 哥布林殺手外傳. 二: 鍔鳴的太刀 蝸牛くも原作; 青木翔吾作畫; 平川遊佐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3246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3260 聽見向陽之聲-limit 文乃ゆき作; 田心宇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3277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真銘譚 野崎つばた, 長月達平, 大塚真一郎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3284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真銘譚 野崎つばた, 長月達平, 大塚真一郎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3321 致 空色般的初戀: 日光下的寶石 日野瑔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338 潘朵拉的禁忌之吻 陳漢玲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1093345 花開千年 林青慧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0冊

9789571093352 <>全紀錄畫集 林青慧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482 Crispy Fried ABC鹽酥英語: 讓你的英語能力四分五裂鵝肉麵作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536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12.5 甜咖啡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543 笑容崩壞的女高中生與不能露出破綻的我 甜咖啡作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3710 真心真亦: 林真亦數位寫真= Sincerely Yuna: digital photo book林真亦作; 黃天仁攝影 2020-12-00 其他

9789571094472 超神準星測誌: 2016好運向前看 超神準星測編輯部作 2015-12-00 其他

9789571094809 夢魔系列1epub 冬彌;イサル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816 夢魔系列2epub 冬彌;イサル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892 璀璨星辰之幸福法則epub 伊芙;隱夢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984 純粹惡意(上)epub 禪狐;禪狐 2017-10-00 其他

9789571095028 純粹惡意(下)epub 禪狐;禪狐 2017-10-00 其他

9789571095080 揭開．面莎 林莎數位寫真集epub 林莎;莉奈 2019-01-00 其他

9789571095110 執事的私密服侍：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M.貓子;黑色豆腐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127 教練的貼身指導：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羽宸寰;艸肅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134 編輯的暫定情人：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夏天晴;艸肅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141 甜點師的專屬點心：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冬彌;ZawarC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158 無色的冠冕epub 新月夏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189 繡球花(下)epub 新月夏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196 激烈愛epub 舒夏兒;貓樹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202 激暴愛epub 舒夏兒;貓樹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233 繡球花(上)epub 新月夏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240 激渴愛epub 舒夏兒;貓樹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264 機長的頂級服務：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羽宸寰;ZawarC 2018-11-00 其他

9789571095271 間諜的致命誘惑：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M.貓子;ZawarC 2018-11-00 其他

9789571095479 總裁的激情上訴：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冬彌;艸肅 2019-03-00 其他

9789571095486 醫生的快感療裎：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羽宸寰;黑色豆腐 2019-03-00 其他

9789571095493 學者的唯愛觀測：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夏天晴;黑色豆腐 2019-03-00 其他

9789571095509 畫家的甜蜜彩繪：番外(電子遊戲書版)epub M.貓子;艸肅 2019-03-00 其他

9789571095530 迷戀菸草香epub 希小惟;M2 2020-05-00 其他

9789571095660 薇薇一笑 許薇安數位寫真epub 許薇安;戴群芳 2019-11-00 其他

9789571095677 舞 阿布舞數位寫真epub 溫雅云;戴群芳 2019-10-00 其他

9789571095776 戲水精靈 藍星蕾數位影音書epub 藍星蕾 2020-09-00 其他

9789571095783 陽光女孩 慧慧數位寫真epub 慧慧Vivian;戴群芳 2020-07-00 其他

9789571095806 蘋頻靠近你 小蘋果Apple數位寫真epub 小蘋果;戴群芳 2020-04-00 其他

9789571095813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4（含影音）epub 艾迪 2020-04-00 其他

9789571095820 愛倪暄言 倪暄數位寫真（附影音）epub 倪暄;莉奈 2020-03-00 其他

9789571095844 混血精靈NANA 書那娜數位寫真epub 書那娜;曾崇倫 2020-03-00 其他

9789571095851 真心愛上蕾 藍星蕾數位寫真（含影音）epub 藍星蕾;莉奈 2020-02-00 其他

9789571095882 菲進你心 菲菲個人數位寫真（含影音）epub 李恩菲;黃天仁 2020-10-00 其他

9789571095899 《真心真亦 Sincerely Yuna》林真亦 數位寫真 （含影音）epub林真亦;黃天仁 2020-12-00 其他

9789571096063 《塞班打卡！此生必去海島絕美景點》──射手座麻辣女教師旅遊攻略 PDF賴怡年 2017-03-00 其他

9789571096445 揭開．面莎 林莎數位寫真集 PDF 林莎;莉奈 2019-01-00 其他

9789571096575 舞 阿布舞數位寫真 PDF 溫雅云;戴群芳 2019-10-00 其他

9789571096582 薇薇一笑 許薇安數位寫真 PDF 許薇安;戴群芳 2019-11-00 其他

9789571096636 蘋頻靠近你 小蘋果Apple數位寫真 PDF 小蘋果;戴群芳 2020-04-00 其他

9789571096650 真心愛上蕾 藍星蕾數位寫真（含影音） PDF 藍星蕾;莉奈 2020-02-00 其他

9789571096667 混血精靈NANA 書那娜數位寫真 PDF 書那娜;曾崇倫 2020-03-00 其他

9789571096681 愛倪暄言 倪暄數位寫真（附影音） PDF 倪暄;莉奈 2020-03-00 其他

9789571096698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4（含影音） PDF 艾迪 2020-04-00 其他

9789571096711 菲進你心 菲菲個人數位寫真（含影音） PDF 李恩菲;黃天仁 2020-10-00 其他

9789571096803 繁花似錦 花兒林佳音數位寫真 PDF 林佳音;戴群芳 2020-08-00 其他

9789571096865 天上天下. 1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2018-07-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59

送存冊數共計：17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83019 小三的凌辱性愛遊戲 お湯かけご飯著; AKIRA譯 2021-01-00 其他

9789865583026 小三的凌辱性愛遊戲 お湯かけご飯著; AKIRA譯 2021-01-00 其他

9789865583033 用熊熊慾火融化冰山上司 お湯かけご飯著; AKIRA譯 2021-01-00 其他

9789865583057 對你隱藏的心意: 用做愛來取代 夏咲たかお著; Shion譯 2020-12-00 其他

9789865583095 對你隱藏的心意: 用做愛來取代 夏咲たかお著; Shion譯 2020-12-00 其他

9789865583101 用熊熊慾火融化冰山上司 お湯かけご飯著; AKIRA譯 2021-01-00 其他

9789865583118 NTR: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 1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3-00 其他

9789865583125 NTR: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 2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4-00 精裝

9789865583132 NTR: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 3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5-00 其他

9789865583149 NTR: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 1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3-00 其他

9789865583156 NTR: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 2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4-00 其他

9789865583163 NTR: 老公要求別人玩弄我. 3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5-00 其他

9789865583170 人妻們的那些不可告人之事 東タイラ著; HAKUI譯 2020-06-00 其他

9789865583187 巨乳樂園診療中. 1 藤坂空樹著; HAKUI譯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83194 巨乳樂園診療中. 2 藤坂空樹著; HAKUI譯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83200 朋友間的淫事 デコセンタクジ, 彩画堂著; 李俊銘譯 2020-10-00 其他

9789865583217 人妻們的那些不可告人之事 東タイラ著; HAKUI譯 2020-06-00 其他

9789865583224 巨乳樂園診療中. 1 藤坂空樹著; HAKUI譯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83231 巨乳樂園診療中. 2 藤坂空樹著; HAKUI譯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83248 朋友間的淫事 デコセンタクジ, 彩画堂著; 李俊銘譯 2020-10-00 其他

9789865583262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3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2020-03-00 其他

9789865583279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4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2020-04-00 其他

9789865583293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4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2020-04-00 其他

9789865583309 特別的每一天 柴崎ショージ著; RYU譯 2020-08-00 其他

9789865583316 特別的每一天 柴崎ショージ著; RYU譯 2020-08-00 其他

9789865583323 淫糜的青澀戀歌 朝森瑞季著; HAKUI譯 2020-06-00 其他

9789865583330 無法抗拒的誘惑. 1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1-00 其他

9789865583347 無法抗拒的誘惑. 2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2-00 其他

9789865583354 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 1 宮原步著; HAKUI譯 2020-05-00 其他

9789865583361 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 2 宮原步著; HAKUI譯 2020-05-00 其他

9789865583378 豔麗人妻渴望寬衣解帶 東タイラ著; 李俊銘譯 2020-07-00 其他

9789865583385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2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2020-02-00 其他

9789865583392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2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2020-02-00 其他

9789865583408 淫糜的青澀戀歌 朝森瑞季著; HAKUI譯 2020-06-00 其他

9789865583415 無法抗拒的誘惑. 1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1-00 其他

9789865583422 無法抗拒的誘惑. 2 色白好著; HAKUI譯 2020-02-00 其他

9789865583439 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 1 宮原步著; HAKUI譯 2020-05-00 其他

9789865583446 畫筆下的性愛潛規則. 2 宮原步著; HAKUI譯 2020-05-00 其他

9789865583453 豔麗人妻渴望寬衣解帶 東タイラ著; 李俊銘譯 2020-07-00 其他

9789865583460 精力絕倫的紳士上司不管幾次都不會放過我 ミヤケ円著; SCALY譯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83477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5 小武著; HAKUI譯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83484 性感可愛女友的性衝動 宮原步著; 李俊銘譯 2020-10-00 其他

9789865583491 當小三是轉正宮的開始 サイトウヤフ著; 李俊銘譯 2020-12-00 其他

9789865583507 幫我破處的淫蕩肉體: 煩請收下我的第一次 志峨丘トウキ著; HAKUI譯 2020-12-00 其他

9789865583514 性感可愛女友的性衝動 宮原步著; 李俊銘譯 2020-10-00 其他

9789865583521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5 小武著; HAKUI譯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83538 精力絕倫的紳士上司不管幾次都不會放過我 ミヤケ円著; SCALY譯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83545 幫我破處的淫蕩肉體: 煩請收下我的第一次 志峨丘トウキ著; HAKUI譯 2020-12-00 其他

9789865583552 當小三是轉正宮的開始 サイトウヤフ著; 李俊銘譯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083084 服飾採買決勝創業術: 新手、老鳥、網拍、開店都必備,日韓中泰批貨實戰寶典黃偉宙著 2019-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084531 風格上板-牆上的綠色植栽: 鹿角蕨.石松.空氣鳳梨.蘭花.觀葉植物苔哥, 花草遊戲編輯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548 臺灣橡實家族圖鑑 林奐慶著 2019-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4586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機能櫃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19-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84654 當幸運竹SPA遇上東方能量學 王燕呢著 2019-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84661 不作自己的人,才是最自私的人 丁鳳逸著 2019-03-00 一版 平裝

紳士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麥浩斯



9789864084678 裝潢工法全能百科王: 選對材料、正確工序、監工細節全圖解,一次搞懂工程問題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1-00 2版 平裝

9789864084685 室內設計基礎學: 從提案、設計到實作,入行必修的8堂核心課Simon Dodsworth, Stephen Anderson著; 黃慶輝, 林宓翻譯201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692 Dr.Ellie X 腎病貓的營養學: 疾病的開始與結束、預防與檢測,還有365天的日常照護知識與對症食譜Dr. Ellie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715 手作重量毯的療癒筆記: 給無法擁抱的擁抱 守谷香著 2019-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84722 好吃. 35: 台灣食物旅行 好吃編輯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739 肉料理的美味科學: 拆解炸雞、牛排、漢堡肉等35道肉料理的美味關鍵,在家也能做出如同專業廚師水準的料理筆記松浦達也作; 周雨枏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746 木混材設計聖經: 木種選用x工法施作x空間創意,木與多種材質混搭應用提案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753 夢的藝術自療 大人的入夢書 李巧度著 2019-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84777 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 3, 透視圖: 從基礎到快速繪製的詳細步驟拆解,徹底學會透視技法陳鎔作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784 地表最強動物爸媽圖鑑 今泉忠明著; 謝薾鎂譯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791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咖啡館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814 香草研究家的隱味餐桌: 香草、香料氣味轉移提案,色香味俱全的迷人料理日常藍偉華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821 玩轉攪拌機,效能加倍不NG! 李德全, 杜佳穎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838 非喵布可!手作包設計: 時髦配色x完美版型,注目度最高經典款葉慈慧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852 請問植物醫生: 植物病蟲害圖鑑與防治 洪明毅著 2019-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4084869 室內立面材質設計聖經: 造型設計X混搭創意X工法收邊 頂尖設計師必備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876 台茶百味: 38位跨世代的茶人哲學x155種台灣特色茶品LaVie編輯部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883 石材萬用事典Stones Material: 設計師塑造質感住宅致勝關鍵35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4-00 3版 平裝

9789864084890 我們的星球 艾雷斯泰.法瑟吉爾(Alastair Fothergill), 基思.肖利(Keith Scholey), 佛瑞德.皮爾斯(Fred Pearce)作; 王潔翻譯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913 家具木工丙級檢定必勝寶典 林木發, 何佳晉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920 設計.未來.超智人: 數據演算時代的T型跨域學習心法,建立差異化,創造無可取代的競爭力邵唯晏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937 基本的基本: 版面設計的基礎思維 佐藤直樹作; 陳芬芳譯 2019-05-00 [增訂一版] 平裝

9789864084944 史上最威!裝潢現場施工全解: 設計圖紙X工班現場、材料設備X工法技巧,專業詞彙即刻掌握關鍵工程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951 手搖飲開店經營學: 創業心法X空間設計X品牌運營,打造你的人氣名店,從單店走向連鎖到跨足海外市場!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968 藥舖年代: 從內單、北京烤鴨到紫雲膏,中藥房的時代故事與料理配方盧俊欽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975 攝影食光: 跟著食物攝影家Gia,掌握自然光、食物造型、情境構圖與後製重點,拍出有故事與靈魂的餐桌風景小小工作室Gia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4982 料理自療點心舖 張凱茵著 2019-06-00 一版 平裝

9789864084999 園藝治療基本功 廖曼利, 翁晴韻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002 療癒廚房. 3: 家的進行式!今天也有心愛的道具與靈魂好食相伴暴躁兔女王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019 中醫芳療應用全書: 零基礎一次弄懂經絡、陰陽、五行!92種精油ｘ2款按摩法,順應四季、男女、人體法則的芳療事典!李淳廉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026 餐桌上的香料百科: 從初學到進階,料理、做醬、調香、文化的全食材事典好吃研究室著 2019-07-00 再版 平裝

9789864085033 裝潢輕時代: 減少帶不走的無用設計,注入專屬於你的Life Story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040 自己就能輕鬆完成的Macramé手工編織掛繩 趙英美作 2019-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057 猶太教四千年: 從聖經起源、耶穌時代聖殿崇拜到現代分布全球的猶太信仰馬汀.古德曼(Martin Goodman)作; 羅亞琪翻譯 2019-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064 展示陳列設計聖經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6-00 2版 平裝

9789864085071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小坪數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6-00 3版 平裝

9789864085088 水耕盆栽超好養: 無土不招蟲,加水就能活,輕鬆打造室內綠意!梁群健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095 第一次喝日本酒就上手 葉石香織著; 方嘉鈴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101 不藏私的手作包技法大全: 版型超圖解1300張,製作撇步大公開黃思靜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118 木素材萬用事典: 設計師打造自然木感住宅不敗關鍵35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8-00 三版 平裝

9789864085125 從工程到旅程的勇氣: 那些一步步指引我夢想的旅途旅行沙舟張J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132 診所開業設計學: 空間規劃有效率,經營、管理、行銷面面俱到,以醫療診所專業為核心的開業成功心法黃顯智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156 辛香料風味學: 辛料、香料、調味料!圖解香氣搭配的全方位應用指南陳愛玲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170 髣髣X藥師吉米,跟著網紅聰明成家享受好日子: 從賞屋購屋、設計施工到設備選品,踏實打造高CP夢想家楊登傑, 吳敏髣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187 好吃. 36: 日常裡的青草學 好吃研究室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194 如醉一回 如夢一齣 HANKO 60 調酒劇場 周靚, 王凱蒂著 2019-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200 芬蘭幸福超能力: 希甦SISU: 芬蘭人的幸福生活法則,喚醒你的勇氣、復原力與幸福感可嘉.潘札爾(Katja Pantzar)著; 江信慧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17 讓你不再流淚的廚房妙方 Ann-Laure Esteves, Bertrand Loquet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24 餐桌上的肉蛋魚: 美味也是一種科學，究極好魚好肉的達人之道!安心巧廚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31 日本絕美花風景: 200+日本人才知道的四季賞花秘境hanamap作; 陳芬芳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48 茶道歲時記: 日本茶道中的季節流轉之美 鄭姵萱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55 玩聲音: 聲優30年的養成筆記 陳美貞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62 為什麼我的人生這麼不順?原來讓世界運轉的法則是這樣: 圖解46個戀愛困擾、職場、人際關係、生活中的迷思,看懂行為背後的慣性定律,從此改寫人生的遊戲規則!EBS<>製作組著; 高毓婷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79 熊先生的穿越之旅: 跟好朋友們說 張凱茵文字; 熊先生繪圖 2019-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286 用塔羅寫日記: 關於生活的78種覺察 孫正欣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293 刷色彩,玩出家的個性: 學會運用塗料配色攻略,輕鬆改變氛圍,創造空間層次得利色彩研究室作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309 世界最美的色彩書: 從陸地、海洋、動物、車輛、建築等超過兩千組繽紛圖像,帶孩子探索世界的色彩湯姆.斯漢普(Tom Schamp)作; 敖馨郁翻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316 香料聖經: 54種香料元素x12個風味群組x7大世界香料產地,最全面的香料科學知識與超過千種香料組合與搭配斯圖亞特.法里蒙(Stuart Farrimond)作; 方玥雯翻譯 2019-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323 仙人掌圖鑑聖經 Pavaphon Supanantananont著; 楊侑馨, 阿懶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330 餐飲開店。體驗設計學: 首席餐飲設計顧問親授品牌創建與系統化開店戰略鄭家皓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347 照明設計終極聖經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4085354 做自己的手工蠟燭設計師. 1: 大豆蠟與容器蠟燭李宋禧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361 咖啡調酒微醺術: 77款世界調酒大師的咖啡雞尾酒創意酒譜,小心上癮!傑森.克拉克(Jason Clark)著; 林惠敏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378 現代建築元素解剖書: 手繪拆解建築設計之美與結構巧思,深度臥遊觸發靈思安東尼.瑞德福(Antony Radford), 瑟倫.莫爾寇(Selen Morkoç), 阿米特.思瑞法斯特發(Amit Srivastava)著; 張紘聞譯2019-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392 火鍋開店經營設計學: 市場趨勢x經營策略x空間設計,精準定位立於不敗!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08 東南亞餐桌小旅行: 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新加坡、寮國、柬埔寨，118道南洋美食Step By Step金禮利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15 蘿拉老師的泰菜研究室: 從歷史演進看泰菜演繹,從食材到餐桌四大菜系80道料理全解構!蘿拉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22 隨手家事清潔百科 收納Play編輯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39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必打卡網紅店鋪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46 英語研究室. 2: 一場由希臘羅馬到現代的趣味英語發展、應用及文化探索之旅小泉牧夫作; 陳芬芳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53 裝潢工程發包精算書: 估工算料一本通,精準掌握成本預算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60 自然的祕密絮語: 366天,每天告訴你一個自然的故事瑪蒂.克朗普(Marty Crump)作; 張雅億翻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77 做自己的手工蠟燭設計師. 2: 從基礎到高級,大豆蠟燭與柱狀蠟燭李宋禧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484 貓咪家庭醫學大百科. 2019 陳千雯, 林政毅著 2019-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4085491 老屋翻新一本通: 速懂危老條例X精算翻修成本,重建、改建、整建疑難全解!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07 社會小設計: 從點到面的設計串聯,小改變翻轉地方大未來謝淳鈺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14 魔幻時刻 金知禹著; 高毓婷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21 日本食設計: 從概念、設計到宣傳、拆解11個日本飲食品牌策略赤松陽子作; 周雨枏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38 大稻埕賣小藝: 世代街區十年創生 世代街區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52 廚刀之書: 圖解料理職人愛用的廚刀文化、工藝與入門知識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著; 盧心權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69 下流日語: 從「近來可好?」到「你X卡好!」,色色的、髒髒的、不能說的,比日本人還懂的裏文化詞彙大全馬特.法格(Matt Fargo)作; 許朝晴翻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76 好吃. 37: 到朋友家吃飯! 理想的家與飲食生活 好吃研究室編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583 三明治研究室: 拆解層疊美味,從家常經典到進階開店,世界級三明治全收錄!永田唯著 2019-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085606 我在這裡,山在那邊: 從中央山脈到無氧挑戰K2,七座召喚勇氣的8000m高峰探險呂忠翰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613 營造工程管理全攻略: 最詳細學術科試題解析,一次考取技術士證照陳佑松, 江軍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620 獨立品牌咖啡館創業學: 從展店計畫到品牌行銷,step by step 探究四大經營模式,由單店到多店的永續經營心法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637 華麗蛋糕卷: Bûches!鏡面X翻糖X千層X冰霜等經典法式技法X45道星級蛋糕捲配方克里斯多夫.費爾德(Christophe Feldere), 卡米爾.勒賽克(Camille Lesecq)著; 林惠敏翻譯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644 我們一起走過的時間: 最好的愛情,就是和你共度的每一天李奎煐著; 黃莞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651 這樣裝潢不吃虧: 預算、材料、工法知識一把抓,裝修做功課指定本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19-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668 動物園的放飯時間 並木美砂子作 2020-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675 關於動物的321件超級聰明事 Mathilda Masters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682 圖解好宅風水完全通: 居家風水簡單學,提升家運、財運、事業運、戀愛運!孫建駣著 2019-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4085699 古典樂小史: 從音階到交響曲,探訪動人心弦的西洋音樂及巨匠們的音樂之路松田亞有子作; 蘇暐婷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705 裝潢建材全能百科王: 從入門到精通,全面解答挑選、施工、保養、搭配問題,選好建材一看就懂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20-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4085712 花藝素材百科: 600種切花、乾燥花、永生花材完全圖鑑陳根旺, 花草遊戲編輯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729 解密印度廚房: 香料、沾醬、調味料、印度餅 80道料理與飲食文化全詳解印度安娜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736 拒當菜鳥我的第一本裝潢計劃書: 100種裝潢事件180個裝修名詞小百科一次學會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20-03-00 3版 平裝

9789864085743 50歲開始,優雅過好日子: 一生受用的80個老前幸福整理術,人際關係、金錢觀重整,活出完美人生保坂隆著; 卓惠娟譯 2020-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085750 乾燥花設計圖鑑: 160款完美演繹範例集 [植物生活編集部]著; 謝薾鎂, 謝靜玫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767 服裝畫. 基礎 李惠菁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781 建築師,很有事: 畫說空間的荒謬與幽默,林淵源的異想世界林淵源著.繪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798 存骨房: 法醫人類學家的骨駭筆記,歷史上的懸案真相與駭人傳聞其實是......李衍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811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展示陳列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828 東京歷史不思議: 從神話、信仰、風水、地理探索不為人知的千年之謎戶矢學作; 許郁文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835 好吃. 38: 採集日常,台灣滋味! 好吃研究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859 家這樣配色才有風格: 從色彩組成、材質選搭、軟裝陳設至光線運用,擺脫選色障礙,住進自己的個性宅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866 好想自己做衣服. 2: 超圖解技巧1500張!完美縫製細節,輕鬆穿搭舒適有個性的日常時尚吳玉真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873 捲捲毛線球.汪星人報到!: 一秒融化你的心~比熊、貴賓、柴犬、法鬥、馬爾濟斯......黃嘉文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897 跨域策展時代: 文化行銷的創意實踐心法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903 江戶時代的動植物圖譜: 從珍貴的500張工筆彩圖中欣賞日本近代博物世界狩野博幸監修; 陳芬芳譯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5910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照明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20-04-00 2版 平裝

9789864085927 施工疑難全解指南300QA: 一定要懂的基礎工法、監工驗收,照著做不出錯,裝潢好安心!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20-03-00 2版 平裝

9789864085934 醫生我到底怎麼了?: 解謎54則匪夷所思的怪症病例,揭開病理邏輯與醫學盲點麗莎.山德斯(Lisa Sanders)作; 張雅億翻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941 世界野貓圖鑑 路克.杭特(Luke Hunter)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972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吃喝。小店空間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20-04-00 2版 平裝

9789864085989 蛋糕結構研究室: 徹底解析五大關鍵材料,掌握柔軟×紮實×濕潤×蓬鬆終極配方比林文中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5996 悉達多的花園 佛系熱帶植物誌: 日常中的佛教典故、植物園與花草眾相王瑞閔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09 多肉植物圖鑑聖經 Pavaphon Supanantananont, Chanin Thorut, Pijaya Vachajitpan著; 楊侑馨, 阿懶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16 餐桌上的中式香料百科: 從飲食軼事到色香味用,厚實料理深度的香料風味事典盧俊欽, 潘瑋翔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23 Vegan baking!純植物烘焙 曹思蓓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30 早午餐創業經營學: 差異化創新找出營運致勝模式,以特色產品建構品牌識別,小店也能成為大事業!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47 日本諺語事典: 蘊藏大和民族悠久文化與處世之道的諺語由來、寓意與應用274選岩男忠幸著; 邱香凝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54 前進吧!此生必走的世界十大徒步健行步道: 超詳解路線指南X行前準備攻略X曲線高度表X里程與進度率表李英哲著; 高毓婷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61 寵物終老前,還能為心愛的牠做什麼: 末期寵物的心情安寧照護指南張婉柔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085 黃偈的甜點日記: 32道法式甜點與追夢隨筆 黃偈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86092 一日、一花、一色: 感受大和傳統色與花朵圖案交織之美的366日大野真由美著; 蘇暐婷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108 打不破的玻璃芯: 穿越逆境的20個面對 朱芯儀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86115 玻璃材質萬用事典: 從種類挑選到五金搭配、創意運用、工法解析,一次搞懂玻璃設計與知識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387334 90%幸福的臉記號 瀧川平州著; 楊藝韻編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341 捷泳自由式50個訣竅 角皆優人著; 楊藝韻編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358 人氣的昆蟲圖鑑 岩淵けい子監修; 楊藝韻編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365 釣魚技術與裝置 阿部公夫, 早川淳之助, 卷幡成人著; 楊秋原編譯 2011-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387372 誘釣魚入門 平本正博著; 楊藝韻編譯 2012-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387389 園藝植物繁殖 中山草司著; 楊藝韻編譯 2012-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387396 防坡堤.海釣入門 早川淳之助著; 楊秋原編譯 2012-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387402 透光剪紙藝術 大原まゆみ著; 楊藝韻編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419 海水魚初學者指南 小林道信照片.文; 楊藝韻編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426 簡易作詞的方法 北村英明著; 周茹萍編譯 2013-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387433 熱帶魚水草擺設 小林道信文.写真; 楊藝韻編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440 鸚哥飼養同樂法 廣末沙織著; 楊藝韻編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457 柔道精進的訣竅 山內直人著; 東方德編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464 免疫力增強大百科 落合敏監修; 楊藝韻編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471 健身肌力訓練法 飯島庸一監修; 東方德編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5387488 武道的教科書: 柔道.劍道.相撲 小俣幸嗣, 香田俊秀, 桑森真介著; 東方德編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2613 法學通識教育的省思: 以理念及實踐為中心 邱祈豪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2675 越境装置としてのAKB48(電子書籍版) 南雄太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7907 莊淑旂回憶錄 莊淑旂口述; 許雪姬等訪問.記錄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4404 小白花 玹錚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28738 (煙雨。江南)詩選輯 伍阿戈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14457 一個四年級生: 笑中帶淚的童年歲月 楊國明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464 商務談判: 創造雙贏的策略與技巧 鄧東濱編著 2021-01-00 增修一版 平裝

9789865514488 三生三世十里白荷 蔡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495 文創產業國際化之法律保障: 以寧波為例= The Ningbo City leg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ternationalization張詔友, 余翔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501 郵輪遊,自由! 江寶琴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518 不狂不及: 鄭範錫的人生滋味與生活散文 鄭範錫著; 謝宜倫, 明言翻譯部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525 市場買單,你才叫品牌= Be sold,be brand building brand value陳昭文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532 極地紀: 穿越象徵的森林 林奇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柏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車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挖坑自己跳

送存種數共計：134

送存冊數共計：134

信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致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3057 日光為鄰 希澄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3064 陌夏安然 夏洛夕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3071 灰姑娘掉落的甜點 裴甯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1136 塔羅遊戲 夜間飛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143 一個價值連城的小忙 白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41150 一個價值連城的小忙 白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41167 我在等你,你在等雨停 煙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174 看見雪的日子 晨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181 聽月亮在你心裡唱歌 Misa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4914 畫中有話: 藝術家旅行寫生活動 林榮森總編輯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2921685 藝享三三: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 會員聯展專輯. 2020 33th陳淑梅執行編輯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6416 森林裡的秘密火種與嘀咕的占卜鳥= Mantabal rabu a fitfit numa shmashuni malhinuna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56423 追逐白鹿的傳說= Inkahiwan qmaqutilh mapuzipuzi a lhkaribush a qnuan a lalawa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93246 東方神話與奇幻動物的誕生地 方佳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01381 催眠自癒力: 重回生命的關鍵時刻 必修24堂心靈修煉課張嘉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605 看誰笑到最後: 金庸小說職場現形記 南小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00488 夜窗鬼談.東齊諧 石川鴻齋著 2019-11-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884 當沉思穿越時空 王既端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07 你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 尹喻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14 德伯家的苔絲 湯瑪斯.哈代著; 陳占敏譯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21 歡喜的流光: 首屆昭明文學獎優秀作品選 阮德勝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38 鄭板橋的詩與畫 吳根友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45 美麗並不遙遠 張紹光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69 知味 張逸良主編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76 君子夢 趙德發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83 繾綣與決絕 趙德發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578500990 乾道坤道 趙德發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013 青煙或白霧 趙德發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020 人類世 趙德發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037 影子大廈 曹軍慶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068 破局.象牙塔 李曉丹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075 夜妝 付秀瑩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082 風吟花語 林影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105 桃紅梨白菜花黃 趙焰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112 玫瑰紫.梨花白 明衍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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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投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九美術學會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城邦原創



9789865530129 霧中尋 胡劉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181 泰戈爾精品集. 小說卷 泰戈爾著; 白開元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198 泰戈爾精品集. 傳記卷 泰戈爾著; 白開元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04 泰戈爾精品集. 詩歌卷 泰戈爾著; 白開元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11 集散地 項靜著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28 特別媽媽 王巍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35 匆匆行色 陳昌祿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42 讀書是最美好的事 潘裕民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59 人面橘 李佩甫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66 泰戈爾精品集.散文卷 泰戈爾著; 白開元譯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80 泰戈爾精品集.戲劇卷 泰戈爾著; 白開元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297 雙手合十 趙德發作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310 在迷茫中追尋 許祚祿著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327 息壤 夏金林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334 水光抑或鏡影 朱斌峰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341 世界50位著名成功學家成功金言 馬正飛編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0365 風掠過淮河長江 趙焰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6805 青春: 九如武洛溪 張寶心撰稿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02245 南方意象的覡歌 涂耀昌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02252 屏東竹田&萬巒鄉古墓田野踏查 曾喜城, 林敏如, 羅秋珍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03844 朵朵的禮物 楊雅儒作.繪 2021-0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95840 點寂成杉: 吳上瑋水墨= Ink painting by Wu Shang Wei看到藝術有限公司編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336082 小狐狸們開飯囉!稻荷神的員工餐 松幸果步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099 哈利波特. 3, 阿茲卡班的逃犯(繁體中文版20週年紀念)J.K.羅琳(J.K. Rowling)著; 彭倩文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136 百花 川村元氣著; 王蘊潔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143 異世界轉生...才怪!. 2 碳酸著; 涂紋凰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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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310 那一天,我遇見可以實現願望的神明大人= 神様の願いごと沖田円著; 涂紋凰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341 過去式 李查德(Lee Child)著; 簡秀如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358 伽利略的苦惱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402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 綾辻行人原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3336433 落日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440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簡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3336457 伊卡伯格= The Ickabog J.K.羅琳(J. K. Rowling)著; 林靜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471 易經 張愛玲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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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な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ません 第四部 貴族院の自称図書委員V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495 小書痴的下剋上FANBOOK. 3: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本好きの下剋上 司書にな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んでいられません ふぁんぶっく3香月美夜著; 椎名優繪; 鈴華, 波野涼漫畫; 許金玉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501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6=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著; さんど圖; 簡捷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518 稻草人的微笑 三毛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525 快樂鬧學去 三毛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532 把快樂當傳染病 三毛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看到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滿州民謠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屏東縣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9789573336549 異鄉客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葉淑吟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556 心裏的夢田 三毛作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587 大競走 史蒂芬.金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600 日日朵朵愛之花 朵朵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3336617 迷宮裡的魔術師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624 迷宮裡的魔術師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3336631 稻草人的微笑 三毛作 2021-01-00 二版 其他

9789573336662 伽利略的苦惱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679 伊卡伯格 J.K.羅琳(J. K. Rowling)著; 林靜華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686 迷宮裡的魔術師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747 落日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761 那一天,我遇見可以實現願望的神明大人 沖田円著; 涂紋凰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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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5117 閉目養神身心療法: 中醫臟腑經絡調理 張海生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5124 季秦安手診手療家庭常見病手到病除 季秦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5131 心想事成冥想呼吸法 蔡媛惠編譯; 洪洋整理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5148 老中醫教你胃腸病調養之道 謝文英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7214 媽媽的菜: 傅培梅家傳幸福的滋味 程安琪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97221 手感烘焙: 歐風X日系天然酵母麵包 李宜融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4227 精挑細選大作戰(學生手冊) 徐亦礽, 兵昕庭, 張郁玲, 王瑞宇編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234 精挑細選大作戰(教師手冊) 徐亦礽, 兵昕庭, 張郁玲, 王瑞宇編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8704 我家住在蟾蜍山 王書江, 王芸君, 王永芝, 王泳棠, 伍靜芬, 伍復明, 杜政治, 吳玉鶯, 邱慈蕙, 李春梅, 李淳琳, 李海燕, 周秋涼, 林慧瑜, 洪淑貞, 陳鎮渝, 陳徐鳳妹, 陳珠妹, 陳利達, 張貝梅, 張卓立, 張宗平, 梁玉玫, 黃慶隆, 楊年耀, 葉美娥, 董國俊, 塗旺松, 葉阿桃, 楊碧華, 楊黎花, 劉淑麗, 歐陽甜甜, 劉英美, 劉孫年樂, 劉玉娟故事口述; 周彥彤文字編輯; 伍靜芬, 杜政治, 李春梅, 周秋涼, 林慧瑜, 洪淑貞, 陳珠妹, 陳姚麵, 陳利達, 張貝梅, 楊黎花, 董國俊, 塗旺松, 蔡鑾, 劉淑麗, 繆之芬, 謝佳吟繪畫創作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8426 都會恐怖故事 A ee mi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961398 日常紀行 董鴻宗著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11281 人生是過堂 妙凡法師文 2017-08-00 平裝

9789869722926 風言風語 依空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2204 我在佛學院的日子 佛光山叢林學院文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12211 我在佛學院的日子 佛光山叢林學院文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12235 孤獨河 陳菽蓁採訪.撰文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2259 生命探索繪圖. A 覺年法師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2266 生命探索繪圖. B 覺年法師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2273 生命探索繪圖. C 覺年法師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柏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為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食為天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355583 想飛(中英對照)= Fly high 劉美珍圖.文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088825 紀錄.編藺人: 臺灣苑裡地區傳統編藺產業及形構技術之調查陸佳暉作 2008-12-00 其他

9789868088832 紀錄.編藺人: 臺灣苑裡地區藺草手編技術及工藝發展調查研究陸佳暉作 2010-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29862 郵學演講集. 二0二0年度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89425 燕誠書簡: 書藝百篇賞析 沈燕誠, 林金進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67473 連鎖加盟總部特刊. 2020年 流通快訊雜誌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414643 財報詭計: 揭露財報三表中的會計舞弊與騙局= Financial shenanigans,fourth edition: how to detect accounting gimmicks and fraud in financial reports霍爾.薛利(Howard M. Schilit), 傑洛米.裴勒(Jeremy Perler), 隆尼.恩格爾哈特(Yoni Engelhart)著; 徐文傑翻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40796 13 陳清淵原著; 教主漫畫 2020-07-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6206 電競世界沒有少女= Does not exist 陳清淵原著; 飛西啟漫畫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76213 少年山海經 重啟 陳清淵原著; 楊承達漫畫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76220 少年山海經 重啟 陳清淵原著; 楊承達漫畫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4104 旅館客務實務 葉俊廷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64111 機件原理 李榮華, 謝文忠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64128 機械力學 李榮華, 李岱佳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3401 什麼將把你帶走= What will be bringing you away王小苗文; CROTER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9607 致理科技大學社會責任績效報告書. 2020 謝金賢總編輯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09768 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生命故事手札. 109 柳雅梅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紅動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洪添賢插畫設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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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魚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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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縣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集郵會

送存冊數共計：8

英倫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7558 行銷管理概論: 探索原理與體驗實務 曾光華著 2021-01-00 六版 平裝

9789869947565 連鎖管理 許英傑, 李冠穎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3206 Arduino字幕機自造與程式設計 洪國勝, 蔡懷文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8408 因信心被提超自然移動 布魯斯.艾倫(Bruce D. Allen), 邁可.范.弗萊門(Michael Van Vlymen)作; 吳麗娟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8415 榮耀的根基: 每一天活在屬天的領域中 布魯斯.艾倫(Bruce D. Allen)作; 王怡人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8422 榮耀入侵: 與神同行在敞開天門之下 大衛.赫佐格(David Herzog)作; 張聖晞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37152 百香成果專刊 南投百香果資源永續之煉銀網團隊編著; 林正敏, 洪崇彬, 周麗楨, 施鴻琳主編2020-1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3549 劉國珍女士回憶錄 劉國珍口述; 李常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528906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3529071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11冊

9789863529088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12冊

9789863529118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529125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3529194 金粉世家 張恨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529217 金粉世家 張恨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529200 金粉世家 張恨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863529224 老舍作品精選. 1, 駱駝祥子 老舍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29231 算出你的好運道: 六十甲子運氣推算詳解 覃賢茂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3529255 四大名捕會京師(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529262 四大名捕會京師(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529279 四大名捕會京師(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529286 四大名捕會京師(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529293 武俠小說史話 林遙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529309 武俠小說史話 林遙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529323 金粉世家 張恨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529330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529347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529354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529361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529484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3529453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3529460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3529477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3529507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3529491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3529521 談龍集 周作人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29538 墳 魯迅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29569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13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鄉風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耶斯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開科大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泉勝出版



9789863529576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14冊

9789863529583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15冊

9789863529590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16冊

9789863529644 老舍作品精選. 2-4, 四代同堂 老舍著 2021-03-00 平裝 上冊

9789863529668 老舍作品精選. 2-4, 四代同堂 老舍著 2021-03-00 平裝 下冊

9789863529651 老舍作品精選. 2-4, 四代同堂 老舍著 2021-03-00 平裝 中冊

9789863529712 紅與黑 司湯達著; 楊平譯 2021-03-00 平裝

9789863529729 陳墨: 人物金庸 陳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3783 生命之光: 一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63790 生命之光: 二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03 生命之光: 三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10 生命之光: 四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27 生命之光: 五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34 生命之光: 六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41 生命之光: 七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58 生命之光: 八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65 生命之光: 九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72 生命之光: 十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89 生命之光: 十一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096 生命之光: 十二月 太陽盛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218 A promise of a thousand years by Ted Su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13944 六爻易揭秘 郭俊良(青雲居士)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16324 新貿易時代: 從兩岸跨境電商到全球市場 呂建毅口述; 前進新大陸團隊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5623 新粉彩主義. 3: 洪秀敏粉彩分享書= ネオパステリズム 洪秀敏のパステル画シェアーブック= The neopastelism: Hung Hsiu-Min's pastel painting洪秀敏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95630 新粉彩主義. 3: 洪秀敏粉彩分享書= ネオパステリズム 洪秀敏のパステル画シェアーブック= The neopastelism: Hung Hsiu-Min's pastel painting洪秀敏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5680 也談神學 陳希曾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45697 也谈神学 陈希曾着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8601 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 羅馬書注釋 畢特(Joseph Agar Beet)原著; 鍾聲實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24538 台灣現代詩選. 2019年 江自得等編選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545 大霹靂之後 江自得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552 詩的誕生: 鄭炯明詩集 鄭炯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569 夢通往黎明 汪啟疆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576 靈海 沙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583 燦爛的夕陽 張茂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15771 山中曆日: 離畢華詩集 離畢華作 2005-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進新大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迪傑魔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8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信發堂造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65026 生命謳歌黃利安繪畫創作與療癒 黃利安編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2319 高效營運的80則關鍵問答: 這是一本具有百萬價值的營運教戰手冊討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陳宗賢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2326 精緻團隊的80則關鍵問答: 這是一本具有百萬價值的人資管理手冊討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陳宗賢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38322 生涯現役人生: 幸福活到100歲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38377 時尚是個好生意 尼可拉.懷特(Nicola White), 伊恩.葛里菲斯(Ian Griffiths)編著; 許舜青譯2017-04-00 四版 平裝

9789869645478 信仰之法: 心靈昇華的力量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2018-08-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762711 細讀利未記 盧俊義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762728 細讀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 盧俊義著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762735 細讀箴言 盧俊義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08849 遺囑信託大未來 羅友三, 林明君作 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27690 漫畫繁星計畫<> 孫志誠總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1198 薯條獅之我是小幫手 劉美琪文.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62117 天天都想去旅行。: 還在旅行中,2021旅行繪日誌林君萍圖文攝影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124 識字小學堂. 1: 認識生物 數字 形狀 顏色 語文小組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148 (新制多益練武功)YBM魔鬼教頭閱讀實戰1000題+解析YBM多益研究所編著; 戴瑜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155 (新制多益練武功)YBM魔鬼教頭聽力實戰1000題+解析YBM多益研究所編著; 陳建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162 謝謝你,我愛你─親密關係: 通往靈魂之橋 克里斯多福.孟(Christopher Moon)著; 鍾沛君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6407 英文微觀文法探秘 桂慶中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6414 英文宏觀句法探秘 桂慶中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6102 來宜蘭迺菜市場= Morning market Yilan 方子維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616278 明天就出發 林小杯文.圖 2020-11-00 二版 精裝

9789861616285 變色鳥 矢崎芳則故事.圖; 趙天儀文 2020-10-00 五版 精裝

9789861616292 小魚散步 陳致元文.圖 2020-10-00 三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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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樂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柏億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實稅務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多樂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福

姮瑋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致鼎國際



9789861616308 子兒,吐吐 李瑾倫文.圖 2020-11-00 四版 精裝

9789861616315 四不像和一不懂 楊隆吉文; 楊麗玲圖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16322 多多少少郵局 王淑芬文; 吳語緁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16346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劉旭恭圖.文　 2020-12-00 三版 精裝

9789861616353 不亂發飆的孩子: 孩子情緒管理的第一本書= First aid for tantrums凱西.萊文森(Kathy Levinson)著; 陳娟娟譯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16360 企鵝演奏會 陳彥伶文.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1616391 幼幼數學圖畫書 潘人木, 李紫蓉, 王金選文; 曹俊彥, 張振松, 柯廷霖圖2021-03-00 第四版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05597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2, 狐狸魔術師.大象媽媽的小尾巴音樂童年教學研發部故事; 布魯托繪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5703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4, 愛打瞌睡的小青蛙.小龍舟音樂童年教學研發部故事; 龐雅文繪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5710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6, 跳跳豆.最亮的小星星音樂童年教學研發部故事; 南君繪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5727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故事繪本(下學期) 音樂童年教學研發部故事; 布魯托, 龐雅文, 南君繪圖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5500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詩歌選讀 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517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詩歌選讀(教師手冊)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524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詩歌選讀(教師用書)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68165 花語翰墨香: 吳炳銅書法‧攝影作品集 吳炳銅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605659 面面觀數學. B, 講義 張進成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6605666 面面觀數學. A講義 謝一帆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6605673 輕鬆學數學. B, 講義. 第四冊 張進成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6605680 面面觀數學C講義 呂明欣, 王德全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6605703 輕鬆學數學C 呂明欣, 王德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52734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3137 這隻狐妖是笨蛋 思寧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3878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4561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4226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154233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154462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4479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4370 修真界唯一錦鯉 枯玄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4387 修真界唯一錦鯉 枯玄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4417 神工 任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6冊

9789865154530 詭秘之主 愛潛水的烏賊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4592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4615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4622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4646 元龍(新裝版) 任怨作 2020-09-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4660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154677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154714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154721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154738 黎明之劍 遠瞳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飛燕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冠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音樂童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億興業



9789865154745 黎明之劍 遠瞳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4769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154776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154790 少年心理師 風念南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4813 女裝妹妹從沒少過麻煩 瘋浪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4820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4837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4844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4875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4882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4899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4905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4912 星際涅槃 羅霸道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4929 星際涅槃 羅霸道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4936 星際涅槃 羅霸道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4950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4967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4981 極樂淨土 世末鴿者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4998 極樂淨土 世末鴿者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5018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5025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5032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292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049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056 龍套少女要修仙! 貓邏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087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094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100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117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124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131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209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9789865155193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9冊

9789865155216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5223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5230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5247 不跟男生交往的話就無法轉大人了喔 午夜藍作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261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55278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55285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155308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315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322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339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155346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155353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155360 我有百萬億分身 重劍無鋒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5377 我有百萬億分身 重劍無鋒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5391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5407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5414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5421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5438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5445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5452 武道通神 木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5469 武道通神 木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5483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155490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155506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155513 修真界唯一錦鯉 枯玄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5537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155544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155551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155568 神工 任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7冊

9789865155575 神工 任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8冊

9789865155582 神工 任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9冊

9789865155605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629 詭秘之主 愛潛水的烏賊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636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5643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5650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5667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155674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155681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155698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5728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5735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5742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5759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5766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5773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5810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827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834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841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858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865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872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889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896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926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5933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5940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5957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596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5971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5988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155995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156015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6022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6039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6046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6053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6060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6077 魔族少女的藥引 花鈴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084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6091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6107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6114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6121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6145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156152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156169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156176 極樂淨土 世末鴿者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6206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156213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156220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156244 神工 任怨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0冊

9789865156251 神工 任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1冊

9789865156268 神工 任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2冊

9789865156305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6312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329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6336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6343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350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6398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6404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411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6459 無夢系列 夜非夜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6466 少年心理師 風念南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6473 黎明之劍 遠瞳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6510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6527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653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6541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6558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6565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6572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156602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6664 星際涅槃 羅霸道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6695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156701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156848 有特殊怪癖的主人能不能退貨 草子信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56855 天王星 自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56909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6930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6947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699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157005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157029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57050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7067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7081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098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173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157227 魔族少女的藥引 花鈴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7234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241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265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272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289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8453 蜂舞-Dance of bee-Genesis公式紀錄畫集 貓邏原作; SIBYL, J.U., 阿蟬, QR, 豆子繪 2018-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58460 青青何盼草之幫會競賽 姒情著 2017-02-00 平裝

9789865158477 這樣的莊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2017-02-00 平裝

9789865158484 極密!!12 Animal Girls: DREAM☆IDOL Project: Sacred Maiden聖.少.女公式MINI設定集影★KAGE (DREAM.Project)原案; 戰部露原作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58491 總之為了五年五百億就來一場大亂鬥吧 五年五百億製作委員會原案 2018-08-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0444 活版印刷三日月堂. 第三部, 庭院的相簿 星緒早苗著; 緋華璃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6356 海想知道. Vol.1, 取之於山,取之於海= Ocean knows:王傑等撰文; 鍾宜庭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6363 海想知道. Vol.2, 昨日x今日 空間對話= Ocean knows:鍾宜庭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6370 海想知道. Vol.3, 夜來香= Ocean knows: 鍾宜庭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5

送存冊數共計：188

柳橋出版



9789869613798 談天說地: 說老人、說老師、說老話 劉雨虹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3001 照人依舊披肝膽 入世翻愁損羽毛: 劉雨虹訪談錄劉雨虹講述; 岱峻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3209 濃情義大利= Affection in Italy 黃茹珮(Ruby Huang)文字; 陳冠仁(Allen Chen)圖像繪製2020-09-00 首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618645 無威脅群體庇護協會 matthia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619109 修補生命的裂痕 喬安娜.坎儂著; 林宜萱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376 在廁所閱讀的廁所小說 雹月あさみ著; 高秋雅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390 墮落王子外傳: 夏日之宮 C. S.帕卡特(C. S. Pacat)著; 朱崇旻譯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3619482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上. 一, 西北有雛鳳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499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上. 二, 白馬出涼州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505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上. 三, 春雷闖江湖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574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3619581 無瞳之眼 風花雪悅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619598 解謎才不像漫畫那麼簡單 藤崎都著; 黃薇嬪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604 廚病激發BOY 藤並みなと著; 江宓蓁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619611 廚病激發BOY 藤並みなと著; 江宓蓁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619628 箱庭魔女夏日騷動 午夜藍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619635 星際首席檢察官 YY的劣跡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619642 有種你別死 YY的劣跡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619659 1週有感!最強個人藥膳鍋: 日本減重名醫認證,三高、肥胖、代謝差、倦怠感,一天一鍋就能解決!工藤孝文主編; 謝東富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666 被害人= Cold cold heart 塔米.霍格(Tami Hoag)著; 蕭季瑄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673 分手生存戰= The shelf 赫莉.艾肯頓(Helen Acton)著; 羅慕謙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680 開始Podcast: 千萬收聽製作人教你內容規劃、主持、上架指南克莉絲汀.梅因澤(Kristen Meinzer)作; 曾琳之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697 我當道士那些年. 叁 仐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619734 初次見面,我們閃婚吧! 酒小七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741 愛情理論 JittiRain作; 鄧爽譯; 飄緹亞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619758 愛情理論 JittiRain作; 鄧爽譯; 飄緹亞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619772 讓孩子盡情失敗吧!懂得放手,才能讓孩子獨立又堅強水野達朗著; 黃薇嬪, 鍾雅茜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789 妖怪料亭 微混吃等死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619796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下. 四, 孤身行北葬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802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下. 五, 扶搖上青天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819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下. 六, 起手撼崑崙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833 億萬商機人造肉: 從培養皿到餐桌,席捲全球的未來飲食新革命!蔡斯.帕迪(Chase Purdy)著; 曾倚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840 笑史!了不起的古希臘 王冬妮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857 擁報焦慮,親愛的你會好好的 吉兒.P.韋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864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四 士承東林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619871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四 士承東林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619895 後仰就會瘦: 10秒就能消小腹,適合所有人的革命性拉伸瘦體操= 「そる」だけでやせる腹筋革命中村尚人著; 高秋雅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901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上. 一, 白髮舞太安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918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上. 二, 劍仙盡低眉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925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上. 三, 新桃換舊符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932 先獨立,後愛人 戴登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949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上. 四, 杯酒賀新涼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19963 你好,我的一見鍾情 夜蔓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619970 你好,我的一見鍾情 夜蔓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619994 惡役伯爵調教日記 帝柳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60008 所有經歷,都是為了成就更好的你 何權峰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022 少年小樹之歌(經典新譯版)= 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佛瑞斯特.卡特(Forrest Carter)著; 蕭季瑄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039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五 士承東林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0046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五 士承東林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0169 全面進化最上手！魔術方塊破解秘笈 陸嘉宏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183 一輩子不疼痛的膝關節: 關節與軟骨再生醫學權威教你膝蓋用到100歲高湧坤著; 黃莞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190 陌生的房客= The family upstairs 麗莎.傑威爾(Lisa Jewel)著; 吳宜璇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299 廚病激發BOY. 1 藤並みなと著; 江宓蓁翻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玹瓏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0362 文明的躍昇: 人類文明發展史 布羅諾斯基(Jacob Bronowski)著; 漢寶徳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9031 佛經地圖: 百經卷= The guide to reading sutra 洪啟嵩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9048 鬼滅的日本史= 鬼滅の日本史 小和田哲男著; 李欣怡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9506 作夢、託夢及解夢: 夢文獻、心理學及中西醫學跨領域研究劉崑誠撰寫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655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逐條釋義 洪國欽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17127 憲法新論 法治斌, 董保城作 2014-09-00 六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764 古詞鑑賞 許金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948 勉忠詩八百首與建言集: 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等機關不作為林添旺撰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389 風雲情歌: 現代詩集 陳去非(陳朝松)作 2020-12-00 精裝

9789574384433 再給你失戀一次 陳去非(陳朝松)著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934 臺灣公路巴士系列. 第二冊, 金馬號(1959-1987)= Taiwan highway buses series. volume two錢大群, 劉金泉, 鄭安廷編著 2020-12-00 精裝

9789574382934 臺灣公路巴士系列. 第二冊, 金馬號(1959-1987)= Taiwan highway buses series. volume two錢大群, 劉金泉, 鄭安廷編著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69409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2019-09-00 二十六版 平裝

9789574369416 實用民法概要 劉振鯤著 2019-09-00 二十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149 易經研究 廖慶六著 2020-10-00 再版 精裝

9789574386277 易經研究 廖慶六著 2021-03-00 第三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192 病歷資訊管理學=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范碧玉編著 2021-02-00 四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范碧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劉振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廖慶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去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錢大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金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添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保城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50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留一點空間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375 大地工程學. 一, 土壤力學篇 施國欽編著 2020-12-00 第八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06398 民事法學與法學方法. 第五冊, 法源理論訴訟經濟吳從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739 蔡老師的生命故事= Teacher Cai's life story 蔡鶯梅著 2020-10-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017 最高法院海商法裁判整編暨評析(2009-2020) 黃裕凱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413 新世界大同聖道天命經: 聖人道 以德.中道子作 2021-03-00 平裝

9789574386413 新世界大同聖道天命經: 聖人道 以德.中道子作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693 用鏡頭記錄歷史: 楊人凱的攝影與新聞事業 楊人凱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384709 用鏡頭記錄歷史: 楊人凱的攝影與新聞事業 楊人凱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181 金剛經解行二門 釋惟全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5638 五蘊的探討 觀想念佛淺說(合刊) 釋惟全編著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0831 禪法寶藏. 一: 雜阿含經講解 釋大寂著作 2019-03-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975 太上黃庭經 吳昌益著作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798 宮廟制解十二神煞 黃啟東編著 2021-01-00 六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43577 狗狗的悲歡歲月 党象萊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勁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啟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党象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釋大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昌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陳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釋惟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德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從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鶯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施國欽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835 台灣(Formosa)參議院成立議程 曾勁元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3986 臺灣(Formosa)自治政府(PAJF)參議院成立大會議程曾勁元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5898 臺灣(Formosa)自治政府(PAJF)參議院成立大會議程: 米西太日帝臺島參院二期曾勁元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859 莫非定律 樓雨晴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195 創作報告: 圖騰、鄉土、武俠 陳樹熙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357 The ubiquitous home: within a technologically driven nomadic cultureby Grace Tsai 2020-11-00 1st ed.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648 高宛珍國畫作品集= Gao Wan-Jhen painting collections高宛珍作 2021-01-00 平裝 第2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8050 傳統建築裝飾題材 王慶臺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78067 傳統建築畫稿構圖 王慶臺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78074 傳統建築螭龍造樣 王慶臺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78081 傳統建築螭龍窗櫺 王慶臺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78098 傳統建築雕刻技藝 王慶臺作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82576 傳統建築稿樣變化 王慶臺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705 吉爾戈曼什: 人類史上第一部文學作品 幾何編譯 2020-10-00 修訂二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965 死亡在消逝= Death is dying 吳俞萱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775 無常 蕭奕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59950 專業調酒聖經 周文偉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832 八大仙翁詩文集 郭南州編纂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三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奕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文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謝愛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俞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宛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慶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樹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宜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樓雨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101 疏狂年少 林世奇作 2020-12-00 臺初版 平裝

9789574383313 文章偶得 林世奇作 2020-12-00 臺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225 地特三等英文用書 李盛光編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157 渴慕神 陳禮元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5164 遇見神 陳禮元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436 讀心樹 雅子作; 林岳勳攝影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880 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導賞與翻譯= Verdi: Il Trovatore朱塞佩.威爾第作曲; 薩瓦多雷.卡馬拉諾, 里奧內.巴達雷劇本; 連純慧導賞.翻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041 應用工程數學 周卓明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866 臺灣,媽媽的家!= Taiwan, die Heimat meiner Mama!周盈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4341 台灣,媽媽的家(中法對照) 周盈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191 2070 AI新紀元. 下集 昕辰(陳隆貴)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652 港埠經營與管理 張志清作 2021-0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153 The golden khan by A. H. Wang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430 懷璞琴譜. 卷一 劉育瑄編 2021-01-00 三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508 梅門詩集 陳履安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蓉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 H. Wa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育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隆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志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卓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盈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簡雅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連純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李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禮元

林世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1921 穆思單字記憶法 李長穆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72867 新制多益文法指南 李長穆作 2020-01-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358 行善/善行: 七月進香: 2020JULY白沙屯媽祖、山邊媽祖北港徒步進香許玉青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884 唐詩三百首之歌 (清)蘅塘退士編選; 唐美惠譜曲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495 Su-35. 第三冊, 航電百科 楊政衛著 2021-01-00 1版 平裝

9789574384501 Su-35. 第三冊, 航電百科 楊政衛著 2021-01-00 1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757 台日書法聯合展覽: 台日書法交流六十週年紀念展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348 吹不散的人影 蔣濟翔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214 血液淨化技術實踐手冊 蔡佳璋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597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cient and modern classifiers陳榮安著 2020-12-00 增訂六版 平裝

9789574384051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cient and modern classifiers陳榮安著 2020-12-00 增訂七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917 錦繡年代= Age of the glorious 日下棗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979 思培斯.城市記憶: 尹信方創作個展畫冊= Space. city memory尹信方[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560 佛法三法印 方俐懿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尹信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俐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下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蔣濟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佳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可夫斯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翼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玉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美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長穆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440 澳大利亞人的客家城= The hakka town of the Australians杜岳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4385331 兩週之後武漢肺炎就結束了= After a fortnight the Coronavirus is over杜岳作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406 司諾曼短篇小說集: LV37 司諾曼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920 兔子先生的銀河冒險= Les aventures galact: ques avec monsieur lapinPublic Child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562 菲菲的一日: 印象江南 張燕風文; 蔣軍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249 我把自己變成一封信貼在街上 徐心潔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613 神狐將軍. 第二卷之無刪剪版 七朵芸編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337 數位學習課程設計創新策略: 提升學生課程參與意願與自主學習能力許蕙纓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5288 葉形演算法 楊春福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3482 虹橋文集: 心繫兩岸 李慶平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869 荳荳的冒險旅行 黃書瑩, 蘇意筑圖.文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4700 極致性福百分百 林福邦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457 葉老師十堂課教你學會燙髮 葉釗珍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筱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福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釗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凱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意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蕙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春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心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七朵芸的畫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學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燕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國雄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034 兒童即興教本. 中級 陳怡儒(Frederica Chen), 洪筱函(Han Hung)作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583 Path of seeing the pure-light mind author Frieda Huang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7038 來自聖國 歐崇敬著 2021-04-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849 水彩畫不藏私的技法: 水彩秘笈 莊宏哲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740 Pagpalain ka! ako, Diyos, ikaw by F.Sabo L. Ulechong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200 冰晶如雪 陳琪瑩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7411 狗呷烏蠅集 鍾振斌著 2020-06-00 平裝 上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737 透視營養圖鑑 食物代換超easy 黃鈴君, 楊于嬋, 唐儀珊, 蔣宗如, 蔡馨儀, 翁祥育, 胡媛婷, 李佳欣, 葉宥璘著2021-04-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419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吳慕亮譯解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7848 我可以行善積德 蔡旻秀 2020-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4377848 我可以行善積德 蔡旻秀 2020-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8920 巴利文課誦本= Pāli chanting 羅候羅法師(Bhikkhu Rahul Ratna)編纂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443 寂靜集. 一 青雲姐姐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貴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沛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英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旻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振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鈴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F.Sabo L. Ulecho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琪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崇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宏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湘娥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900 800公里的漫漫思辨: 追尋自我.朝聖手札 林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9729 澄心清神: 李丞鏞作品集 李丞鏞[作]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9842 我們的對話花園: 世代對話的家庭診聊時間 趙慧攸, 趙巖圖; 陳怡君文 2020-09-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006 設施管理手册. 第一册, 設施管理願景、永續發展性的策略=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handbook林世俊, 沈明展, 黃士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9958 臺灣園景精選= A selection of gardens and parks of Taiwan王小璘, 何友鋒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9811 親愛的家家 悍兔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828 無春 悍兔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287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題庫解析 廖瓊正編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111 How to use teeth until 100 years old: this method is simple, no medication, no injections and no side effectsby George Ho 2020-09-00 1st ed.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0893 好街友哈利=Homeless Harry 詹姆斯.雷德(James Lade)著; 陳厚安譯 2020-09-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0954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1, 國內外獲獎代表作特集侯壽峰創作.撰稿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80961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2, 寶島風光.富貴吉祥 創作特集侯壽峰創作.撰稿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80978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3, 世界瑰寶.觀光景點 創作特集侯壽峰創作.撰稿 2020-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4380985 壽峰文創產品系列之一: 藝術手札. 4, 乘坐帝王龍船.遨遊世界地標 創作特集侯壽峰創作.撰稿 2020-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437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2021年版必勝編輯小組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4386444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 複試(包含教學演示及口試). 2021年版必勝編輯小組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4386451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 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 2021年版必勝編輯小組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黃怡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紀少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usan Patrice De Simon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壽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廖瓊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啓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小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悍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怡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世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丞鏞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289 韶光津渡: 鯤島人文駐地吟遊誌 紀少陵作 2020-09-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333 tjinenun nuwa paiwan排灣族的織布 許春美作 2020-11-00 第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746 刀篆筆韻: 阿罩霧小刀雅集聯展專輯. 2020= Joint Exhibition of Wufeng Seal Carving Gathering阿罩霧小刀雅集作 2020-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231 祂懂我 陳香君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890 於米期茶: 吳雪粧米齡書法展 吳雪粧創作 2020-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040 正向教養家長講師訓練手冊: 如何帶領家長課程的教學步驟= Teaching parenting the positive way: parent educator facilitator manuel: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 starting and leading parenting classes琳.洛特(Lynn Lott), 簡.尼爾森(Jane Nelsen)著; 姚以婷等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293 入夢者: 夢境操控師 林淑萍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2309 旅遊癮者: 旅行上癮症候群 林淑萍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2316 我的初問與冏答 林淑萍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2323 保護者= Beschützer 黑爾格.搭恩俆爹特(Helge Darnstaedt)作; 林淑萍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2330 要不要在臉書分享呢?= Share or not to share on Facebook?林淑萍(Shuping Lin)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4792 畢業後的樂活文創筆記 林淑萍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4808 CEG關於商學企管的思考與提問 林淑萍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347 美的遞嬗: 西方藝壇大師小傳1452-1973 吳道文著 2020-12-00 平裝

9789574382347 美的遞嬗: 西方藝壇大師小傳1452-1973 吳道文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378 互動設計結合擴增實境之實務教學成果 彭慶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453 林勝鐘書法集 林勝鐘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507 鬼針草女孩 孫傳莉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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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孫傳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吳道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彭慶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以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淑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香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雪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春美(屏東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滄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276 9天學會法文檢定必考動詞(DALF/TCF-B2~C2) 蕭明鈞作 2020-11-00 其他

9789574383283 9天學會義大利文檢定必考動詞(CILS/CELI-B2~C2)蕭明鈞作 2020-1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545 桃園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景觀影響評估 黃文珊撰寫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552 悠遊虎頭山: 自在於我心 謝錦榮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590 遠古的文字.失傳的藝術: 古文的緣起發展暨古籀文字引介張志豪撰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7305 抽象: 嚴玟鑠= Abstract: Yen Wen-Shuo 嚴玟鑠作 2020-1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774 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 一, 賽博空間的易博通/安化樂遊的修練功夫吳進輝著作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574383672 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 二, 賽博空間的易博通/安化樂遊的修練功夫吳進輝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574384853 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 三, 賽博空間的易博通/安化樂遊的修練功夫吳進輝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828 四季歲彩: 簡昌達油畫作品集= Chien Chang-Ta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2010-2021簡昌達作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804 法律英语暨判例法研究 張瑋心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910 Dear: a letter comic 黃右禎(Arwen Huang)作 2020-1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989 漁火與青鱗魚= The light and souls 筆頭Penpoint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2996 領受祝福,破除咒詛 馬利亞著 2020-11-00 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009 四季的傷痛 思瑀著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利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右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筆頭Penpoint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簡昌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瑋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嚴玟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進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錦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志豪

蕭明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文珊



9789574383269 聽.說: 2016躁鬱日記 思瑀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030 西洋棋好好玩 薛如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160 高速連接器電氣特性之分析技術= Techniques of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for high-speed interconnects黃啓芳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146 我那看似文青的室友 日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023 只圖English 不讀English 小王子(Kenny)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184 實食 楊心怡, 孫孝宇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351 翻轉你認為的罕見疾病: 免疫系統疾病(MS) 梁籽精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405 第一次到日本當講師就上手: 阿油的國際漫畫工作坊四格遊記阿油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481 常用客家親屬稱謂= Kinship terms in mandarinand Hakka范雯鈴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535 鄭秀玲油畫集: 歸園田居、悠然自在 鄭秀玲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641 第一次買房包租就成達人(初階版) 劉宸宇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4383931 第一次買房包租就成達人(初階版) 劉宸宇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689 隔間無神 暗裏有光 洪射作 2020-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吳碧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秀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宸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雯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心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梁籽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子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薛如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啓芳



9789574383733 啄鼻仔路新語 鄭春山口述; 傅吳碧琴(山城歲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771 自然神學之數學原理 周榮國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856 救世主給全地球人的一封信 李吉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870 翕實影真 李建榮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818 時間的三種步伐: 林熺俊創作個展= Hsi-Chun Lin: times's pace is threefold林熺俊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3825 時間的三種步伐: 林熺俊創作個展= Hsi-Chun Lin: times's pace is threefold林熺俊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887 小朋友也可自學Scratch與Arduino 簡士植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894 小怪獸 鄭晴文.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399 安心自在 玄玄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037 女口武林: 蔡海如作品集. 1988-2020 蔡海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099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A=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105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B=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129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D=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136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E=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143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F=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150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G=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228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A=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242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B=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266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C=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273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D=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28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E=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297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F=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84303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G=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2021-0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翊寧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海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簡銘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建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熺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榮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吉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259 アゝ台湾玉里明治医院亡き父母の影を慕いて徐蓮英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198 墨緣起性: 羅凡晸詩書創作展 羅凡晸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204 商圈E化委員培訓講義 陳瑞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384914 商圈E化委員培訓講義 陳瑞麟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310 吳盈著油畫集: 繪畫美好時光 吳盈著[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334 我有一個身體,我會笑= Laughing like the wind 童羽(SL Pan)文; 俞靜如(Sylvia Yu)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211 出發吧!藤雄 王宥棋, 許藍方文.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402 美食和糕點的小故事= Petites histoires de bon goût et de pâtisseriesCyrille Terrier 作; Ray Cheng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525 初荐.初見= At first time 張凱琋, 楊舒琦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556 泰雅四季: 陳志榮自然攝影集 陳志榮著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570 劉登科老師書法教學作品集 劉乃榕, 劉加宥編輯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617 留金歲月= Golden memories 若貽Lois Su著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594 這麼多年過去,= After all these years, 鄧兆旻作 2021-0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兆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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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登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若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凱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志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藍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errier Cyrille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盈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秀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凡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瑞麟

黃千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662 「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與輔導暨效益評估計畫」專案管理技術之建立鍾松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679 SAKE: 活在臺灣的釀技1898-1944臺灣日日新報廣告圖像研究秦裕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723 霽廬指月 宋秉修著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768 應用內部稽核職能強化動支經費合規性機制之研究: 以科技部補助學研機構研究計畫為例黃永傳, 廖家卉編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574385850 應用財務規劃模式協助審查公營事業預算之可行性研究: 以Monte Carlo模擬審查中央印製廠預算為例黃永傳編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785 莊黃京華女士紀念集 莊健隆, 張臨蘇, 莊思沛, 莊思敏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747 國文教學實境 盧德勝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921 族語主播之眼= Speaking in our own words 許志明主編 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952 翰游不惑.朱家韻書藝首展作品集 朱家韻著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140 牛背上的環保行者: 張祖恩 張祖恩口述; 楊淑芬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263 數位福爾摩沙= Digital Formosa 徐瑞奎攝影 2021-0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362 依靠信德天天得勝 翟金誠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461 太陽魚波波 彭育琦圖.文 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育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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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瑞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翟金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家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祖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德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志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永傳(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莊健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秦裕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秉修

鍾松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539 嘉義布袋大寮吳祖汪公宗祠沿革誌 吳永勤主筆編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546 台灣鄉村素描 蘇獻隆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584 廣公紀念堂巡禮 釋心見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607 曾德堂平凡的人生: 公益與正義 曾德堂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614 RSC圖解編碼原則植入電腦記憶規則: 編碼有原則管理無缺口= The principles of coding are embedded in the rules of computer memory洪嘉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5614 RSC圖解編碼原則植入電腦記憶規則: 編碼有原則管理無缺口= The principles of coding are embedded in the rules of computer memory洪嘉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5614 RSC圖解編碼原則植入電腦記憶規則: 編碼有原則管理無缺口= The principles of coding are embedded in the rules of computer memory洪嘉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5676 RSC圖解編碼原則植入電腦記憶規則: 編碼有原則管理無缺口(彩色版)= The principles of coding are embedded in the rules of computer memory洪嘉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713 任性: 闕仙羑編劇小說輯 闕仙羑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812 麵包製作動物造型 許博倫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154 台灣嘉義新港鄉趙氏族譜 沈文俊編纂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215 六祖壇經.玄鑒 陳聖道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390 兩岸恩怨如何了? 呂秀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512 鼓動生命 戴伴興編著 2010-07-00 再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8912 交換日記 張純禕著; Charlotte S.繪 2020-12-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栗子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秀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伴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文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聖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闕仙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博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德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嘉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獻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心見

吳永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6315 課程發展與設計 周淑卿, 白亦方, 黃嘉雄, 楊智穎, 林永豐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968459 田徑教學法與研究 葉憲清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968466 雙語體育教學參考指南= Bilingual teaching guidelines for physical education孫佳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968473 數學臆測教學模式教戰守則 林碧珍, 陳姿靜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3924 創業精神,從10歲教起: 創業老爸的7堂課,教出能專注、會思考、有創意的孩子船山哲作; 林美琪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931 客戶一直來一直來: 隨時派上用場的150個吸引新客戶、留住老客戶的業務祕密= No nonsense attract new customers: 100+ ideas to bring in more customers杰利.威爾森(Jerry R. Wilson)作; 龐元媛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5646 游東運可頌丹麥麵包頂級工法全書 游東運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653 林宥君創意食趣手作糖果全書 林宥君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660 年過40,打造熟齡A+健康力: 儲備健康資產,抗老化、遠離慢性病及癌症花蓮慈濟醫學中心16專科醫療團隊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677 器而不捨,以愛延續生命: 東部器官移植推動者: 李明哲的行醫路李明哲主述; 吳宛霖撰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45691 攝護腺癌診治照護全書 簡邦平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606 中風復健這樣做,提升自我照顧力 職能治療師團隊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613 慢性腎臟病科學實證最強復健運動全書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腎臟科&復健醫學部&營養科團隊作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620 張宗賢百吃不膩經典台味麵包 張宗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644 頂級食感: 精品巧克力手作全書 黎玉璽(Jade Li)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11374 臺灣眼科發展記事: 1960-2020 許紋銘編撰 2020-11-00 一版 精裝

9789869611374 臺灣眼科發展記事: 1960-2020 許紋銘編撰 2020-11-00 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5138 新出金文分域研究 陳榮軍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85674 探奧索隱: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 黃彥達主編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34393 The reference dictionary of the Arabic language(root words). fascicule 1, letter ảlif[ا]by Hsu Cheng-Hsiang 2020-10-00 1st ed.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6611 食品衛生檢驗&農產加工高普考2.0試題詳解. 103年-109年度黃上品, 梁十著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56628 普通生物學. 5, 動物生理. 二= Biology 黃彪著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56635 私醫國文狂刷題 簡正崇著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56642 後中國文狂刷題 簡正崇著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56659 普通生物學. 6, 動物生理(三)與生態學= Biology黃彪著作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氏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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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紙文物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展元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出版社



9789869956666 食品技師全攻略(103-109試題詳解) 黃上品, 梁十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56673 奪彪3.0精選生物題庫 黃彪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56680 普通生物學. 2, 遺傳學= Biology 黃彪著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075483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四冊(臺羅版) 李勤岸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75490 國小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四冊 李勤岸總編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75506 國民小學客家語. 第四冊 吳秀美等編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759985 十字軍戰爭全史 喬納森.賴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著; 黃中憲譯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759992 謀略者 金彥洙著; 尹嘉玄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002 派特的幸福劇本 馬修.魁克(Matthew Quick)著; 謝靜雯譯 2020-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09019 新歐亞大陸: 面對消失的地理與國土疆界,世界該如何和平整合?布魯諾.瑪薩艾斯(Bruno Maçães)著; 王約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026 手繪旅行: 跟著43位知名插畫家、藝術家與設計師邊走邊畫,記錄旅行的每次感動丹尼.葛瑞格利(Danny Gregory)作; 劉復苓譯 2020-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09033 從1到1+: 每個人都能成為影響者,驅動社群力,召喚盟友一起改變世界!妮洛芙.莫晨特(Nilofer Merchant)著; 洪慧芳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040 黎凡特: 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共存的實驗場,士麥拿、亞歷山卓及貝魯特諸城人文史菲利普.曼瑟(Philip Mansel)著; 林玉菁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057 遊戲終結: 布娃娃殺手. 3 丹尼爾.柯爾(Daniel Cole); 葉旻臻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064 環遊世界八十碟菜 萊斯蕾.布蘭琪(Lesley Blanch)著; 廖婉如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071 奇蹟寄物商 大山淳子著; 許展寧譯 2020-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09095 拉達克之旅: 一場照見內心探索性靈的旅程 安德魯.哈維(Andrew Harvey)著; 趙惠群譯 2020-03-00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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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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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9163 旅繪台灣 林致維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194 女孩之城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Gilbert, Elizabeth)著; 楊沐希譯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248 騙局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作; 聞若婷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309 葉門: 字典國度的奇幻之旅 提姆.麥金塔-史密斯(Tim Macintosh-Smith)作; 鄭明華譯2020-07-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09316 沼澤女孩 迪莉婭.歐文斯(Delia Owens)著; 葉佳怡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347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齊斯.洛韋(Keith Lowe)著; 鄭煥昇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354 騙子律師= The Liar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作; 林零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361 來自美墨邊界的急件: 一個前邊境巡邏員的沈痛告白方濟各.坎圖(Francisco Cantú)著; 祁怡瑋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385 到英國的理由: 環大不列顛海岸遊記= The kindom by the sea: a journey around the coast of Great Britain保羅.索魯(Paul Theroux)作; 胡洲賢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09392 形象科學: 視覺文化研究大師W.J.T.米契爾,探索形象本質經典之作W.J.T.米契爾(W.J.T. Mitchell)著; 石武耕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446 老屋顏與鐵窗花: 被遺忘的「台灣元素」: 承載台灣傳統文化、世代歷史、民居生活的人情風景辛永勝, 楊朝景(老屋顏)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453 第13位陪審員= Thirteen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作; 楊沐希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477 征服的時代: 從亞歷山大到哈德良的希臘世界= Age of conquests: the Greek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Hadrian(336 BC-AD 138)安傑羅.查尼歐提斯(Angelos Chaniotis)著; 黃楷君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484 站在邊緣之境: 利他、同理心、誠正、尊重、敬業,回歸五種心理狀態本質,在恐懼與勇氣交會處找到自在瓊恩.荷里法斯(Joan Halifax)著; 洪慧芳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514 哈布斯堡帝國: 翱翔歐陸的雙頭鷹家族,統治中歐四百年的多民族混融帝國=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彼得.賈德森(Pieter M. Judson)著; 黃中憲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538 北方的光明星= Star of the north 大衛.約翰(D.B. John)著; 聞若婷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9552 水彩可以這樣畫 林致維(1/2藝術蝦)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8373 神靈導航: 二十一世紀信仰革命= The gods navigation: faith revol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華才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5804 台灣人的歌舞伎町: 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 台湾人の歌舞伎町: 新宿、もうひとつの戦後史稻葉佳子, 青池憲司著; 黃耀進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7402 TOP SALES的88個銷售秘笈&57個圖解行銷 孫永堯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老師行銷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祐安大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宇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馬可孛羅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9514 解憂專家企鵝醫生 姜景琇作; 賴毓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49521 回到你的蛋殼裡! 慶惠媛作; 賴毓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0500 春秋創刊號: 在失敗的年代依然相愛的我們 陳正菁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4403 熊的報恩= Sinnyukan na ngarux 蘇秋梅(Mongna Payas), 呂秋琬(Umas)文; 蘇秋梅(Mongna Payas)圖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10 熊的報恩= Sinnyukan na ngarux 呂秋琬(Umas), 蘇秋梅(Mongna Payas)文字; 呂秋琬(Umas), 林沂臻(Amuy Acay)繪圖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27 Qnxan na trakis 黃石虎(Taya Maray)文字; 方瑞玉(Peko Ara), 簡如恩(Pisuy Pehu), 游麗雯(Limuy Cicing), 簡文俊(Pehu Pinang)繪圖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34 Nguzyuk 吳美花(Yuli Rakis), 李小慧(Mini Wasi), 馬美英(Savi Manghuhu)圖文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41 Ithu 馬美英(Savi Manghuhu), 吳美花(Yuli Rakis), 李小慧(Mini Wasi)圖文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58 Yutas Raga 黃簡娟, 吉娃絲.米朗圖文 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65 Puurung 吳美花(Yuli Rakis), 李小慧(Mini Wasi), 馬美英(Savi Manghuhu)圖文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72 'Alofo 馬美惠(Miko Ito), 孫秀蘭(Sera Liliw)圖文 2020-08-00 精裝

9789860624489 彩虹橋 游麗雯(Limuy Cicing), 簡如恩(Pisuy Pehu), 洪承俊(Neban Wilang), 洪承晨(Sayung Wilang)圖文2020-08-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35607 高中指考數學甲/乙考點筆記: 110指考甲/乙精選考點彙編高均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5614 高中指考數學甲考點筆記: 110指考甲精選考點彙編高均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5621 高中指考數學乙考點筆記: 110指考乙精選考點彙編高均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459070 影像即是臉: 蔡明亮對李康生之臉的凝視= The image is the face: Tsai Ming-liang's gaze at Li Kang-sheng陳莘作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087 給演員與非演員的遊戲=Jogos para atores e não-atores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著; 賴淑雅譯 2020-1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03832 林世敏回憶錄 林世敏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0966 聽懂暗示,回話暖心的聰明接話術: 內向、口拙、說話緊張,都改善的「萬用話庫一百則」山口拓朗作; 林麗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511990 圖解實用民事法律 游敏傑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12010 當你漸漸忘了我: 關於失智症患者正確的知識,以及體貼的陪伴方式內門大丈著; 葉秀玲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2255 北投故事: 我們的生活記憶 沈松僑編輯 2020-12-00 平裝

9789869882262 神州祖土壯遊詩鈔: 生身中國人的難得與光榮史詩陳福成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882279 日本之沉亡: 中國之天命 陳福成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桃城陶埕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高均數學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浮光讀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住民族語言新竹學習中心

剛好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2009 烈焰中的修行者: 蔡永武瓷版藝術 蔡永武作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89194 唐綺陽星座運勢大解析. 2021= Jesse Tang astrology forecast for 2021唐綺陽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7215 捨入誤差= Rounding error 生奶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8302 泰菜與你: 經典菜、甜點、飲品、沾醬、咖哩醬輕鬆端上桌= Learn Thai cuisine with me: lassic dishes, desserts, drinks, dipping sauces, curry sauces are easily served on the table時時泰工作室編輯 2020-09-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48319 泰Writing: 泰文字母(中音子音、低音子音、數字)= Thai writing: thai alphabet(middle class consonants,low class consonants and numerals)時時泰泰語資源中心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8326 泰Writing: 泰文字母(母音、高音子音)= Thai Writing: thai alphabet(vowels and high class consonants)時時泰泰語資源中心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8333 泰好未來: 泰國SDGs 17項永續發展目標與實踐= Thai-SDGs The 17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時時泰工作室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8340 泰語กจด= Thai กจด 陳怡瑄著 2021-02-00 其他

9789869948357 泰好未來: 泰國SDGs永續發展與臺灣目標13氣候行動之實踐: Thai-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ailand's SDGs and the practice of Taiwan goal 13 climate action時時泰工作室編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43195 願為同胞倒海傾 吳昆財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43201 哈德遜河畔僑思僑語 花俊雄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758751 SDDI永續發展與數位智慧之創新人才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20陳瑞陽總編輯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8804 戀戀蠻蠻平埔庄 洪麗雯等文.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84252 莫札特長笛協奏曲集. II=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flute concerto K.314馬曉珮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4846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2. 第二冊, FOR VIOLIN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853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3. 第二冊, FOR VIOLA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860 展翊愛樂弦樂教材. Op.27. 第二冊, FOR CELLO展翊愛樂教評團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1380261 讓生活只留下最喜歡的 蔡君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3538 故宮六百年 閻崇年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1383545 故宮六百年 閻崇年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1383965 小資族的選擇權加薪術 ACE彭俊睿、許湘庭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047 斜槓思考: 開啟大腦的多職潛能,思考像個全才= Loserthink: how untrained brains are ruining america史考特.亞當斯(Scott Adams)著; 陳映竹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061 減法健康: 40歲起,疾病斷捨離= 女40代「なんとなく不調」に答える本沖俊彥作; 林平惠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139 春風化雨: 余宗玲回憶 余宗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翊愛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勒瓦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真理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時泰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訊息工作室



9789571384184 最大的示愛: 掰掰-有點糟的一年,未來我們好好過盧建彰(Kurt Lu)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191 大明長歌. 卷一, 採蓮曲 酒徒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207 憑什麼相信你?: 掌握8大影響力特質,增強自身可信度,洞悉他人話語背後的真相史帝芬.馬汀(Stephen Martin), 約瑟夫.馬克斯(Joseph Marks)作; 陳正芬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351 收納盒的N+1種整理術: 打破侷限!讓家中物品一目了然、好收、好維持的療癒收納術二寶媽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368 背後齡 Aya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382 未死之人= 死んでいない者 瀧口悠生(滝口悠生)著; 詹慕如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399 想法一改變,壓力就不見 吳娟瑜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405 棒球人生賽4th 蠢羊編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429 京劇.未來式: 王安祈與國光劇藝新美學 王照璵, 李銘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481 萬物的價值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著; 鄭煥昇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498 尋與開拓：舞蹈家劉鳳學訪談 李小華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504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 區立遠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030 政治秩序的起源. 上卷, 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作; 黃中憲, 林錦慧譯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511 政治秩序的起源. 下卷, 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作; 林麗雪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535 政治秩序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作; 黃中憲, 林錦慧, 林麗雪譯2020-12-00 二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384542 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讓自己心碎: 雪兒.史翠德最珍愛的132則生命靈光(插畫典藏版)= Brave enough雪兒.史翠德(Cheryl Strayed)作; 沈維君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559 漢森半程馬拉松訓練法: 跑出個人最佳半馬紀錄= Hansons half-marathon method盧克.漢弗萊(Luke Humphrey), 凱文.漢森(Kevin Hanson), 凱斯.漢森(Keith Hanson)撰寫; 郭宣含翻譯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4573 中世紀的身體: 從黑暗時代人類對身體的認識,解讀千年文明大歷史= Medieval bodies: life,death and art in the middle ages杰克.哈特涅(Jack Hartnell)著; 徐仕美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4603 槓桿人生一點通 吳桂龍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610 我沒有家,但能給孩子一個家 賴雷娜口述; 孫羽柔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627 菲律賓不意外！？南漂作家的文化臥底筆記 南漂作家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634 數商: 向阿里巴巴前副總裁學習數據時代的生存商數涂子沛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641 異鄉人= L'étranger 卡繆著; 秦三澍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4665 你不能總把這世界的光芒都讓給別人 達達令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672 第一人稱單數 村上春樹著; 劉子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689 健康不平等 山卓.格列亞(Sandro Galea)著; 廖偉翔, 楊元傑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696 江南案槍手董桂森: 我們是為了國家？! 梁東屏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02 走進唐人的日常: 從衣冠、食物、婚姻、藝術了解唐代生活史師永濤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19 好好變老: 自在享受55個身心靈的微變化 平松類著; 胡慧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26 更好的一年: 無論陰晴圓缺,都是寶藏 LuckyLuLu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33 娛樂自己 Hush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40 叛逆者團隊: 激發多元觀點,挑戰困難任務的工作組合馬修.席德(Matthew Syed)著; 陳映竹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57 小雪: 被愛的條件 沈允瓊著; 簡郁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64 小物會 夏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71 來大鯨魚的肚子裡玩吧= Ailie with whale 張瀞仁(Jill)作; 南君繪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4788 糖貓 劉品庠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795 沒有名字的房間 項婕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801 漫遊中古英格蘭: 栩栩如生.穿梭時空的擬真歷史書= The time traveller's guide to medieval England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廖彥博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818 吹哨人 黃光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825 向世界投履歷: 找到未來的自己 李欣澄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832 啵啵妮,這是什麼東西? 小時報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4849 啵啵妮,這是什麼顏色? 小時報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4856 轉道成知: 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 陳復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863 勤勉堂詩鈔: 清朝駐新加坡首任領事官左秉隆詩全編左秉隆著; 林立校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870 做對四件事,成為商業溝通高手 關家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887 凝視約翰.伯格: 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 A writer of our tim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erger約書亞.史柏林(Joshua Sperling)撰寫; 林鶯翻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4894 時尚大唐: 泡酒吧、迎娶闖關、造型假髮......你玩的,都是唐朝人玩剩的王一凡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00 騙爸爸去美國 李慕盈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24 被隱藏的日本史: 從上古生活到政治革新 徐靜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31 被偏誤的日本史: 從軍國末路到經濟飛躍 徐靜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48 從主播到直播: 水晶主播王宜安獨家分享直播祕訣王宜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55 以MARTECH經營大數據會員行銷 高端訓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4962 改運之書. 風水篇 大耕老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79 臉的書= Face book 水越設計作 2021-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86 我們走上的全是歧途 靡靡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4993 當代藝術市場瘋狂史 麥可.施納雅森(Michael Shnayerson)著; 李巧云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5006 煩事問莊子: 苦苓的莊子讀書筆記 苦苓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013 不被認同才與眾不同 Alizabeth娘娘(林正輝)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020 光之犬= 光の犬 松家仁之著; 王華懋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037 創生方舟: 社區的文藝復興,在廢墟中找到鑽石李永萍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051 超思考 北野武著; 李漢庭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5068 哈囉!山上的朋友: 台20號南橫公路旅行 葉思吟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075 小小的我 艾瑪.達德(Emma Dodd)文.圖; 李貞慧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5082 越來越愛你 艾瑪.達德(Emma Dodd)文.圖; 李貞慧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5099 玩真的!朱宗慶的藝術文化必修課 朱宗慶口述; 盧家珍, 林冠婷整理; 莊易倫繪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105 社會溝通: 人人都需要的群體對話課 鄭家鐘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129 重生的女巫 凱薩琳.艾登(Katherine Arden)作; 穆卓芸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136 時光莖 林佑軒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143 用地理看歷史: 荊州,為何兵家必爭? 李不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150 如果停不下來,就先學會慢下來: 52種簡單易行的正念練習,幫你化解壓力,找回專注力麥可.辛克萊(Michael Sinclair), 喬西.希德爾(Josie Seydel)著; 張明玲譯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5167 誰說輪胎不能是方形?: 從「水平思考」到「六頂思考帽」,有效收割點子的發想技巧(<>暢銷新裝版)愛德華.狄波諾(Edward de Bono)作; 許瑞宋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5174 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頭?= Shut it down 麗莎.費安(Lisa Fithian)著; 王曉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181 中式英文面面觀: 英漢辭典主編用近1000則例句,教你全面破解中式英文的謬誤簡清國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5198 口袋裡的家國: 歌曲、郵票、錢幣中的國族認同麥留芳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04 兩個女人住一起 金荷娜, 黃善宇著; 簡郁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11 新創公司的100件大小事 戚務君, 劉福運, 吳宗翰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35 沸點 鄭如晴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42 工作必須有錢有愛有意義 佐依Zoey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59 鐘樓怪人 維克多.雨果著; 山颯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5266 意志的力量: 告別懶、慢、拖,強化意志力的75種刻意練習= How to win with willpower: 75 strategies to increase self discipline,motivation,and success艾利亞.萊文森(Aliya Levinson)著; 鄧捷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73 再這樣會死掉吧!所以我開始運動: 弱雞上班族的生存運動手記= 이러다 죽겠다 싶어서 운동을 시작했습니다金芝媛(김지원)著; 張鈺琦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80 只願在有你的光景裡慢慢老去 愛莉兒小姐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297 What the法: 法律誰說了算?若你是法官,你怎麼判?公共電視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03 轉山 謝旺霖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10 臺灣名人傳記漫畫: 湯德章(臺文版) 蠢羊編.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34 巷弄裡的台灣味: 22道庶民美食與它們的故事 范僑芯(佐餐文字)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41 當個有錢人,做個有情人: 45個豐盛心靈實現夢想的人生智慧郭騰尹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58 按圖索驥: 百聞不如一見,看見世界的不一樣 周昌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65 美中貿易戰,戰什麼?: 大國崛起與制度之爭 陳添枝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72 傷停時間 王靖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96 日本老舖居酒屋,乾杯! 施清元(Osullivan)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5549 給大女孩的第一本化妝書 岳曉琳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563 佛陀與惡棍= The Buddha and the badass: the secret spiritual art of succeeding at work維申.拉克亞尼(Vishen Lakhiani)著; 張美惠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570 怪奇人體研究所 SM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655 宅在家,多自在: 從今天起,過簡單的自在生活 金子由紀子作; 林美琪翻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5662 難道,又是我想太多了嗎?: 給高敏感族的你、我,以及我們,擁抱與生俱來的天賦,找到不在乎的勇氣朴午下作; 陳品芳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679 醫學級肺部鍛鍊法 奧仲哲彌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709 流浪巢間帶 徐禎苓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921 二人生活 櫻木紫乃著; 劉子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945 女性創業養成記: 跨越資金與人脈的門檻,讓妳發揮自身優勢的50個妙計娜塔莉.茉琳納.尼諾(Nathalie Molina Niño), 莎拉.葛雷思(Sara Grace)作; 趙睿音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952 每天吸點貓德勒 宿南章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983 關係免疫力: 哈佛心理學家教你建立有韌性的人際關係,有效修復情感裂縫= Getting relationships right: how to build resilience and thrive in life,love and work梅樂妮.喬伊(Melanie Joy)著; 梁郁萍, 劉宗為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386 與天使摔跤: 尋找愛迪生,重新定義自己 邱一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515 流年似水= Chronology of water 莉狄亞.約克納維契(Lidia Yuknavitch)著; 張玉芬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018465 蠻姑兒 蝴蝶原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7018489 冥府狩獵者 蝴蝶原著; 陳漢民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7018496 有一間咖啡廳 蝴蝶原著; 曉君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89863 中山學報. 第三十九期= Dr. Sun Yat-sen academic journal 2020中山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 2020-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5011 向陽春暖: 高雄市中華花藝協會插花藝術展. 2020李宜倫編輯 2021-0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市中華花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0

送存冊數共計：120

悅智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中山學術研究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161832 海中的霸王: 鯊魚(學習手冊)= Sharks 彭淑霞, 吳玲毅, 姜海文字編輯 2001-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8161849 海中的精靈: 鯨豚(學習手冊)= Cetaceans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解說課文字編輯2002-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8161856 海中的僧者: 海龜(學習手冊)= Sea turtle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解說課文字編輯2003-07-00 平裝

9789868161863 海中的熱帶雨林: 珊瑚礁(學習手冊)= Coral reef樊同雲審稿 2003-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8161870 有趣的鐵甲武士: 螃蟹(學習手冊)= Crab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解說課文字編輯2004-09-00 平裝

9789868161887 搖擺嘉年華: 企鵝(學習手冊)= Penguin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解說課文字編輯2013-03-00 平裝

9789868161894 海豹(學習手冊)= Seal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解說課文字編輯2014-04-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8904 萣情蟯港 邱中川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5213 崇德奬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傳記. 2020第三屆= 3rd Awards Ceremony of the Outstanding Citizens of Kaohsiung City TSUNG TE AWARD in 2020: chuan-xin biography王禹生總編輯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92934 夢想從「基地」出發: 「素養導向教學」創新之旅高雄市教師會輔諮基地班作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7937 一次就考到雅思寫作6.5+ 柯志儒著 2020-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07944 新制多益聽力滿分: 神準5回全真試題+解題策略韋爾著 2020-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07951 新制多益閱讀滿分: 神準5回全真試題+解題策略韋爾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07968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會話大全 Amanda Chou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807975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短獨白,附詳盡解析 Amanda Chou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07982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會話大全. 2 Amanda Chou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05494 2021新興影響精神物質: 毒性、防制與政策= 2021 NPS: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李志恒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35417 宋畫全集. 第四卷第五冊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9635424 宋畫全集. 第四卷第六冊 2020-09-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88774 巧妙智慧數學積木 楊儒勳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987590 福音的大能: 與斯托得一起讀羅馬書= Reading Romans with John Stott: with questions for groups or individuals斯托得(John Stott), 藍戴樂(Dale Larsen), 藍姍蒂(Sandy Larsen)作; 陳思韞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87439 21世紀教牧倫理學= Pastoral ethics in the 21st century陳尚仁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87606 破碎的神: 破碎是通往救贖唯一的道路= The broken way: a daring path into the abundant life安.福斯坎(Ann Voskamp)著; 張韞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87620 新約鑑別學導論: 方法論與應用指南= Handbook of new testament Criticism: method and applications曾思瀚(Sam Tsang)著; 吳瑩宜, 施多加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87637 兄弟相愛撼山河: 威伯福斯與克拉朋聯盟 張文亮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87644 天國故事集: 康來昌牧師談耶穌的比喻32則= Stories toward God's kingdom: 32 essays on Jesus' parables康來昌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陞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秦鼎文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教師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高雄市蟯港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高雄國際青年商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景世界企業



9789861987651 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 張文亮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1807 一條線搞定當沖、波段、存股: 飆股達人陳弘月賺50%,勝率8成的投資心法陳弘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77426 天上人間-霄裡 吳餘鎬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1902 海峽兩岸攝影家攝影展. 20202第二屆 桃園觀光雜誌社, 四川省旅遊協會旅遊攝影分會合編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3346 二二八.「物」的呢喃= Whisper of relics: the stories behind 228 related objects吳亮衡, 林聖峰, 徐祥弼, 翁智琦, 張尹嚴, 張哲翰, 陳永融, 廖貽柔, 劉艾靈作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9109 仁安大醮: 財團法人二重港仁安宮戊戌年啟建禳浲禳熒金籙謝恩慶成祈安五朝建醮誌侯蔡雪吟總編輯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3309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 林承俊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6669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6676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6683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數學甲、數學乙.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669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1404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1411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會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1428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1435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1442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 109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9107 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鹿港和平之后堂70週年紀念集黃清富, 郭坤發, 張慶禎, 巫秀鈴, 袁玉枝, 王秀惠, 許美英, 謝美蓮, 青年會, 柳貞順編輯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6719 巴西蘑菇功效之科學驗證研究 楊啟裕, 洪鈺雯, 林憲秋, 鍾玉山, 李昆達, 張芳毓, 林書安, 羅偉哲, 徐子琹作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5951 台灣工程技術的現況與未來發展的挑戰 林俊華等作; 陳綠蔚等主編 2020-12-00 平裝

9789869865968 新媒體之發展趨勢與影響 陳清河等作; 陳綠蔚, 陳清河, 張國恩主編 2020-11-00 平裝

9789869865975 政府採購法修訂與落實之研討 陳麗娟等作; 邱雅文, 陳綠蔚主編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鹿港天主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重港仁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觀光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財經傳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退愚廬工作室



9789869865982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 4 汪君珆, 程麗弘, 邱俞寧, 王俊元, 曾杰玉, 鄭作林, 施吟靜, 周佩蓁, 張建成, 趙仁方, 陳皇志, 王靜逸, 陳豐文, 張雅婷. 劉振宇, 李金靖, 李岳壇, 林震也作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5999 環境友善產品與石化產業發展策略 林茂文, 陳建緯, 黃琦雯, 黃嘉蕙, 曾繁銘, 范振誠, 陳明君, 張怡雯, 温俊祥, 黃淑娟, 張珮菁, 張光偉, 汪進忠, 陳誠亮, 王聰偉, 邱炳嶔, 許湘琴作; 林福伸, 陳綠蔚主編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4409 AI倫理治理與醫療防疫 朱雲漢, 郭毅可, 何志明, 陳建仁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4416 綠運具政策之環境效益評估及整合: 以2023全面電動公車為例李俊璋, 吳義林, 余志達, 許長嵐, 蔡志賢, 林文印, 張艮輝, 林杜寰, 高銘汶, 鍾易詩, 蕭大智, 石信智, 郭博堯, 郭佳韋作; 陳綠蔚, 鄭福田主編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4423 臺灣教育體系培育產業需求人才策略: 以化工人才為例陳綠蔚, 朱少華主編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4430 臺灣推動國際醫療現況、問題及未來發展策略王健全, 簡毓寧, 吳明彥, 李偉強, 陳怡伶, 王世明, 林宜蓁作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4447 美中科技戰發展情境分析與我國產業政策之挑戰劉江彬,沈泰民, 吳豐祥, 盧文祥, 王偉霖, 陳桂恒, 許曉芬作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4454 國際供應鏈變動趨勢與臺灣科技產業契機. 2020譚瑾瑜, 林雅鈴, 唐豪駿, 林巍作; 陳綠蔚, 張建一, 葉惠青主編2021-01-00 平裝

9789869984461 負責任的生產和消費食品模式研議 張靜貞, 林茂文, 陳建緯, 楊竣菘, 陳彥凱, 吳美慧作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254864 搶救故鄉: 推動地方創生成功的20法則 牧瀨稔著; 王融忠,林中鶴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88669 兒盟瞭望. 13, 偕伴育兒 黃韻璇, 呂佳育, 邱靖惠, 朱崇信, 蕭莊全, 沈寶莉, 楊丹琪, 高小帆編輯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0908 我的消費電子書. 1: 基礎保養&美粧入門 楊淑雯等編 2020-02-00 第一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0005 靈芝三萜萬花筒= Ganoderma triterpenoid kaleidoscope林淑萍, 張肇麟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1904 生命的恩膏 陳恩展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4604 臺中在地學 張美雲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09427 臺北客家農場耕種城事: 客庄 文化 田園學 葉昆杰, 陳菁茹, 張煥鵬撰文 2020-12-00 第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92156 蘆葦花開 洪佳如, 婦女救援基金會文; 藝朵文化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97190 疫情的人生智慧: 隨興散文詩 陳明璋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9514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110年版 主計月報社編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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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主計協進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中巿基督教富足靈糧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消費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023647 老屋欣力: 常民生活場域的文藝復興 梁雯晶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023654 老屋學校 2019老屋學校講師群, 蕭亦芝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1913 時光絮語: 陳典懋 柯介宜總編輯 2020-1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3908 幸福森林= Happy forest 林怡貝圖.文 2020-11-00 第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4102 台灣Camino指南: 天主教堂徒步朝聖之路= Camino of catholic churches in Taiwan姜樂義, 鍾碧玉, 姜楓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991847 外匯交易概要 Shani Shamah著作;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譯委員會編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1892 銀行授信法規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1908 銀行授信實務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1915 銀行授信法規及實務: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林崇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1984 論經議策. 上, 台灣與國際經濟 許嘉棟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3991991 論經議策. 下, 貨幣與金融 許嘉棟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3992004 金融鬥士: 黃天麟與台灣金融業的五十年　戒急用忍政策與台灣永續發展之追求黃天麟口述; 傅瑋瓊採訪撰文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3992059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1905 可傳遞信息. 10, 有效的讀聖經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0-00 其他

9789869961936 可傳遞信息. 1, 確定你與神的關係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61943 可傳遞信息. 2, 經驗神的慈愛和赦免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61950 可傳遞信息. 3, 被聖靈充滿的生活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61967 可傳遞信息. 4, 靠聖靈行事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61974 可傳遞信息. 5, 有果效的作見證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61981 可傳遞信息. 6, 領人歸主的秘訣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61998 可傳遞信息. 7, 協助完成大使命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76909 可傳遞信息. 8, 憑信心愛人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76916 可傳遞信息. 9, 信心的禱告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2020-11-00 一版 其他

9789869976923 奇特的耶穌 白立德著; 學園傳道會編輯部譯 2021-01-00 一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9009 新編台灣雜糧作物. 一, 雜糧作物の特性 陳文德等作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79009 新編台灣雜糧作物. 一, 雜糧作物の特性 陳文德等作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79016 新編台灣雜糧作物. 二, 雜糧作物の機能性成分與加工利用陳文德等作 2020-12-00 精裝

9789869979016 新編台灣雜糧作物. 二, 雜糧作物の機能性成分與加工利用陳文德等作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0401 安平人: 安平歷史圖像集 周芷茹文字整編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安平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南投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明愛會

古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都藝術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3152 一個隱性客家台美人的覺醒: 陳憲治回憶錄 陳憲治口述; 王倩慧, 江昀整理撰寫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653169 台南莊黃兩個家族: 莊維藩與黃京華的故事 莊健隆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0609 生活寫作佳作集(國小組) 張良澤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0616 生活寫作佳作集(國中組) 張良澤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05969 罕見疾病立法20週年專輯= 20th Anniversary of legislation for rare disorders in Taiwan余佳蔚, 洪春旬, 洪瑜黛, 陳冠如, 楊永祥, 劉丹琪, 謝佳君編輯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414890 Life and spirituality 365: teachings by his holiness Jigme Phuntsok Rinpocheedited by Khenpo Sodargye 2020-12-00 精裝

9789579414906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作 2021-01-00 平裝 第6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9416 日日安樂行. 第五輯: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2019/1/1-2020/8/31彙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9430 慈心海福聚: 共集「心」福氣 香光尼僧團人文志業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3138 三十七道品修持法要 海雲繼夢著 2020-12-00 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6861 這就是生命: 全球20位生命總統打造生命品牌的故事周進華, 張芝瑄;, 蔡潔玲, 周上觀, 周天觀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1100 天啟封印 劉志弘作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13193 巫地北投: 一個生態文史走讀= Beitou the witchland: an eco-historical walk徐文瑞, 梁廷毓, 曾韻潔, 劉珊珊, Elliott Cheung張依諾撰文; 徐文瑞主編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103 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 第七屆: ANIMA阿尼瑪= 2020 TIVA Taiwan International Video Art Exhibition林怡華, 游崴, 陳含瑜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2102 美皇后健身教室 王惠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74638 兒權小閱兵: 四大守護兒童人權繪本書目 林曉蘋等撰文; 盧彥芬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再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台方舟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華嚴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基金會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1712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六屆 孫梓評, 謝麗笙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41712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六屆 孫梓評, 謝麗笙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170230 逾越節的預言: 神如何在危機中重整人心與列國= The passover prophecies: how God is realigning hearts and nations in Crisis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著; 秦蘊璞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78680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109年版(108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2020-12-00 其他

9789866478697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09年版(108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26361 新歌樂未央: 啟示錄講道集 吳榮滁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6711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40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6728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 第33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0826 妙蓮花論= ༄༅།།ངོ་མཚར་པདྨའི་བསོད་བརོད། 優婆塞.阿旺卓央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5149 伏魔平妖傳: 揭開天魔的真面目 盧勝彥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5156 密宗羯摩法: 救世密法大公開 盧勝彥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304 玄祕的力量: 精神力的高度發揮 盧勝彥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311 無上密與大手印: 無上密宗祕傳之大心法 盧勝彥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335 道的不可思議: 神仙的奇妙救度 盧勝彥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342 坐禪通明法: 明心見性的祕密 盧勝彥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001 密教奧義書: 瑜伽靈修的口訣金句 盧勝彥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018 諸天的階梯: 天上界的變現 盧勝彥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056 魔眼: 另類的天眼 盧勝彥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094 靈機神算漫談. 上, 揭開萬年的靈魂秘密 盧勝彥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131 道法傳奇錄: 引登覺路的玄門道功神仙之術 盧勝彥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148 當下的清涼心: 大樂光明的心靈境界 盧勝彥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193 不可思議的靈異: 任運成就大瑜珈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09 神變的遊歷: 蓮生活佛的散花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16 靈異的真面目: 出入其他的世界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23 智慧的羽翼: 正法眼的短評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30 走入最隱祕的陰陽界: 玲瓏百變的傳奇 盧勝彥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47 超度的怪談: 鬼神的種種情義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54 飛越鬼神界: 密教妙法度化群迷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61 天南地北去無痕: 出神雲遊的大觀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78 非常好看: 之般若的短箋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292 隱士的神力: 神奇的屬於靈界的傳奇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08 虛空中的穿梭: 鬼神與人間舞台的互動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15 超現象的飄浮: 開啟無形之謎的金鑰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22 諸神的眼睛: 隨順自然的觀察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39 北國的五月: 東京的北大荒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77 遇見達摩祖師: 無我無心 盧勝彥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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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聯華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9789865551384 遇见达摩祖师: 无我无心 卢胜彦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6021 釣魚臺風雲五十年: 主權爭議的回顧與展望 馬英九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498845 中國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2021 詹志宏主編 2020-12-00 第13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9120 傾囊之愛: 澄輝長照、璐德恆美 黃伯和主編 2021-03-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7918 長照ing. 2: 日間照顧的每一天= Long-term care progressive: every day in day care center徐秀琴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98259 臺灣豪雨 郭鴻基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83422 靜寂的盛典: 原住民當代藝術中的性別視鏡= Silent carnival: the sight of gender in Taiwan indigenous contemporary art林日龍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9789869783439 原愛不輟桃原更好: 桃園市原住民族中輟生調查研究. 109年度范書菁, 李介中, 李思儀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3446 原愛不輟桃原更好: 桃園市原住民族青年調查研究. 109年度范書菁, 李介中, 李思儀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90925 小小農夫玩生態: 神腦基金會愛心小農場 章之平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0103 禪機山唯心聖教王禪老祖倒駕慈航圓滿消災化劫功德天暨混元禪師行道年表混元禪師指導; 張馨方(元馨)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178298 現代論壇時論集: 2020大選後的台灣走向與民主人權之發展蔡長廷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5036 元氣小子Vita不能說的秘密. 膀胱尿道炎篇 歐淑媛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9789869865043 元氣小子Vita整潔比賽. 潔牙篇 歐淑媛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9789869865050 神秘的滋味: 拉肚子 杜丹故事編撰 2020-12-00 平裝

9789869865067 嗝嗝、噗噗: 打嗝和放屁 杜丹故事編撰 2020-12-00 平裝

9789869865074 小游俠: 耳朵進水與嗆水 杜丹故事編撰 2020-12-00 平裝

9789869865081 元氣小子Vita大河之旅. 血液循環篇 歐淑媛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學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惟生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神腦科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心聖教功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恩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吳麗珠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基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00740 全球中國政策 施正鋒, 翁明賢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00719 聯合國高峰會議論文集 施正鋒, 謝若蘭主編 2008-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18744 口述歷史 安嘉芳主編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209618 傾盡為耶穌= Wasted on Jesus 吉姆.歌珥(Jim W. Goll)著; 黃美瑟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579209625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Once saved,always saved?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柯美玲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209632 你也可以成為領袖= Becoming a leader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徐成德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209649 如何帶領初信者: 屬靈接生學=The normal Christian birth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林以舜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209656 神氣活現的方百部 連敏旭著 2020-12-00 一版 精裝

9789579209663 30堂私房禱告課= Growing in prayer 畢邁可(Mike Bickle)著 ; 吳美真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579209670 如何聆聽神的聲音= How to hear from God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陳欣宜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2821275 主,真是祢嗎?: 傾聽神的聲音與青年使命團的故事= Is that really you,God?羅倫.肯寧漢(Loren Cunningham), 娟妮.羅傑思(Janice Rogers)著; 青年使命團編譯小組譯2021-01-00 再版 平裝

9789572821275 主,真是祢嗎?: 傾聽神的聲音與青年使命團的故事= Is that really you,God?羅倫.肯寧漢(Loren Cunningham), 娟妮.羅傑思(Janice Rogers)著; 青年使命團編譯小組譯2021-01-00 再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45041 一段歲月: 晨曦瑣語. 2 莫少珍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745325 創世思想曲: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 Creation thoughts: Genesis chapters 1-11蔡文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518590 中小學生經濟生活觀察日記 黃春興著; 辜品瑄(Sonia Ku)繪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7518644 狐狸澡堂 亞平著; 黃雅玲圖 2021-02-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7518651 時光小學. 二: 我的便利貼媽媽 王文華著; 王秋香繪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7518668 歷史時光機: 奠基文明的15道關鍵之門 劉維人著; Cincin chang圖 2021-03-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502154 我的幸福36計 東方良辰作; 王意評插畫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9789868502161 我的幸福36計 東方良辰作; 王意評插畫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0848 零時小學校成果手冊. 2020 g0v零時政府揪松團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3615 新世代.新需求: 台灣教育發展的挑戰 王如哲等作; 黃昆輝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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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榮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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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基督青年使命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566551 贈給未來的人生哲學: 凝視文學與人 王蒙, 池田大作作; 台灣創價學會創價新聞社編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66575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文白並列本. III 創價學會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66599 新.人間革命. 第14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66605 希望的教育 和平的行進: 與金恩博士的夢想同在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 池田大作著; 陳鵬仁譯2020-11-00 一版 精裝

9789579566612 新.人間革命. 第15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51292 淨土晨音. 第一輯, 如何在無常中覺悟人生 華藏淨宗學會編者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8106 生死心切 淨空老和尚講評 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77914 書香綻放. 第三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9216 流金歲月= The journey from abacus to appacus 陳沖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51160 從不知量力的心出發: 埔里Butterfly交響樂團的故事顏新珠, 何貞青撰文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036668 釋放心靈的枷鎖: 醫治創傷與罪惡,擺脫魔鬼的影響尼爾.羅薩諾(Neal Lozano)著; 翁毓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36675 你被手機偷走多少時間?: 21天終結瞎忙與分心,滿足渴求的心靈提摩希.柏狄克(T. J. Burdick)著; 曹志誠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2111 輸入肉品安全境外查核簡易參考手冊 許勝富主編 2020-12-00 平裝

9789860602128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ertilizers and biopesticideseditor in chief Hsiu-Fen Lin 2020-12-00 平裝

9789860602135 建立農業素材高值化應用驗證量能= To verify higher value-adding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materials洪紹文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43985 108自在語. II= 108 adages of wisdom= 108 Pepatah bijak= 108 Lời tự tại= 108 สภุาษิตสอนใจ ตอนทีห่นึง่聖嚴法師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43992 自在人生: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 108 paroles de sagesse. II= 108 adages of wisdom, part II聖嚴法師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8559 佛說彌勒菩薩上下生經集註 太虛大師講要; 窺基大師撰疏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8573 佛說阿彌陀經直解(附:入法界體性經、不增不減經、大方等如來藏經)(清)沙門了根, 真嵩槃譚註; 孫劍鋒居士整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8580 迴入娑婆度眾生: 又名「確保往生極樂世界成功之關鍵」曾湘傑撰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8597 金剛經解行二門 惟全法師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96182 祢愛,故我在 劉群茂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士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北極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創價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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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7381 生命教育 國小教學方案. 3 生命教育課程研編小組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577398 生命教育 國小教學方案. 5 生命教育課程研編小組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26933 菩提道次第广论 宗喀巴大师着; 法尊法师译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5302 台灣花壇植物介紹 陳坤燦作.攝影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8728 竹刻之美=The beauty of bamboo carving 洪三雄, 張富荃, 楊孟玲, 彭盈真, 魏可欣, 黃蘭茵, 陳勇成, 慕文泊作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0301 我家不見了!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22253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官方模擬試題. 初級=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lementary level practice test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422260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官方模擬試題. 中級=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intermediate level practice test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422277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官方模擬試題. 中高級=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practice test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422284 小學英檢完全入門= The official preparation guide for GEPT kids 2017-08-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422291 小學英檢完全入門= The official preparation guide for GEPT kids 2020-01-00 二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0621204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學習手冊(西班牙語). 2=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Español)2017-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11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學習手冊(日語). 2=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にほんで)2017-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28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學習手冊(德語). 2=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Deutsch)2017-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35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學習手冊(法語). 2=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Français)2017-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42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西班牙語)=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Español)= Modelo de examen en español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59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德語)=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Deutsch)= Modelltest-Deutsch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66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法語)=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Français)= Modèle d'examen de français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73 第二外語能力測驗. 基礎級: 模擬試題(日語)=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basic(にほんで)= 日本語模擬テスト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80 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 第1級-2=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sample test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4-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297 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 第2級=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sample test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1303 外語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西班牙語)=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modelo de examen(Español)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5-11-00 其他

9789860621310 外語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德語)=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modelltest(Deutsch)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5-11-00 其他

9789860621327 外語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法語)=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modèle d'examen(Français)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5-11-00 其他

9789860621334 外語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日語)=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模擬テスト(日本語)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5-11-00 其他

9789860621341 外語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英語)=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ample test(English)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4-07-00 其他

9789860621358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正式測驗考題. 高級-2=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advanced level test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7-05-00 二版 其他

9789860621365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正式測驗考題. 高級-3=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advanced level test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2019-07-00 二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7802 正港的臺灣人: 甘惠忠神父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伯利恆社會福利基金會編輯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62359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年報. 2017 2018-06-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伯利恆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綠色和平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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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得榮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9789868462366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年報. 2018 2019-05-00 平裝

9789868462373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年報. 2019 2020-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397583 大因緣經注: 巴漢校譯與導論= Mahānidānasuttavaṇṇanā莊博蕙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071919 踏過煙花,靈光乍現: 1970年代大學生靈安社行動邱坤良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11841 往日情懷 王錦賜著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30789 防止火災延燒安全性能驗證手冊 林慶元, 陳盈月主筆 2017-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8630796 建築物防水設計手冊. 2017年 謝宗義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917124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50週年紀念特刊=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邱祝櫻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37910 縱谷之歌: 寧靜部落中的溫柔守護者Pima 紀羽綾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37965 科學與宗教: 為年輕人寫的簡介= Science and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for youth羅斯頓(Holmes Rolston III)著; 陳慈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37972 禮拜的更新 胡忠銘著 2021-02-00 修訂版 平裝

9789865637989 眾水之聲. 4= The voice of rushing waters. IV 王光智詞.曲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49871 台歐政情評析 洪茂雄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931030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1= Annual survey on Taiwan industrial trends孫明德主編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7931047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1= Annual survey on Taiwan industrial trends孫明德主編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664781 聖經恢復本: 創世記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798 聖經恢復本: 出埃及記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04 聖經恢復本: 利未記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11 聖經恢復本: 民數記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28 聖經恢復本: 申命記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35 聖經恢復本: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42 聖經恢復本: 撒母耳記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59 聖經恢復本: 列王紀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66 聖經恢復本: 歷代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73 聖經恢復本: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約伯記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香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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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建築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香光書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9789861664880 聖經恢復本: 詩篇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897 聖經恢復本: 箴言.傳道書.雅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03 聖經恢復本: 以賽亞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10 聖經恢復本: 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27 聖經恢復本: 以西結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34 聖經恢復本: 但以理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41 聖經恢復本: 小申言者書(何西阿書至瑪拉基書)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58 聖經恢復本: 馬太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65 聖經恢復本: 馬可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72 聖經恢復本: 路加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89 聖經恢復本: 約翰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4996 聖經恢復本: 使徒行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009 聖經恢復本: 羅馬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016 聖經恢復本: 啓示錄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023 性格的培養. 1, 真準緊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6-00 五版 平裝

9789861665030 性格的培養. 2, 勤大細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4-06-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047 性格的培養. 3, 穩忍深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054 性格的培養. 4, 純正靜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061 性格的培養. 5, 專公敞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5-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1665078 性格的培養. 6, 親熱就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085 性格的培養. 7, 剛柔順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6-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092 性格的培養. 8, 苦低貧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08 性格的培養. 9, 恆難壓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15 性格的培養. 10, 明厚重 服事者手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22 起初神創造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7-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39 聖經之旅. 第一册, 蒙揀選的族類 創世記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46 聖經之旅. 第二册, 神聖別的子民 出埃及記至民數記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53 聖經之旅. 第三册, 據有享受美地 申命記至路得記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0-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160 聖經之旅. 第四册, 建立神的國度 撒母耳記至歷代志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77 聖經之旅. 第五册, 殿與城的恢復 以斯拉記至以斯帖記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84 聖經之旅. 第六册, 愛、生命與建造 約伯記至瑪拉基書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191 聖經之旅. 第七册,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四福音書(一)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07 聖經之旅. 第八册, 往榮耀裏去的路徑 四福音書(二)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14 聖經之旅. 第九册, 一粒麥子的繁殖與擴增 使徒行傳至羅馬書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2-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21 聖經之旅. 第十册, 滿有榮光與卓越的職事 哥林多前後書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3-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38 聖經之旅. 第十一册, 啓示的基督建造的召會 加拉太書至以弗所書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45 聖經之旅. 第十二册, 至寶的基督榮耀的盼望 腓立比書至歌羅西書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52 聖經之旅. 第十三册, 敬虔的奧祕更美的新約 帖前至希伯來書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69 聖經之旅. 第十四册,神聖的供備生命的交通 雅各書至猶太書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76 聖經之旅. 第十五册, 終極的顯出-新耶路撒冷 啓示錄 服事者手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283 牧養教材. 第一系列, 高品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1665290 牧養教材. 第二系列, 得救以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9-07-00 二版 其他

9789861665306 牧養教材. 第三系列, 信而順服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1665313 牧養教材. 第四系列, 靈與生命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1665320 牧養教材. 第五系列, 認識真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1665337 牧養教材. 第六系列, 召會生活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1665344 牧養教材. 第一系列, 高品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7-03-00 五版 其他

9789861665351 牧養教材. 第二系列, 得救以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20-10-00 六版 其他

9789861665368 牧養教材. 第三系列, 信而順服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20-12-00 六版 其他

9789861665375 牧養教材. 第四系列, 靈與生命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4-00 四版 其他

9789861665382 牧養教材. 第五系列, 認識真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1-00 五版 其他

9789861665399 牧養教材. 第六系列, 召會生活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8-01-00 五版 其他

9789861665405 晨興聖言: 初信餧養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7-01-00 八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1665412 晨興聖言: 初信餧養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6-01-00 八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1665429 精選經文1000節(中英對照)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436 聖經精讀: 李常受手註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443 起初神創造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7-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450 瞧!我是人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1665467 瞧!我是人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1665474 瞧!我是人 親子手册(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1-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481 瞧!我是人 親子手册(丁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1-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498 小明燈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6-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1665504 小明燈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6-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1665511 小明燈 親子手册(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6-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1665528 小明燈 親子手册(丁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6-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1665535 十誡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542 十誡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559 十誡 親子手册(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7-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566 十誡 親子手册(丁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7-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573 雲彩: 舊約人物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8-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580 雲彩: 舊約人物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8-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597 雲彩: 舊約人物 親子手册(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8-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603 雲彩: 舊約人物 親子手册(丁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8-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610 活石: 新約人物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627 活石: 新約人物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634 榮美的神人耶穌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641 榮美的神人耶穌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658 人人需要耶穌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665 人人需要耶穌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672 人人需要耶穌 親子手册(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689 人人需要耶穌 親子手册(丁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696 救恩之路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1665702 救恩之路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719 初信之旅 親子手册(甲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726 初信之旅 親子手册(乙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795 國度的操練為著召會的建造 李常受著 197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801 關於基督的身位 李常受著 1981-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818 新約的事奉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7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825 新約的職事: 靈 李常受著 197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832 奧祕的啟示 李常受著 1979-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849 一個身體,一位靈,一個新人 李常受著 197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856 金燈臺的終極意義 李常受著 1981-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863 內住的基督 李常受著 1982-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5870 魂的得救 倪柝聲著 1979-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1665887 成全訓練信息 李常受著 198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1665894 成全訓練信息 李常受著 198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1665900 成全訓練信息 李常受著 1984-03-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1665917 關於主的恢復 李常受著 198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924 基督的包羅與無限 李常受著 198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931 小排聚會的關鍵 李常受著 198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948 建造小排聚會所需要的生活 李常受著 198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955 諸天之國的要義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962 我們急切的需要: 靈與生命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979 一九八八年全時間訓練 為著福音開展的信息 李常受著 198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5986 靈與靈的事奉 李常受著 197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5993 教會建造的異象 李常受著 1984-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6006 蒙召的問題 李常受著 198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6013 一封公開的信: 關於地方教會、李常受與「神人」的爭論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020 何等的異端: 兩位聖父,兩位賜生命的靈,三位神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037 各種年齡者都為主的見證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7-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6044 當前的角聲與當前的需要 李常受著 198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051 應時的話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8-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068 基督身體的建造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075 關於建造基督身體更進一步的亮光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198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082 新約福音的祭司 李常受著 198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099 神建造的論據 李常受著 1980-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6105 聖經的十條路線 李常受著 197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112 神聖經綸的中心觀點 李常受著 1984-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6129 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 李常受著 1985-01-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1666136 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 李常受著 198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1666143 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 李常受著 1984-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1666150 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 李常受著 1985-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1666167 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 李常受著 1985-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1666174 依照聖經純正話語的三一神啟示= The revelation of the Triune God according to the pure word of the Bible(中英對照)李常受著 1985-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1666181 神對教會的目的 李常受著 1979-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1666198 聖經中的女人 張王帥信作 2016-02-00 九版 平裝

9789861666204 姊妹聚會信息記錄 張王帥信作 1993-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11 真理題庫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199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28 家: 實行神命定之路的命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35 新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 第一冊, 馬太福音至約翰福音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42 新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 第二冊, 使徒行傳至歌羅西書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59 新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 第三冊, 帖撒羅尼迦書至啟示錄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66 新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 輔助簡報材料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7-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1666273 新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進階版）.第一冊, 馬太福音至約翰福音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80 新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進階版）. 第二冊, 使徒行傳至歌羅西書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297 新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進階版）. 第三冊, 帖撒羅尼迦書至啟示錄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303 舊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 第一冊, 創世記至士師記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310 舊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 第二冊, 路得記至雅歌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327 舊約聖經恢復本讀經指引. 第三冊, 以賽亞書至瑪拉基書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334 新約聖經伴讀, 約翰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1666341 新約聖經伴讀, 約翰福音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1666358 新約聖經伴讀, 約翰福音 排聚集手冊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365 新約聖經伴讀, 羅馬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1666372 新約聖經伴讀, 羅馬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1666389 新約聖經伴讀, 羅馬書 排聚集手冊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666396 新舊約聖經恢復本, 兩年讀經（含註解）進度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11860 新世代養殖生力軍. 107: 10位養青的奮游人生 林宗善總編輯 2018-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8029 健康老化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高齡健康照護團隊作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25768 賽德克小書. VII: 踏尋祖靈橋,參與部落再生 劉瑞瓊, 林益謀, 楊素欣, 郭明正, 賴慶明, 李永光, 瑪姮.巴丸, 曉明女中部落服務團, 部落青年作; 陳品瑜, 蘇筠芸, 謝岷蓁總編輯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7485 智慧醫療科技應用. 2020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彙編 2020-11-00 平裝

9789869827492 Application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2020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8424 我的夢不落地 吳承翰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18431 外星語男孩 林宸緯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2214 營養5餐: 校園廚房超實用秘笈 夏凡玉主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742221 營養蔬食5餐: 校園蔬食套餐X跨國風味料理 林茜, 李宛芸文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灃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羅慧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慶寶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曉明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49

送存冊數共計：156

臺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9789869829786 提琴工作室裡的樂章 莊仲平著 2020-12-00 3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7758 超級遊戲王= Top 100 fun games Yi-Hui Zappe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7789 輕鬆駕馭英語簡報= English presentation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 范雅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1007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2 龔玲慧作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11014 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 2 白佩玉作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11021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一本通 蘇秦著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11038 一次通過新多益750分(模擬試題) 文之勤著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99270 兒童單字測驗本. 2= Vocabulary workbook. 2 邱靖媛總編輯 2021-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599287 閱讀高分秘笈. 3= Reading Fun. 3 師德出版部編著 2018-10-00 初版七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2900 春天 黃登漢文; 高蘇平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4004 阿媽,妳去哪裡了? 廖俞雲等文字; 吳念真繪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0349 如果不洗手 黃小衡著; 棉花糖繪 2020-02-00 精裝

9789869820363 如果不吃藥 黃小衡著; 棉花糖繪 2020-06-00 精裝

9789869820387 STEAM 好好玩的生活科學. 2, 有趣的動力傳送學習與教學實驗小悅讀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9820370 STEAM好好玩的生活科學. 1, 有趣的簡單機械學習與教學實驗小悅讀編著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844617 小學生數學我不怕!(100分必讀.Q版神攻略): No.1學霸李小白遇上難題,多多老師神救援樂多多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648 開啟「高需求小孩」的正向天賦: 高敏感、愛爭辯、超固執、情緒強烈...這些讓人抓狂的性格,可以轉化成優勢!(拯救百萬對父母的30年超實用教養經典)= Raising your spirited child: a Guide for parents whose child is more intense,sensitive,perceptive,persistent,and energetic瑪麗.希迪.庫欽卡(Mary Sheedy Kurcinka)作; 王聖棻, 魏婉琪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662 不完美的我,照顧生病的你: 在生與死共存的加護病房裡,告訴自己「不要被打倒,也不要麻木」= 무너지지 말고 무뎌지지도 말고 생과 사의 경계,중환자실 간호사로 산다는 것李蓏昀著; 曾晏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679 會開瓦斯就會煮(續攤) 大象主廚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686 一個人的旅味煮食 咩莉.煮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693 諾蘭變奏曲: 當代國際名導Christopher Nolan電影全書(諾蘭首度親自解說|全彩精裝)(完整收錄導演生涯11+4部作品,228幅劇照、片場照、分鏡及概念手稿)= The Nolan variations: the movies,mysteries,and marvels of Christopher Nolan湯姆.邵恩(Tom Shone)著; 但唐謨, 黃政淵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3844730 世界觀.給孩子的萬物大地圖(50幅視覺資訊地圖,建構跨領域多元視角)雍.理查茲(Jon Richards), 艾德.辛金斯(Ed Simkins)作; 羅凡怡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3844747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7, 隋唐風雲篇(萌貓漫畫學歷史)肥志編.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754 小熊媽給中小學生的經典&悅讀書單101+: 分年級、挑好書,愛上閱讀品格好,培養孩子美感品味x邏輯思考x寫作表達力小熊媽(張美蘭)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844808 繪甜點: connie水彩畫室的下午茶畫畫課 Connie au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815 台灣創投攻略 方頌仁, 林桂光, 陳泰谷, 吳光俊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983 小女鵝和她阿爸的1+1便當日記 Claire克萊兒的廚房日記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888473 念佛感應錄 淨土宗編輯部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888480 淨土宗三祖師傳(中英對照)= The three patriarchs of the pure land school宗道法師, 佛慈文字; 佛小, 巫麗雪繪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189282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nglish conversation. 2Owain Mckimm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3189480 唐吉軻德= Don Quixote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原著; Michael Robert Bradie改寫2020-11-00 二版 其他

9789863189503 焦點英文文法完全練習 Lucy Becker, Carol Frain, Karen Thomas作; 劉嘉珮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89510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uthor Ernest Hemingway 2020-11-00 [4th ed.]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悅讀名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泰墨創藝影像



9789863189527 Animal farm author George Orwell 2020-12-00 2nd ed. 其他

9789863189534 速攻日檢N3聽解: 考題解析+模擬試題 田中綾子等著; 黃彥儒, 黃曼殊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3189541 超完勝新制多益高分5回: 黃金試題1000題(試題+解析雙書版)Ui-Geol Lee, Gi-Won Yun, Global21語學研究所作; 劉嘉珮, 蔡裴驊, 關亭薇譯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3189558 彩圖初級英文文法Let's See! Alex Rath著 2020-12-00 四版 平裝

9789863189565 Les misérables original author Victor Hugo; adaptor Michael Robert Bradie2020-12-00 2nd ed. 其他

9789863189572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原著雙語彩圖本)=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O. Henry著; 丁宥榆譯 2020-12-00 二版 其他

9789863189589 理性與感性= Sense and sensibility 珍.奧斯汀(Jane Austen)作; Michael Robert Bradie改寫; 謝雅婷翻譯2020-12-00 二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1816 陳氏太極拳: 一路老架、二路砲捶 黃國泰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9003 一代宗師淨心老和尚圓寂紀念集 淨心老和尚圓寂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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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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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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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4834 混元禪師法語: 風水學的奧秘. 第九冊 曾文豐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4841 混元禪師法語: 風水學的奧秘. 第十冊 曾文豐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52596 物含妙理: 像費曼那樣機智的教與學 包景東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552602 深呼吸: 解密肺癌 李治中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552619 極簡新藥發現史 彭雷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552626 曉肚知腸: 腸菌的小心思 段雲峰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552633 誰謂荼苦: 宋人說飲饌烹調 翁彪, 夢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552640 人工智慧改變世界: 你的財富和競爭力將如何被影響 中國進行式王建國, 吳斌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552657 思考領導: 高效主管的六大黃金思考術 孫繼濱著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59332 如何學寫程式. Python篇: 學會用「數學思維」寫程式吳維漢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59349 語言接觸下客語的變遷 賴文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59356 百年客諺客英解讀 彭欽清, 黃菊芳譯注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448440 第55號被害人 詹姆斯.迪拉吉(James Delargy)著; 簡秀如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457 戰爭的滋味 莉琪.科林漢(Lizzie Collingham)著; 張馨方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464 為何不平等至關重要 托馬斯.斯坎倫(Thomas M. Scanlon)著; 盧靜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471 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 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 戰後篇崔末順主編; 游芯歆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488 或許,我就這樣一個人走了 小島美羽作; 陳柏瑤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495 法律何時該原諒?= When should law forgive? 瑪莎.米諾(Martha Minow)作; 李宗義, 許雅淑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501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6, 盛滿咖啡杯的愛 岡崎琢磨著; 林玟伶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518 第四版草稿: 普立茲獎得主的非虛構寫作獨門技藝,從蒐集題材、彰顯主題、布局架構、採訪技巧、自我懷疑到增刪裁減,定稿前的8大寫作鍛鍊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作; 劉泗翰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525 孤島通信 宋尚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532 異常= グロテスク 桐野夏生著; 劉子倩譯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3448549 生死疲勞(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3448556 蛙(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3448563 食草家族(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清文華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心老和尚紀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唯心宗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陳氏太極黃國泰研究社



9789863448570 檀香刑(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3448587 大風 莫言文; 李憶婷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3448600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愈複雜的人生,愈需要用簡單來解題夏.瓦茲蒙德(Sháá Wasmund)著; 簡秀如翻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8624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448723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8625 生き甲斐: 在當下,發現美與不美 瑪麗.藤本文字; 邁克.肯納攝影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8632 與孩童一起體驗神= Il potenziale religioso del bambino蘇菲亞.卡瓦耶提(Sofia Cavaletti)著; 李純娟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8649 那盞小紅燈: 我與天主相遇的一生 保拉姆姆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9108 中國古皇家御用觀天術 了然山人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7207 Comencemos. 1, 專為中文母語者設計的基礎西班牙文蒙崇儒(Alberto Monteagudo Canales), 洪幼如(Yu-Ju Carolina Hung)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97857 正向人際及生活能力訓練課程(國小教師版)= Positive interpersonal & life orientation train,PILOT(primary)李珮如, 許元樵, 郭美麟, 陳彥冲, 陳雯蕙, 黃凱賓, 蔡佩真, 蕭羽婕編撰2020-1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9097864 正向人際及生活能力訓練課程(國小學生版)= Positive interpersonal & life orientation train,PILOT(primary)李珮如, 許元樵, 郭美麟, 陳彥冲, 陳雯蕙, 黃凱賓, 蔡佩真, 蕭羽婕編撰2020-12-00 第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504009 連環の諸相: 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とロシア人 塚本善也著 2020-09-00 精裝

9789863504054 英國脫歐與歐洲轉型= Brexi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李貴英等作; 李貴英, 吳志成主編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3504085 Phytoseiidae of Taiwan(Acari:Mesostigmata) by Jhih-Rong Liao et al. 2020-10-00 精裝

9789863504108 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殘稿選注= An annotated anthology of the Yijing commentaries by the early Qing Jesuit Joachim Bouvet黎子鵬編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146 European dream and reluctant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lessons for ongoing Asian regionalismby Hungdah Su 2020-09-00 精裝

9789863504177 後殖民與日治記憶: 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 Postcoloniality and memories of Japan: twenty-first-century taiwanese fiction劉亮雅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184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輯 林明照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191 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 先行者及其台灣踏查笠原政治作; 陳文玲譯註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207 大學有機化學實驗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2020-09-00 九版 平裝

9789863504221 心識與解脫: 對比視域下的佛教心意識理論 林建德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238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 柯慶明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245 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centric world and the emerging new global orderJohn Dunn等作; 朱雲漢, 鄭永年合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252 孔廟文物與政治: 東亞視野中的臺灣府學文物 陳芳妹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269 被埋沒的足跡: 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 中国ジェンダー史研究入門小濱正子等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276 博孤誌: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二十二屆 張素卿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283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 黃美娥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306 奮鬥的心靈: 呂赫若與他的時代 垂水千惠著; 劉娟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320 中國文學史 臺靜農著 2020-11-00 五版 平裝 上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0900 世代.火車社: 臺大火車社30周年紀念專刊 王彥翔總編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16683 請問漁村怎麼玩: 臺灣16條漁村旅遊路線全攻略= Fishing village蕭堯仁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16690 漁村尋寶之旅: 臺灣漁村繪本 蕭堯仁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6

臺大鐵道暨火車研習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現代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啟示



9789869981101 向右轉動你的人生: 黃朝文的螺槳故事 黃朝文, 蕭涵綺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736696 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国際会議予稿集. 2020年度曾秋桂編集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736689 淡淡= Tamsui local narrative 陳浩瑜等作; 黃文倩主編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736665 MaMiUU機器與心智國際建築工作營= Machina x Mind: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workshop MaMiUU渡邊誠, 陳珍誠主編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8736726 夏天已然過去 林偉淑主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8736740 中華民國航空工業發展沿革 楊龍杰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8736757 印太多邊戰略關係: 台灣戰略選擇 翁明賢主編 2021-0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736641 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實錄. 108-109學年度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8337 江戶人的生活超入門= 江戸のひみつ 町と暮らしがわかる本 江戸っ子の生活超入門江戶歷史研究會著; 章蓓蕾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8344 鴻食代Home Style: 27道人生菜單 陳鴻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8351 香氣旅程: 與身心照護的芳香療法 何佳宴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8368 舒食蔬房: 運用蔬食乘法,讓蔬果和肉、蛋、海鮮通通都是好朋友楊晴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8382 善用腦科學減輕焦慮,找回你人生平衡 梁銀雨著; 林建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4002 知足常足= Enough: a life of appreciation and fulfillment蔡珍娜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3812 I am proud of Dounan! author Chi,Li-Chiu, Lan,Yi-Chen, Tsai,Wen-Yi, Tsai,Yu-Chen; illustrator Lee,Mei-Ying, Jiang,xin min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13829 Where have the pumpkins gone to? author Li-Chiu Chi, Chuan-Chiao Yang, Chia-Feng Chou, Jia-Jian Syu; illustrator Chuan-Chiao Yang, I-Shin Liu, Yi-Chiao Hsu, Chia-Feng Chou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13836 The adventures of Miss papaya author Li-Chiu Chi, Ting-Yun Chen, Jo-Hsuan Huang, Chia-Feng Chou, Yi-Chiao Hsu; illustrator Jo-Hsuan Huang2020-12-00 1st ed.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8301 真愛之約: 婚前輔導手冊 淡江教會婚輔團隊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3305 午後の淡水 王騰芸等作; 許傳陽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1892 阿Q正傳 魯迅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52200 85則啟發人心的經典故事 洪凱芬編著 2020-10-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江網路新聞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淡江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常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淡大日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中文系



9789869952217 水色交換日記 夏嵐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2224 在平靜中,享受幸福的生活 余紀楨編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9952248 年輕真好: 性格決定未來(彩色版) 丁滿編著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0730 小黃傘(中英捷克對照)= MALÝ ŽLUTÝ DEŠTNÍK= The little yellow umbrella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文.圖 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31005 小秘書的性愛日記 西門彩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779154 山林書籤: 一位生態學家的山居記事 陳玉峯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291 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走向與投資策略: 當通貨緊縮步步逼近,如何布局才能兼顧穩定與收益?洪椿旭(홍춘욱)著; 徐若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307 Nice Chord好和弦: Wiwi寫給想做音樂的你,厲害的人都在用!超過80個寫歌、編曲創作原理官大為(Wiwi)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314 DNA國度: 基因檢測和基因網際網路如何改變你的生活塞爾吉奧.皮斯托伊(Sergio Pistoi)著; 曹順成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321 創客創業導師程天縱的職場力: 解析職場的人與事,提升工作與管理績效的34條建言程天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376 忘了自己是動物的人類: 重思生命啟源的歷史與身而為人的意義= How to be animal: a new history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梅蘭妮.查林傑(Melanie Challenger)著; 陳岳辰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383 AIoT數位轉型: 從市場定位、產品開發到執行,升級企業順應潮流裴有恆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13 從零開始學寫吸金文案: 30秒入門,超生火、最推坑的31個勾心銷售寫作指南吉姆.愛德華(Jim Edward)著; 游懿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20 擁抱暗黑: 光電學家教你健康好眠的實用手冊 周卓煇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37 圖解量子力學 椎木一夫著; 朱麗真譯 2020-12-00 3版 平裝

9789864779444 世紀之疫: 揭開COVID-19下,人性、病毒、新世界的深度紀實楊惠君策劃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68 失業教我們的事: 想吃雞腿,就別勉強啃雞肋 洪雪珍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82 放掉頭腦吧!你就是你的念頭─跳出惡念,奪回你每一個念頭!珍妮.艾倫(Jennie Allen)作; 江信慧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99 SQM商業新思維: 開發新產品、創立新事業的必勝心法三木雄信著; 楊毓瑩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505 叩問生死: 探索人生目的 蕭尹翎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779512 尋找一抹藍: 與自然共生的藍染記憶 鄭美淑, 卓子絡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529 誰殺了約翰藍儂: 搖滾神話的愛、欲望與生死 萊斯莉-安.瓊斯(Lesley-Ann Jones)著; 李函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779574 科學玩具總動員: 37個引爆玩心、開發STEAM魂的科學手作許兆芳, 潘憶玲(滾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581 工作者每天精進1%的持續成長思維: 自我修練、技能翻轉、掌握贏面的40個職場眉角曾國棟原著.口述; 李知昂採訪整理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598 管理者每天精進1%的決策躍升思維: 精準決策、帶領團隊、強化績效的40個管理藝術曾國棟原著.口述; 李知昂採訪整理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604 關鍵提問 板越正彥著; 李貞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611 冷知識背後的熱思考: 啾啾鞋教你幫大腦開外掛的30個法則啾啾鞋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635 預知宇宙紀事= The whole shebang: a state-of-the-universe(s) report提摩西.費瑞斯(Timothy Ferris)著; 林淑貞, 林宏濤譯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779642 團體迷思: 群眾的盲目、自欺與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克里斯多福.布克(Christopher Booker)著; 高忠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673 我在.生生世世: 超越輪迴的靈性劇本,回歸自性本體以實踐人生目的吳至青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680 打造超人思維: 智商如何從100提升到1000 Xdite鄭伊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697 為什麼事情明明很多卻不想做？ 加蘭.庫爾森(Garland Coulson)著; 劉佳澐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703 吃貨簡史 陳華勝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710 找到你的聲音: 國際頂尖教練教你在任何場合自信說話卡羅琳.戈德(Caroline Goyder)作; 謝孟達譯 2021-02-00 平裝

9789864779734 圖解心理學大全 田中正人著; 張嘉芬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758 審判的人性弱點: 美國前聯邦檢察官從心理學與政治學角度解讀冤案成因= Blind injustice: a former prosecutor exposes th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wrongful convictions馬克.戈德西(Mark Godsey)著; 堯嘉寧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765 頂尖情報員的高效判讀術: 立辨真偽、快速反應、精準決策的10個技巧大衛.奧蒙德(David Omand)著; 孔令新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772 禮物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作; 方子恆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819 愛你的敵人 亞瑟.C.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著; 楊晴, 陳雅馨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833 唯一的玫瑰= Une rose seule 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著; 周桂音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840 看TED-Ed學好英文聽說讀寫 王云彤, 王心怡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857 一句話讀懂世界史= Hier stehe ich,ich kann nicht anders.In 80 Sätzen durch die Weltgeschichte黑爾格.赫塞(Helge Hesse)著; 王榮輝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779864 科學的人文: 一位物理學家的人文之旅 陳敏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779871 天性與教養: 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的交互作用= Nature via nurture: egenes,experience and what makes us human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著; 洪蘭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779895 電影道具大師設計學: 偽情書、假電報與越獄地圖、電影道具平面設計;置身電影幕後,一窺平面道具非凡而細緻的設計= Designing graphic props for filmmaking: fake love letters,forged telegrams,and prison escape maps安妮.艾特金斯(Annie Atkins)著; 劉佳澐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918 物理學的演進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利奧波德.英費爾德(Leopold Infeld)著; 王文生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925 照顧別人,是一門不可能完美的藝術: 一個全職照護者的生命故事,為照護之路帶來撫慰與希望潘妮.溫瑟爾(Penny Wincer)著; 麥慧芬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987 長思短想: 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來?羅曼.柯茲納里奇(Roman Krznaric)著; 孔令新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008 50組在家徒手健身腹腿臀計畫 卡特琳娜.布林克曼(Katharina Brinkmann)著; 曾致祥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麋鹿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唯社文創



9789865482039 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著; 周桂音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152 認識世界: 西洋哲學史. 卷一, 從古代到中世紀= Erkenne die Welt: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作; 劉恙冷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1481 會計資訊-資訊類丙檢術科簡易大全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2020-11-00 [第五版] 其他

9789869911498 會計資訊-資訊類丙檢術科簡易大全報表解析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2020-11-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9969703 會計學. 四, 新攻略 盧奕(盧立博)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971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B. 四, 隨堂講義 康盛編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7497 賽門.史塔倫哈格迴環記憶三部曲: 迴圈奇譚= Tales from the loop賽門.史塔倫哈格(Simon Stålenhag)作; 李建興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0105 賽門.史塔倫哈格迴環記憶三部曲: 洪水過後= Things from the flood賽門.史塔倫哈格(Simon Stålenhag)作; 李建興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0112 賽門.史塔倫哈格迴環記憶三部曲: 電幻國度= The electric state賽門.史塔倫哈格(Simon Stålenhag)作; 李建興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5028 搖動的風= Swinging wind 趙茂東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27341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一 徐醒民講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27358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二 徐醒民講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27365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三 徐醒民講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27372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二 徐醒民居士講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27389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三 徐醒民居士講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27396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四 徐醒民居士講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27402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一 徐醒民講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27426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徐醒民講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527433 老子道德經選講講記 徐醒民講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29307 看懂英文<>超簡單: 500 Keywords to underst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黃偉倫, 楊智民著 2020-07-00 其他

9789865529369 2週學會素描畫: 不必靠天份,只要跟著描、照著畫,就能從0開始學會58個素描技法山田雅夫(Masao Yamada)著; 曾盈慈譯 2020-08-00 其他

9789865529420 圖解台灣傳統生命禮儀 李秀娥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9673 眼淚是珍珠 鍾宜秀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697 九宮格日語學習法 吳乃慧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703 美味穀物的科學: 從水稻、玉米、小麥、蕎麥、雜糧的進化,人工栽植技術到營養價值分析井上直人著; 黃怡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710 香氣的科學: 從天然香氣、人工合成香氣的分子構造到萃取提煉的技術原理全解析平山令明著; 黃怡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727 貓戰士(漫畫版): 烏掌的旅程= Warriors: ravenpaw's path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詹姆斯‧巴利(James L. Barry)繪; 鐘岸真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734 貓語大辭典: 理解貓咪不可思議的動作、不可解的行為之謎!今泉忠明監修; 黃瓊仙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741 YNSA山元式新頭針療法: 真人圖解刺激點施針教科書!山元敏勝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9772 約會絕不能做的傻事清單: 不只是約會失敗事件簿,更是啟發自信、動力與愛的最佳約會攻略= But like maybe don't?: what not to do when dating亞麗安娜.馬格利斯(Arianna Margulis)著; 李姿瑩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789 當世界歷史的指針迴轉時: 「新現實主義」解釋時鐘倒回的世界五大危機,並提出解決的方案馬庫斯.加布里埃爾(Markus Gabriel), 大野和基合著; 黃意淩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796 解讀樹木的身體語言= The body language of trees克勞斯.馬泰克, 克勞斯.貝思, 卡爾海因茲.韋伯作; 陳雅得, 楊豐懋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9819 親手做健康狗鮮食: 針對疾病、症狀與目的之愛犬飲食百科須崎恭彥著; 高慧芳譯 2021-01-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29826 心智圖高分讀書法 胡雅茹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833 趣味植物: 擬態、寄生、食蟲、變色、移動?植物的超強生存策略全部告訴你!稲垣榮洋著; 蔡婷朱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840 水墨畫也能很時尚 小林東雲著; 郭寶雯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9857 愛嚇人的蹦蹦熊!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謝雅文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9864 老人與海(中英雙語典藏版) 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曾銘祥, Raymond Sheppard繪; 李毓昭譯2020-12-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29871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一, 迷失群星= Warriors: lost stars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 朱崇旻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895 賽德克族神話與傳說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 余秀娥(Maruta Buyung)著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918 超圖解堆肥、綠肥的基礎知識&實用製作法: 簡單製作堆肥,打造最安心的健康菜園後藤逸男著; 張華英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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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11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問空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啟芳



9789865529949 不同血型不同飲食: 你的蜜糖,可能是他的毒藥!= Eat right 4 your type: the individualized blood diet solution彼得.戴德蒙(Peter J. D'Adamo), 凱薩琳.惠妮(Catherine Whitney)合著; 王幼慈, 劉秋枝翻譯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9994 營養師的減醣快瘦廚房: 控醣穩糖,代謝好好!吃好吃滿還能狂瘦的終極飲食計畫楊斯涵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0431 <>的考證與解釋=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secret formulary bestowed by immortals for treating injuries and mending fractures歐士敬, 楊仕哲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0479 傳家之寶. 1, 愛智慧 莊聰正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0486 傳家之寶. 2, 笑精彩 莊聰正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0493 傳家之寶. 3, 真幸福 莊聰正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050 通過身體思考: 當代文學中的身體敘事= 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somatic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唐毓麗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074 阿米巴詩學: 論曾貴海與江自得詩作= Amoeba poetics: criticisms on poems by Zeng Guihai and Jiang Zide唐毓麗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142 英文一字多義速查字典: 完整收錄7000英單必學多義字黃百隆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82159 韓國人每天掛在嘴邊的生活慣用語: 最接地氣的500句日常對話,瞬間拉近你與韓國之間的距離郭修蓉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82166 英文單字3色記憶法: 拆解英文字首、字根、字尾,沒學過的字也能立刻看懂!曾利娟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82173 九宮格日語學習法: 零散的日文單字,立刻變身有系統的視覺圖像記憶吳乃慧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82180 英、日語同步Anki自學法: 我是靠此神器,最短時間通過日檢N1、多益975分簡群著 2021-02-00 二版 其他

9789865582197 15分鐘水彩畫: 最高效率水彩技法!只要15分鐘,就能創作出一幅幅水彩傑作安娜.柯里亞迪奇(Anna Koliadych)著; 李亞男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82203 一張圖看懂英文文法: 以圖像、表格解析文法架構,理解更輕鬆!王永華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82210 世界名畫鑑賞入門: 品味101幅西洋藝術經典之美陳韾儀編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82227 威士忌品鑑指南: Whisky入門必懂!你不該錯過的101經典酒款陳馨儀編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1771564 說故事高手 戴晨志著 2007-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4155 原態. 八之六: 古典醫學(醫方明)人體第二大腦: 大腸游朱義作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76964 準!GEPT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初試10回全真模擬試題+翻譯解答(聽力&閱讀): 翻譯解答本賴世雄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676971 新概念900句玩轉社交英文 賴世雄, 吳紀維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76988 新概念900句玩轉生活英文 賴世雄, 吳紀維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76995 新概念900句玩轉旅遊英文 賴世雄, 吳紀維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500 新概念900句玩轉職場英文 賴世雄, 吳紀維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517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語聽力10回模擬測驗試在必得賴世雄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77524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核心字彙. Level 3 賴世雄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531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核心字彙. Level 4 賴世雄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548 準!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級初試10回全真模擬試題+翻譯解答(聽力&閱讀): 翻譯解答本賴世雄作 2021-0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07503 初學必備!一個月就能和任何人輕鬆聊的英文會話張瑩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510 蔬食沒: 史丹利煮廚的60道蔬食美味 Stanley李建軒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527 全方面破解英文7000單字: 萬用例句X補充句型X文法解析的必勝三「步」曲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534 種子單字,擁有舉一反三能力的核心英文單字秘笈張慈庭, 蔡文宜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07558 強效圖解!腦中風神救援(豪華增修影音版) 崔源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589 TOEIC新多益考試金色證書一擊必殺閱讀全真模擬試題(影音增修版)李宇凡, 蔡文宜, 徐培恩合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858908 祖國夢中 陳源發著 2019-10-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812904 台灣循環經濟: 發展論 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等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46380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1冊, 1上 王美惠, 黃炎坤, 余奇芳, 陳志明, 黃宏焱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陳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捷威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9789865546397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1冊, 1上 蘇郁玟, 王秋萍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03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1冊, 1上 林意苹, 彭若寧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10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1冊, 1上 俞振舟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27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1冊, 1上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34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3冊, 2上 陳傳興, 林宛瑩, 王秋萍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41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3冊, 2上 吳宜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58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3冊, 2上 林意苹, 吳宜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65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3冊, 2上 俞振舟, 吳宜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65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3冊, 2上 俞振舟, 吳宜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72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3冊, 2上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89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5冊, 3上 邱秀華, 符達言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496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5冊, 3上 詹麗馨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02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5冊, 3上 陳聆文, 林意苹, 莊孟淳, 林家怡, 陳京生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19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5冊, 3上 李德彰, 俞振舟, 陳奕潔, 阮翠蘭, 楊小橙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26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5冊, 3上 施妙旻, 符達言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33 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1冊, 1上 彭若寧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40 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3冊, 2上 康軒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57 國中英語聽力測驗. 第5冊, 3上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64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2冊, 1下 陳傳興, 陳志明, 林宛瑩, 王秋萍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71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2冊, 1下 吳宜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88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2冊, 1下 林意苹, 吳宜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595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2冊, 1下 俞振舟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01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2冊, 1下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18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4冊, 2下 陳傳興, 林宛瑩, 王秋萍, 朱淑芬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25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4冊, 2下 吳宜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32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4冊, 2下 林意苹, 吳宜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49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1冊, 1上 王玉芬, 林淑娟, 熊瑞英, 王韻澄, 鍾瑗, 高子翱編著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56 國中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1冊, 1上 陳祖義, 歐子晴, 李文崇, 唐健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63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1冊, 1上 顏婉玲, 簡蕙宜, 華子歆, 鄭袖, 莊安安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70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4冊, 2下 俞振舟, 吳宜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87 國中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1冊, 1上 簡易, 吳美珠, 李玲慧, 葉子彧, 蔡佩玲, 莊鴻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694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3冊, 2上 顏婉玲, 熊瑞英, 潘振宏, 高子翱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00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3冊, 2上 潘振宏, 歐子晴, 鍾瑗, 孫妙佩, 宋儒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17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3冊, 2上 王韻澄, 莊安安, 張元慶, 吳美珠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24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3冊, 2上 王玉芬, 顏婉玲, 劉怡君, 吳美珠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31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5冊, 3上 王玉芬, 陳盈宏, 林佑貞, 鍾瑗, 高子翱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48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5冊, 3上 歐子晴, 陳榮德, 劉怡君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55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5冊, 3上 顏婉玲, 簡蕙宜, 林淑娟, 鄭袖, 華子歆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62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5冊, 3上 簡易, 黃大松, 莊金鳳, 吳美珠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79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2冊, 1下 徐倩如, 陳盈宏, 張嘉純, 熊瑞英, 王韻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86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2冊, 1下 陳祖義, 盧盈君, 季柏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793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2冊, 1下 顏婉玲, 簡蕙宜, 華子歆, 王玉芬, 鄭袖, 林豐藝, 莊安安編著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09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2冊, 1下 簡易, 陳恬伶, 葉子彧, 吳美珠, 蔡佩玲, 何嵐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16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4冊, 2下 陳盈宏, 高子翱, 王韻澄, 鍾瑗, 華子歆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23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4冊, 2下 高子翱, 陳榮德, 歐子晴, 盧盈君, 唐健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30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4冊, 2下 莊安安, 吳美珠, 顏婉玲, 高子翱, 華子歆, 王韻澄編著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47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4冊, 2下 黃大松, 吳美珠, 郭鈞貽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54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6冊, 3下 王玉芬, 鍾瑗, 高子翱, 熊瑞英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61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6冊, 3下 陳榮德, 宋儒, 劉怡君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78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6冊, 3下 顏婉玲, 簡蕙宜, 劉怡君, 鄭袖, 華子歆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85 國民中學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6冊, 3下 陳榮德, 吳美珠, 梁逢道, 沈素妙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892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1冊, 1上 歐坤堂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08 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1冊, 1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15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1冊, 1上 林信宏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22 國中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1冊, 1上 蕭偉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39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1冊, 1上 馮梵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46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3冊, 2上 楊國政, 溫慧心, 郭穎麗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53 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3冊, 2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60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3冊, 2上 林信宏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77 國中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3冊, 2上 蕭偉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84 國中數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3冊, 2上 馮梵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991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5冊, 3上 黃子芮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00 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5冊, 3上 李懿洛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17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5冊, 3上 陳威理, 王茂然, 歐坤堂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24 國中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5冊, 3上 曾嘉儀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31 國中數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5冊,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48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2冊, 1下 楊國政, 溫慧心, 郭穎麗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55 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2冊, 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62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2冊, 1下 林信宏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79 國中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2冊, 1下 蕭偉編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0086 國中數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2冊, 1下 馮梵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093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4冊, 2下 楊國政, 溫慧心, 郭穎麗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09 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4冊, 2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16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4冊, 2下 林信宏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23 國中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4冊, 2下 蕭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30 國中數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4冊, 2下 馮梵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47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6冊, 3下 黃子芮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54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6冊, 3下 李懿洛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61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6冊, 3下 陳威理, 王茂然, 歐坤堂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78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6冊, 3下 曾嘉儀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85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6冊,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192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4冊, 2下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08 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1冊, 1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15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1冊, 1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22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1冊, 1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39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1冊, 1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46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3冊, 2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53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3冊, 2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60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3冊, 2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77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3冊, 2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84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3冊, 2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291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5冊, 3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07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5冊, 3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14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5冊, 3上劉維, 夏郁荷,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21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5冊, 3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38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5冊, 3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45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2冊, 1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52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2冊, 1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69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2冊, 1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76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2冊, 1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83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4冊, 2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390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4冊, 2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06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4冊, 2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13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4冊, 2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20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4冊, 2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37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6冊, 3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44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6冊, 3下 余奇芳, 陳傳興, 彭若寧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51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6冊, 3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68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6冊, 3下 詹麗馨, 李德彰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75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新挑戰麻辣講義. 第6冊, 3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82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6冊, 3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499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6冊, 3下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05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6冊, 3下 林家怡, 林意苹, 莊孟淳, 阮翠蘭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12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6冊, 3下 阮翠蘭, 俞振舟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29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6冊, 3下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36 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2冊, 1下 彭若寧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43 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4冊, 2下 彭若寧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50 國中英語聽力測驗. 第6冊, 3下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67 國民中學英語搶分王新2000字彙必背書 黃慧芬, 盧富世, 張怡娟, 黃荔玉編寫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74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6, 數列與級數 劉建宏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81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7, 函數 劉建宏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598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9, 平行與四邊形劉建宏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04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1冊, 1上 楊仁佐, 于寒, 木宣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11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1冊, 1上 陳啟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28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1冊, 1上 康妮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35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 第1冊, 1上 楊介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42 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1冊, 1上 楊婕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59 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1冊, 1上 李綪, 陳宥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66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1冊, 1上 葉姿君, 何金香, 吳青毅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73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3冊, 2上 郭毅, 陳怡靜, 于寒江, 木宣, 韓均君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80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3冊, 2上 李晏, 陳啟仁, 陳瑩貞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697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3冊, 2上 康妮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03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 第3冊, 2上 楊介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10 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3冊, 2上 楊婕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27 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3冊, 2上 莊欣蕙, 徐煜翔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34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3冊, 2上 柯怡禎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41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5冊, 3上 郭毅, 于寒江, 楊介仁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58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5冊, 3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65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5冊, 3上 潘妤彤,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72 國中公民新挑戰百試達. 第5冊, 3上 國中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89 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5冊, 3上 張建維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796 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5冊, 3上 陳婷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02 國中公民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5冊, 3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19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1冊, 1上杜甫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26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3冊, 2上陳亞卉, 黃莉雯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33 國中公民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5冊, 3上 朱莉亞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40 國中歷史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1冊, 1上 江芸萱, 蔣昕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57 國中歷史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3冊, 2上 江芸萱, 蔣昕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64 國中歷史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5冊, 3上 許瑞泰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71 國中地理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1冊, 1上 俞詩甯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88 國中地理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3冊, 2上 陳冠臻, 俞詩甯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895 國中地理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5冊, 3上 劉玉萍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01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2冊, 1下 楊仁佐, 于寒, 木宣, 韓均君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18 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2冊, 1下 楊婕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25 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2冊, 1下 李綪, 許瑞泰, 徐煜翔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32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2冊, 1下 柯怡禎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49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4冊, 2下 郭毅, 陳怡靜, 陳穎瑩, 明梅, 木宣, 韓均君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56 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4冊, 2下 楊婕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63 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4冊, 2下 江芸萱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70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4冊, 2下 柯怡禎, 吳青毅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87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6冊, 3下 郭毅, 于寒江, 黃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0994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 第2冊, 1下 楊介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07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2冊, 1下 康妮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14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2冊, 1下 李晏, 俞詩甯, 陳啟仁, 陳瑩貞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21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 第4冊, 2下 楊介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38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4冊, 2下 康妮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45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4冊, 2下 陳啟仁, 陳真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52 國中公民新挑戰百試達. 第6冊, 3下 謝明吉, 國中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69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6冊, 3下 謝旻容, 國中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76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6冊, 3下 劉玉萍, 國中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83 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6冊, 3下 王瀞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090 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6冊, 3下 李綪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06 國中公民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6冊, 3下 朱莉亞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13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2冊, 1下杜甫, 陳亞卉, 黃莉雯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20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4冊, 2下陳亞卉, 黃莉雯,方雩, 方毓秀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37 國中公民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6冊, 3下 楊介仁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44 國中歷史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2冊, 1下 江芸萱, 蔣昕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51 國中歷史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4冊, 2下 江芸萱, 蔣昕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68 國中歷史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6冊, 3下 陳思樺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75 國中地理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2冊, 1下 陳冠臻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82 國中地理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4冊, 2下 陳冠臻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199 國中地理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6冊, 3下 晏凌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05 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2冊, 1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12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2冊, 1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29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2冊, 1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36 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4冊, 2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43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4冊, 2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50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4冊, 2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67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3上吳美慧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74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4上桂怡芬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81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5上桂怡芬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298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6上桂怡芬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04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3上卓麗容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11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4上卓麗容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28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5上程悅君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35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6上程悅君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42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3下桂怡芬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59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4下桂怡芬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66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5下桂怡芬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73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6下桂怡芬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80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3下卓麗容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397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4下卓麗容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03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5下程悅君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10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6下卓麗容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27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3上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34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4上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41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5上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58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6上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65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3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72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4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89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5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496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6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02 歡喜過新年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19 過年紅不讓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26 咚咚鏘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33 社區我的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40 我們這一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57 來吃辦桌嘍!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64 來玩家家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588 我長大了,我可以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632 雙手摸一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649 到農場去!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656 走進奧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755 我來報報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779 福爾摩沙,臺灣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793 男生女生好朋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16 魔法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30 國中英語新挑戰隨課練. 第2冊, 1下 英語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23 撕撕樂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47 廣告萬花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54 寶島是我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61 國中英語新挑戰隨課練. 第4冊, 2下 英語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78 認識我自己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85 歡樂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92 小手玩蓋印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08 我會小心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15 國中英語新挑戰隨課練. 第5冊, 3上 英語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22 小電視大世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53 國中英語新挑戰隨課練. 第6冊, 3下 英語科編輯小組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39 啊!美麗的寶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46 食物歷險記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60 鬥陣迎鬧熱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77 清潔保衛戰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84 燈會嘉年華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991 生日派對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04 單車向前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11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隨課練. 第1冊, 1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28 帽子派對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35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隨課練. 第2冊, 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42 節慶真熱鬧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59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隨課練. 第3冊, 2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66 列車大集合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73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隨課練. 第4冊, 2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80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隨課練. 第5冊,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097 服裝,秀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03 國民中學數學新挑戰隨課練. 第6冊,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10 花兒朵朵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27 拎著我的包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34 車子總動員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41 調出好味道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58 天空探險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65 走!去逛大賣場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172 花草圓舞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26 來跳舞吧!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33 點心好甜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40 地底的世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57 神奇便利店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64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含首冊). 1上 鄒敦怜, 游慧玲, 張慈麟, 林麗麗, 侯詩瑜, 劉毓婷編寫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71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2上 鄒敦怜, 張慈麟, 王美玲, 劉毓婷, 林麗麗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88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3上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295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4上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01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5上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18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6上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25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含首冊). 1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32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2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49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3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56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4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63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5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70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6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87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3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394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4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00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5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17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6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24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1下 鄒敦怜, 游慧玲, 張慈麟, 王美玲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31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2下 鄒敦怜, 張慈麟, 王美玲, 劉毓婷, 林麗麗, 游慧玲編寫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48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3下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55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4下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62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5下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79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6下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86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1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493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2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09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3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16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4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23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5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30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評量. 6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47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3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54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4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61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5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78 國民小學國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6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85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含首冊). 1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592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2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08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3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15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4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22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5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39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6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46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1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53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2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60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3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77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4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84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5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691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6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707 好學生每週一讀. 低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2714 好學生每週一讀. 低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2721 好學生每週一讀. 中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2738 好學生每週一讀. 中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2745 好學生每週一讀. 中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2752 好學生每週一讀. 中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2769 好學生每週一讀. 高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2776 好學生每週一讀. 高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2783 好學生每週一讀. 高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2790 好學生每週一讀. 高年級 林慧玲等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2806 國小成語易上手. 中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2813 國小成語易上手. 中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2820 國小成語易上手. 中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2837 國小成語易上手. 中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2844 國小成語易上手. 高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2851 國小成語易上手. 高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2868 國小成語易上手. 高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2875 國小成語易上手. 高年級 龔顯男, 語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2882 國小作文易上手. 中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2899 國小作文易上手. 中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2905 國小作文易上手. 中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2912 國小作文易上手. 中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2929 國小作文易上手. 高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2936 國小作文易上手. 高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2943 國小作文易上手. 高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2950 國小作文易上手. 高年級 作文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2967 爺爺的散步道: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974 撿到一塊錢: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981 彩色王國: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2998 天下第一美味: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01 卡達: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18 我最喜歡上學了!: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25 在菜園裡玩遊戲: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32 大自然的健身老師: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49 媽媽,我可以養兔子嗎?: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56 聽!那是什麼聲音?: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63 看故事學文字 葉惠貞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70 江奶奶的雜貨店: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87 快下雨了嗎?: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094 開滿花的樹: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100 和小黑賽跑: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117 升私中.資優班國語總複習講義 黃聿民, 歐子晴, 國語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124 我不想吃花椰菜: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131 我們買了冷氣機: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155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中年級 胡曉菁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3162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中年級 胡曉菁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3179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中年級 胡曉菁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3186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中年級 胡曉菁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3148 你不只是白紙: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193 動物溫泉: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209 猜猜這是誰?: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223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低年級 李禾鈺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3230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低年級 李禾鈺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3247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低年級 李禾鈺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3254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低年級 李禾鈺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3216 小小鼠的快樂: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261 我做的手工餅乾太好吃: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278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高年級 魯曉玟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3285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高年級 魯曉玟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3292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高年級 魯曉玟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3308 國小語文閱讀易上手. 高年級 魯曉玟執行編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3315 小黑和小白的臺南探險: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322 我的小祕密: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346 國小閱讀高手. 中年級 許育健, 范寶文, 黃柏翔, 袁寶珠, 何佩珊, 徐傳倫, 林雅鳳編著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3353 國小閱讀高手. 中年級 許育健, 范寶文, 黃柏翔, 袁寶珠, 何佩珊, 徐傳倫, 林雅鳳編著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3339 小樹的天氣日記: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360 壞壞大野狼: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377 國小閱讀高手. 高年級 許育健, 范寶文, 黃柏翔, 袁寶珠, 何佩珊, 徐傳倫, 林雅鳳編著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3391 國小閱讀高手. 高年級 許育健, 范寶文, 黃柏翔, 袁寶珠, 何佩珊, 徐傳倫, 林雅鳳編著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3384 來數羊: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07 我的爸爸看不見: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14 小怪獸挖地洞: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21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3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38 半夜裡的探險隊: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45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4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52 閃電魚尼克: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69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5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76 洋洋的紙箱子: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83 烏龜慢慢找工作: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490 飛飛小麻雀: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06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6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13 動物的毛毛: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20 長鼻子和大耳朵: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37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3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44 甲蟲亮晶晶: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51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4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68 河馬卜卜愛玩水: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75 蓋房子我最行: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82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5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599 好朋友,在一起: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05 光影躲貓貓: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29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6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36 出發去旅行: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43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3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50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4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67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5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74 看誰聲音大: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81 小浣熊學長大: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698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6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04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3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11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4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35 我的第一輛程式車學習手冊= はじめてのプログラミングカー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28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5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42 國民小學社會新挑戰學習評量. 6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66 ㄅㄆㄇ商店街. 聲符篇 鄒敦怜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3766 ㄅㄆㄇ商店街. 聲符篇 鄒敦怜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3759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3上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73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4上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80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5上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797 ㄅㄆㄇ商店街. 介、韻符篇 鄒敦怜作 2020-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3803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6上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10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3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27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4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34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5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41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6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58 ㄅㄆㄇ大口袋. 發芽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65 ㄅㄆㄇ大口袋. 開花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72 ㄅㄆㄇ大口袋. 結果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89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18, 三角形的基本性質劉建宏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896 ㄅㄆㄇ大口袋. 豐收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02 ㄅㄆㄇ大口袋. 1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19 ㄅㄆㄇ大口袋. 2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26 ㄅㄆㄇ大口袋. 3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33 ㄅㄆㄇ大口袋. 4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40 ㄅㄆㄇ大口袋. 5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57 ㄅㄆㄇ大口袋. 6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64 ㄅㄆㄇ大口袋學習教材. 1 鄒敦怜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71 ㄅㄆㄇ大口袋學習教材. 2 鄒敦怜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88 ㄅㄆㄇ大口袋學習教材. 3 游慧玲, 鄒敦怜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3995 ㄅㄆㄇ大口袋學習教材. 4 鄒敦怜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08 ㄅㄆㄇ大口袋學習教材. 5 游慧玲, 鄒敦怜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15 ㄅㄆㄇ大口袋學習教材. 6 鄒敦怜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22 生活與常規. 1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39 生活與常規. 2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46 國民中學素養王國文閱讀High課 國文科教師編寫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53 生活與常規. 3 李書萍執行編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60 國民中學素養王國文議題式閱讀素養 陸聖潔, 林芝宇, 陳政潔, 楊佩蓉, 蔡瑋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77 生活與常規. 4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84 生活與常規. 5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091 國中素養王英語跨領域閱讀Mix 吳宜蓁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107 生活與常規. 6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114 國中素養王數學Fun學練素養 馮梵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121 安全教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5354138 安全教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5354145 安全教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5354152 安全教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9789865354169 安全教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9789865354176 安全教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7-05-00 初版 精裝 第6冊

9789865354183 My phonics字母響叮噹. 1 康軒幼教美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190 My phonics字母響叮噹. 2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206 My phonics字母響叮噹. 3 康軒幼教美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282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1冊 王昭華, 林淑期,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213 My phonics字母響叮噹. 4 康軒幼教美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220 My phonics字母響叮噹. 5 康軒幼教美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237 My phonics字母響叮噹. 6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244 娃娃兒歌. 1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251 娃娃兒歌. 2 胡瀞方執行編輯 2015-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354268 ㄅㄆㄇ遊樂園閱讀本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275 ㄅㄆㄇ遊樂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299 123遊樂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305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2冊 王昭華, 林淑期,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312 ㄅㄆㄇ貓探長閱讀本 施葦廷執行編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329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3冊 王昭華,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336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4冊 王昭華,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343 123貓探長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350 ㄅㄆㄇ貓探長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367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5冊 王昭華, 吳令宜, 廖輝煌, 吳自立, 王秀容編寫 2017-08-00 三版 平裝

9789865354374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6冊 王昭華, 吳自立, 廖輝煌編寫 2018-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354381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7冊 王昭華, 吳令宜, 廖輝煌, 吳自立編寫 2016-08-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398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8冊 王昭華, 吳自立, 吳銘進, 廖輝煌, 吳令宜編寫 2017-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404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9冊 王昭華, 吳銘進, 吳自立, 吳令宜, 廖輝煌編寫 2017-08-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411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10冊 王昭華, 吳銘進, 吳令宜, 吳自立, 廖輝煌編寫 2018-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428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11冊 王昭華, 王秀容, 吳銘進, 吳自立, 吳令宜, 廖輝煌編寫2018-08-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435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12冊 王昭華, 吳銘進, 廖輝煌, 吳自立, 吳令宜編寫 2019-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442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1冊 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編寫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459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2冊 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編寫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466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3冊 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編寫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473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4冊 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編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480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5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5-08-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497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6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7-02-00 再版二刷 平裝

9789865354503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7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7-08-00 二版 平裝

9789865354510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8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8-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354527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9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8-08-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534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10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9-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54541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11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558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12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2017-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565 國民小學新挑戰生活學習評量. 1上 丁思與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572 國民小學新挑戰生活學習評量. 2上 丁思與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589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1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596 國民小學新挑戰生活學習評量. 1下 丁思與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02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2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19 國民小學新挑戰生活學習評量. 2下 丁思與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26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33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4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40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5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57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64 國小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1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71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2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88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695 國小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4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01 國小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5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18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25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32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4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49 國小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5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56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63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70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4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87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5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794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00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17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2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24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31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4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48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5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55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6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62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79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2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86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893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4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09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5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16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評量. 6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23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30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4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47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5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54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6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61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78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4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85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5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4992 國民小學數學新挑戰麻辣講義. 6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05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1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12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2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29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3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36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4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43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5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50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6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67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1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74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2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81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3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098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4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04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5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11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6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28 國小圖解數學. 3年級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35 國小圖解數學. 4年級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42 國小圖解數學. 5年級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59 國小圖解數學. 6年級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66 國小數學暑期營1升2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73 國小數學暑期營2升3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80 國小數學暑期營3升4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197 國小數學暑期營4升5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03 國小數學暑期營5升6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10 國小數學資優總複習講義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27 SMART BOX SKILL專注力UP: 阿布的航海日記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34 國小數學資優總複習講義(進階版)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41 SMART BOX SKILL專注力UP(擴充版)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58 SMART BOX MATH數學力UP: 阿布去旅行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65 SMART BOX MATH數學力UP(擴充版)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72 SMART BOX ART美感力UP: 阿布成長日記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89 SMART BOX ART美感力UP(擴充版)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296 SMART BOX READ語文力UP: 阿布的神奇寶箱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302 SMART BOX READ語文力UP(擴充版)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319 SMART BOX THINK思考力UP: 阿布建築師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326 SMART BOX THINK思考力UP(擴充版)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333 SMART BOX(寶貝版): 阿布,晚安= Good night 小康軒編著; 江薇彥繪; Luke爸爸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5340 SMART BOX(寶貝版): 阿布打電話= Making a phone call小康軒編著; 江薇彥繪; Luke爸爸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5357 SMART BOX(寶貝版): 箱子裡裝什麼?= What's in the box?小康軒編著; 江薇彥繪; Luke爸爸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5364 SMART BOX(寶貝版): 運動會開始了= Sports day小康軒編著; 江薇彥繪; Luke爸爸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5371 SMART BOX(寶貝版): 特別的一天= Special day小康軒編著; 江薇彥繪; Luke爸爸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5388 實踐家(學生手冊). A1= Do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395 實踐家(學生手冊). A2= Do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18 實踐家(學生手冊). B2= Do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25 發明家(學生手冊). C1= Invento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32 發明家(學生手冊). C2= Invento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49 發明家(學生手冊). D1= Invento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56 發明家(學生手冊). D2= Invento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63 創造家(學生手冊). E1= Mak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70 創造家(學生手冊). E2= Mak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87 創造家(學生手冊). F1= Mak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494 創造家(學生手冊). F2= Mak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00 探索家(學生手冊). Starter 1-1= Explor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17 探索家(學生手冊). Starter 1-2= Explor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24 探索家(學生手冊). Starter 2-1= Explor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31 探索家(學生手冊). Starter 2-2= Explor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48 忙忙小蜂看見了什麼?= What did busy bee see? 奧克利.葛培理文; 檸檬緞帶圖; 小熊媽張美蘭譯 2019-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5555 你我大不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62 好厲害的動物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79 奇妙粉樂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86 小人國大人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593 寵物當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09 紙想跟你玩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23 可愛的動物寶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30 和布做朋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47 太陽暖呼呼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54 旅行小玩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61 洞洞大探索 蘇育吟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78 擁抱地球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85 警消英雄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692 旋轉吧!陀螺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15 小小旅行團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22 方形樂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39 綠色小尖兵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46 髮型變變變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53 風兒輕輕吹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60 一起玩遊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77 圓呀圓 謝珮琪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84 環保我最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791 好忙的醫生護士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07 幸福運送站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14 找一找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21 比一比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38 猜一猜 蘇育吟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45 文具總動員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52 熱鬧的夏天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69 文字點點名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76 Hello!小一 吳明純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83 超級好朋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890 餐具好幫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06 夏天來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13 符號的祕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20 小工具,立大功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37 我愛夏天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44 塗鴉真有趣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51 活力早餐店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68 小老鼠偷貓蛋 吳伯玲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蔡季嫻插畫 200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75 彎彎的祕密基地 吳伯玲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呂玉琴插畫 200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82 麥姥姥的甜餅屋 吳伯玲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楊雅涵插畫 200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5999 魔術師普普 吳伯玲作; 丁冬香插畫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02 黑皮鎮的三兄弟 吳伯玲作; 楊子桂插畫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19 嘟嘟虎的大噴嚏 吳伯玲作; 楊雅涵插畫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26 艾力的奇幻之旅 吳伯玲作; 楊雅涵插畫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33 超便利童話村 陳冠潔作; 劉鵑菁插畫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40 海鳥飛行記 邱慧敏作; 姜春年插畫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57 膽小的犀牛拓拓 吳伯玲作; 呂玉琴插畫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64 烏鴉導覽員 吳伯玲作; 陳孝貞插畫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71 塔拉塔工具一號店 吳明純作; 姜春年插畫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88 最佳男主角 邱慧敏作; 文瀾資訊插畫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095 小木屋的庭院 吳明純作; 林麗燕插畫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01 家事達人大賽 邱慧敏作; 楊子桂插畫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18 多比的水果園 謝珮琪作; 陳庭昀插畫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25 蛇老六 吳曉雯作; 莊河源插畫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32 烏龜旅行趣 吳伯玲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劉靜玟插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49 想當司機的小老鼠 吳伯玲作; 鍾易真插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56 希奇鎮的大涼亭 吳伯玲作; 楊子桂插畫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63 健康,萬歲! 吳伯玲作; 劉鵑菁插畫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87 我的臺灣朋友 蔡珮瑤作; 謝宛庭插畫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194 小男孩與小松鼠的約定 林玉瑋作; 林麗燕插畫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200 誰最厲害? 許麗萍作; 姜春年插畫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217 捲捲的長尾巴 謝婉玲作; 陳孝貞插畫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224 溫馨耶誕夜 邱慧敏作; 楊子桂插畫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231 小豆仔生氣了? 吳宜臻, 蘇薏文作; 王秋香插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248 米奶奶過颱風天 蔡珮瑤作; 陳慧縝插畫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255 尋找神奇粉 吳伯玲作; 楊子桂插畫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279 Bravo! ABC.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0-08-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6286 Bravo! ABC.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1-0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6293 Bravo! ABC.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0-08-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6309 Bravo! ABC.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1-0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6316 Super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9-09-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6323 Super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0-0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6330 Super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9-08-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6347 Super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1-0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6354 Go! go!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5-09-00 三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6361 Go! go!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6-0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6378 Go! go!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5-09-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6385 Go! go! starter. student 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6-0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6392 Go! go!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5-09-00 三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6408 Go! go!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6-0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6415 Go! go!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5-09-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6422 Go! go!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6-0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6439 Bravo! ABC.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0-08-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6446 Bravo! ABC.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1-0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6453 Bravo! ABC.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0-08-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6460 Bravo! ABC.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1-0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6477 Super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9-09-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6484 Super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19-09-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6491 Super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0-0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6507 Super starter. workbook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作 2021-02-00 再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6521 Hello! kids. student book 朱友琪, 吳香瑩, 張莉玉, 陳健豪, 盧貞穎, 鍾玉美編寫2016-02-00 再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56514 Hello! kids. student book 朱友琪, 吳香瑩, 張莉玉, 陳健豪, 盧貞穎, 鍾玉美編寫2015-08-00 再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56545 Hello! kids. workbook 朱友琪, 吳香瑩, 張莉玉, 陳健豪, 盧貞穎, 鍾玉美編寫2016-02-00 再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56538 Hello! kids. workbook 朱友琪, 吳香瑩, 張莉玉, 陳健豪, 盧貞穎, 鍾玉美編寫2015-08-00 再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56552 Follow me .student book author William Anthony Hartzell, Hui-jing Lucy Hsiao, Renée Kao2020-08-00 6th ed. 平裝 第9冊

9789865356569 Follow me. student book author William Anthony Hartzell, Hui-jing Lucy Hsiao, Renée Kao, Liang-hua Li2019-02-00 4th ed.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56576 Follow me. workbook author Hui-jing Lucy Hsiao 2016-08-00 2nd ed. 平裝 第9冊

9789865356583 Follow me. workbook author William Anthony Hartzell, Hui-jing Lucy Hsiao, Renée Kao, Liang-hua Li2019-02-00 4th ed.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56613 黑熊家與白兔家 吳伯玲作; 陳庭昀插畫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644 嘟嘟也想有工作 吳伯玲作; 陳慧縝插畫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651 曼曼的邀請函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庭昀插畫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668 兩個小公主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余麗婷插畫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675 猴兄弟快遞公司 吳伯玲作; 阿尼默插畫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736 森林王子的願望 陳冠潔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吳嘉鴻插畫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750 神奇魔毯 邱慧敏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文瀾資訊插畫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767 灰熊小姐的大拍賣 廖之瑋作;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呂玉琴插畫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6798 野餐真有趣!= Picnic fun 喬治.約書亞文; 檸檬緞帶圖; 小熊媽張美蘭譯 2019-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6804 一起去商店= Let's go to the shops 喬治.約書亞文; 檸檬緞帶圖; 小熊媽張美蘭譯 2019-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356897 Story pie(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美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6903 Story pie(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美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6910 Story pie(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美語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平裝 第5冊

9789865356927 Story pie(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6934 Story pie(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6941 Story pie(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15-05-00 平裝 第6冊

9789865356958 ABC fun(student book) edited by Kang Hsuan Preschoo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ditorial Group2015-05-00 其他 第1冊

9789865356965 ABC fun(student book) edited by Kang Hsuan Preschoo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ditorial Group2018-11-00 其他 第2冊

9789865356972 ABC fun(student book) edited by Kang Hsuan Preschoo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ditorial Group2018-05-00 其他 第3冊

9789865356989 ABC fun(student book) edited by Kang Hsuan Preschoo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ditorial Group2018-11-00 其他 第4冊

9789865356996 ABC fun(student book) edited by Kang Hsuan Preschoo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ditorial Group2018-05-00 其他 第5冊

9789865357009 ABC fun(student book) edited by Kang Hsuan Preschoo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ditorial Group2018-11-00 其他 第6冊

9789865357092 我愛講臺語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57108 我愛講臺語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57115 我愛講臺語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57122 我愛講臺語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57139 我愛講臺語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57146 我愛講臺語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615743 清初蘇州崑劇劇壇研究 盧柏勳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3615750 石破天驚說老子 陳錫勇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615767 明清崑腔音韻度曲考論 李惠綿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615774 臺灣鄉土戲曲之調查研究 施德玉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615781 無益齋詩詞集 周學武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656

送存冊數共計：724

國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94936 全國兒童畫選: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 第45屆國泰金控公關部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990 有爾足矣 斐然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385003 有爾足矣 斐然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39347 語言時代 張紫蘭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8132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入門基礎級模擬試題. 5= TOCFL listening reading band A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931248 大人的詩塾: 「有些心情,長大才懂」的古詩詞筆記趙啟麟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4179 玉樹,我魂牽夢縈的家鄉 跋熱.達瓦才仁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2301 百鬼夜行. 卷三, 魔神仔 笭菁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0612318 聽你說愛我 Sophia, 尾巴, 笭菁, 晨羽合著 2021-02-00 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8101 尋古成跡 歷史社區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71889 少年新眼光讀經: 讓黑夜有黎明的盼望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71896 光照黑暗帶來盼望: 新眼光讀經2021年4-6月 鄭岳宗, 陳致均, 吳志仁, 許芳菁, 謝智偉, 謝懷安, 王子豪, 竹嫵.法之山, 歐靜汝, 李冠呈, 石雅芳作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71902 少年新眼光讀經: 勇敢等候,重新得力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8708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閱讀測驗=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林淑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8715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閱讀測驗(試題本)=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林淑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872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寫作測驗= Access to GEPT: writing test(elementary)張麗玉, 顧叔剛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48739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口說測驗= Access to GEPT: speaking test(elementary)張麗玉, 顧叔剛著 2021-01-00 二版 其他

9789869948746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聽力測驗= Access to GEPT: listening test(intermediate)顧曉明作 2021-01-00 二版 其他

9789869948753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聽力測驗試題本(試題本)= Access to GEPT: listening test(intermediate)顧曉明作 2021-01-00 二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隆市新建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笭菁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淬書客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從容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泰金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22539 成唯識論摘要 釋如源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374678 高一文法俱樂部: 關係詞= Grammar club: relative pronouns張維總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6374685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與作文範文訓練手冊=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維總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6374692 高二文法俱樂部動名詞= Grammar club: gerund 張維總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6374708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文法與作文範文訓練手冊: SLI專用=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and gramma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維總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6374715 高二翻譯與寫作句型訓練手冊= 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 composition張維總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6374722 高二高級作文範文訓練手冊= Advanced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維總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6374739 大學指考寫作必備手冊: 寫作實戰與遣詞用字= Advanced subjects test 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張維總編著 2021-01-00 一版一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866211 引航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 洪煌生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8381 Buddy English. vol. 13, Buddy's tree house= 美語巴弟. 第十三冊, Buddy的樹屋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65468 成功心理學: 21條心理學法則,今天開始揮別魯蛇人生李世強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475 馬雲: 一路這樣走來 李亮著 2020-12-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482 婆媳的美好關係 五瓣花著 2020-12-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499 華為的執行力 華通諮詢編著 2020-12-00 修定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05 微演說: 讓每句話直指人心 王風範著 2020-12-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12 奪單: 銷售就該這麼做 臧其超著 2020-12-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29 小心!男人就這樣騙你 羅剛, 蘭心著 2020-12-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36 日不落金融戰: 倫敦金融城的前世今生 李俊辰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43 另一個面孔: 袁世凱的人生世界 高有鵬著 2020-12-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50 區塊鏈實戰: 比特幣×以太坊×分散式帳本×非對稱加密×大數據×人工智慧吳為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67 賈伯斯法則: 推出最偉大的產品,做最殘酷的完美主義者王奇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74 減肥不是鬧著玩兒 小小四月花著 2020-12-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581 談判心理學 李維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611 精準銷售: 王牌業務不告訴你的客戶心理學 李恆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628 管理心理學: 一本書讀懂上司跟下屬在想什麼 趙海男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635 取經: 褪去西遊記的神怪外皮,還原歷史上真實的玄奘李爭平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642 你的團隊,該怎麼帶 楊挺偉著 2021-01-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659 推在通路 吳文輝著 2021-01-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9789865165666 雙線法則: 卓越總裁管理模式 聞毅著 2021-01-00 修訂第一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0654 鼠魚圖典補充本. Vol.1= Corydoraspedia supplement volume 1曾偉杰作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1402 陳鵬仁農民曆. 2021(關公版) 陳鵬仁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0621419 陳鵬仁農民曆. 2021(觀音版) 陳鵬仁作 2020-08-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鵬仁印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康寧泰順書坊

國際中道佛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16406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516413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516420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516437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516451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516468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516475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7009 御簫心法 劉穎蓉主編 2021-0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0203 穿越鄉土 尋訪埤塘= Exploring rural ponds throughout the country莊孟憲等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3543 鄭子太極拳傳真 洪武誠著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73550 縱橫太極. 四 鍾文淵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3567 古本南少林五行八卦棍闡釋 陳良俊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5600 過年誌 劉玟苓, 魏佑竹, 林韋聿, 何昱泓, 何澤欣, 陳冠帆, 張絡迪, 葉家瑜, 王麗怡文字; 劉玟苓主編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5605 樂理玩家系列. I Lauren Fu, Catherine Chiang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3122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生命科學概論. 下冊楊昆霖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23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保健實習. 下冊林佑上, 蘇耀期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24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植物栽培實習. 下冊陳右人, 阮素芬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26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化工儀器實習. 下冊王文哲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27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微生物實習. 下冊江春梅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39626 盜火劇團(華文劇本LAB)編劇實驗室計畫劇本集王健任等作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848888 管理學精要: 造就觀光餐旅產業菁英= Management essential: creating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elite鄭紹成編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577848895 服務業管理: 戰勝挑戰= Service management: overcome challenge鄭紹成, 高于歡, 陳勇諺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577848901 休閒俱樂部經營管理: 身、心、靈健康涵養的溫馨舒適搖籃= The operation & management for recreation club: a pleasant place for healthy body,mind & spiriturality張佳玄, 莊哲仁, 王士倫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577848918 休閒產業分析: 特色觀光產品之論述=Analysis of leisure industry許文聖編著 2020-12-00 五版 平裝

9789577848925 餐廳規劃與設計: 掌握餐飲競爭優勢與契機= Restaurant planning and design: grasp cate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opportunity吳勉勤, 高任首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577848932 旅館客房管理實務: 品質提升與實務應用導向= Front office and housekeeping practice in hotel: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s吳勉勤, 高任首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盜火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就曰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氏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文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之和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66335 血色夜想曲 月小伊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4630 世界最偉大的力量是人的品格 潘維宗編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9964685 情感智商的EQ心理學 克里.摩斯(Kelly Morth)原著; 陳書凱編譯 2021-01-00 其他

9789869964692 巴比倫賺錢術: 世界最古老的財富創造法 喬治.克拉森(George Clason)原著; 蕭祥劍編譯 2021-01-00 其他

9789860617504 猶太人的經商賺錢術 陳書凱編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0617511 中國古今鑑別人才的12大相人術 墨子非編著 2021-01-00 其他

9789860617528 每個人的日常營養保健 柯友輝編著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10696 國中資優數學= Top math for junior high school 陳惠民編著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67305 普陀心雨 聖化師父作 2017-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567305 普陀心雨 聖化師父作 2017-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567336 普陀心雨. 2 聖化師父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1717 Cindy's musicbox. book 1 梁竹君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3116 生活單字萬用手冊 張瑜凌編著 2020-12-00 [二版] 其他

9789869943123 秒懂!關鍵英文文法輕鬆學 張文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130 TOPIK韓檢(初級)必備單字+文法 雅典韓研所企編 2021-01-00 [二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3307 Das Antiphonarium CCl 65-68 der Stiftsbibliothek Klosterneuburg: Eine 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s vierbändigen Antiphonars aus dem Augustiner-Chorherrenstift Klosterneuburg mit beigefügtem CANTUS-Index何家欣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14383 紅塵煙雨 王耀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8614390 總統府資政林淵源先生追思錄 林啟堂, 林啟明, 林啟清編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0004 藝無界: 藝術家國際交流展. 2021= The art without borders: International Art Exchange Exhibition. 2021蕭瓊瑞, 鄭宏章文稿; 鄭宏章, 邵英莉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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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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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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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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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拓藝術家國際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斐亞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陀山文化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志企業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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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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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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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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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7698 和壓力做朋友: 別讓壓力毀了你,壓不死你的只會使你更強大方均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02 人情世故不簡單: 智慧人生要掌握的處世哲學 馮麗莎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19 女力資本: 寫給女性朋友職場修練的11道成功良方肖衛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26 溝通、激勵、用人的實用管理手冊: 一看就懂的管理智慧趙陳樑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33 別讓疾病找上你: 專業醫師寫給男人的健康書 莎曼醫師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40 寫給女人的實用說話手冊: 妳若會說話,到處吃香張麗麗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57 身體會說話,它正在暗示你的健康狀態: 一本讀懂身體發出的警告訊號施小六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64 心理專家不告訴你的讀心術: 從身體語言看穿人心的識人秘笈陳清宇著 2021-02-00 修訂二版 平裝

9789869890571 星座與血型全剖析 丁寧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9890588 寫給女人的幸福指南: 勵志是無奈的選擇,還好我們夠樂觀張麗麗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0595 一本學會心理操縱與反操縱 鄭福生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1875 讓世界看見台灣人的奮鬥精神. 3 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9(精華版)華品文化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189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7 華品文化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63110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 1 張燕著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127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 2 張燕著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165 臺灣光復 藝煤, 徐康主編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172 臺灣光復 藝煤, 徐康主編 2020-09-00 增訂版 其他

9789865563189 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 徐康, 吳藝煤編著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196 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 徐康, 吳藝煤編著 2020-09-00 增訂版 其他

9789865563202 臺灣抗日人物集. 之一 徐康著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219 臺灣抗日人物集. 之二 劉佳雁主編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226 臺灣抗日人物集. 之三 編寫組編著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233 臺灣抗日團體 編寫組編著 2020-09-00 其他

9789865563974 從千山到萬水: 1949渡台名人故居 劉雨菡著 2020-10-00 其他

9789865571375 陪孩子畫唐詩: 臺灣媽媽的唐詩育兒經 劉雨菡作 2020-10-00 其他

9789865571412 蔣勳日曆. 2021 蔣勳作 2020-10-00 其他

9789865571429 蘇偉貞小說精選集 蘇偉貞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71436 時光隧道 蘇偉貞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71443 FLOW-心流 瑪麗蓮.阿特金森(Marilyn Atkinson)著; 孫雪菲譯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71467 看不見的風景: 金門視覺設計紀實. 2002-2020 翁翁圖.文 2020-11-00 其他

9789865571474 推浪的人: 編輯與作家們共同締造的藝文副刊金色年代林黛嫚作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5806 一個人到一家的電鍋調養益膳: 用電鍋燉補46道湯、粥、茶、養生藥膳X經絡按摩,調體質、養氣血吳怡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813 百歲時代健康的祕密: 若想無病、無痛健康活下去,該如何準備?金忠雄著; 陳聖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820 美人詩裡的中國史 周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837 中醫骨傷科專家教你搞定全身筋骨肌肉: 破解12個骨傷科迷思+速療20個常見筋骨損傷+20種強筋健骨的食療方高宗桂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45844 一本讀懂孔孟老莊的古老智慧 李蘭方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851 史實,說真的: 解析歷史上總被懷疑的65件「真相」何憶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4335 我讀壇經: 天帝神佛不離老子易道 耿大祥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4342 滄桑. 1: 乾-坤: 易卦品味生活 耿大祥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4359 滄桑. 2: 屯-蒙: 競爭不外和諧 耿大祥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4366 爻: 競爭與和諧...寫給每一位朋友 寒亭書社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寒亭書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9789869944373 爻: 竞争与和谐...写给每一位朋友 寒亭书社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3403 不一樣又怎樣= Normal sucks: how to live, learn , and thrive outside the lines強納森.穆尼(Jonathan Mooney)著; 吳緯疆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3410 想太多是會爆炸的 關朵琳.史密斯(Gwendoline Smith)著; 黃意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7730 科技與創新管理=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陳澤義著 2020-09-00 六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4592 外面是夏天 金愛爛作; 馮燕珠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8509 我有脊柱側彎: 一本給患者、家長與治療師的指南= I have scoliosis: a guidebook for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and therapistsHans-Rudolf Weiss作; 汪作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025573 手作族一定要會的裁縫基本功 Boutique社著; 王海, 駱美湘譯 2020-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3025580 Patchwork拼布教室. 20: 手作之秋,我的小木屋拼布選色企劃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597 歐式刺繡基礎教室: 漫步植物園 オノエ.メグミ著; 周欣芃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603 Sharon浪漫復古風金屬線編織書 姜雪玲(Sharon)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610 就是喜歡這樣的自己.May Me的自然自在手作服伊藤みちよ著; 洪鈺惠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627 好穿搭!我的減壓手作隨身包27選 後藤麻美著; 楊淑慧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634 手作成詩,原浩美の花朵拼布圖鑑: 來自北海道的美麗貼布縫拼布創作集原浩美著; 駱美湘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702 從零開始的創意小物: 小織女的DIY迷你織布機蔭山はるみ著; 彭小玲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719 針.線.布集合!滿足日常實用&風格裝飾的手作選物BOUTIQUE-SHA授權; 瞿中蓮, 彭小玲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3819 鳥落地後 蘇維作 2020-12-00 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2038 Make money happily with real estate author Davis Fang 2020-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762083 築夢踏實事務所: 斜槓實力擴展學苑 林品卉, 李仁豪, 蘇苡禎, 李翔竣, 林有輝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62090 魔幻人生事務所: 多元天賦生命學苑 阿凡達, 蔡佩樺, 李筠霏, 吳容宜, 許綵樺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8221 工作學= The working philosophy of everyday object邱維濤(Eric Chiu)總編輯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002649 Explor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English 朱珀瑩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02656 畫中有話 看圖說話: 臺語情境式演說實戰手冊開朗雜誌台語文編輯團隊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02663 語文素養教學魔法書 張素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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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時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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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倫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開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07896 全方位操駕百科大全 倪世峰文字編輯;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67501 騎乘新風貌重機旅遊百科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67518 愜意暢遊操駕三大課程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 2020-1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3942 事奉兩個主? 威廉.波拉德作; 林麗冠譯 2020-08-00 精裝

9789869913959 企業的靈魂= The soul of the firm 威廉.波拉德(C. William Pollard)著; 王敏雯譯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13966 21世紀的管理挑戰=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侯秀琴譯 2021-01-00 精裝

9789869913973 技術、管理與社會= Technology,management,and society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白裕承譯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13980 下一個社會的管理= 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羅耀宗譯 2021-01-00 精裝

9789869913997 工業人的未來=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陳琇玲譯 2020-12-00 精裝

9789869985109 後資本主義社會= Post-capitalist society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顧淑馨譯 2021-01-00 精裝

9789869985116 杜拉克論極權主義與社會拯救= Drucker on totalitarianism and salvation by Society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邵明路編; 劉純佑, 羅耀宗, 顧淑馨, 洪世民, 趙志恆, 陳琇玲, 許晉福, 胡瑋珊, 白裕承, 廖月娟譯2021-01-00 精裝

9789869985123 杜拉克看亞洲: 杜拉克與中內功的對話集= Drucker on Asia: a dialogue between Peter F. Drucker and Isao Nakauchi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中內功作; 林添貴譯2021-01-00 精裝

9789869985130 行善的誘惑= 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陳耀宗譯 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1308 礁溪阿媽我愛妳= Jiaosi ama I love you 黃萱儀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1315 佮水共生= Living with water 黃萱儀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1322 阿媽舊厝有故事= A story in ama's old house 黃萱儀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1346 佮水共生 黃萱儀作.構圖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91353 阿媽舊厝有故事 黃萱儀作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31543 島創生.心創新. 2020 李雁隆, 張君如, 陳文國, 陳博舜, 陶冠全, 潘倩慧, 鄭堯任, 錢偉鈞作; 鄭道明, 徐松圻主編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63132 太一天章陽雷霹靂普天大醮 三洞法師無吾真人匯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34004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 劉育瑄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042 39步拍電影: 輕鬆上手!手機也能辦到的拍片重點指南Little White Lies, Matt Thrift作; 林郁芳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080 台灣灶咖,家滋味: 餐桌上的傳承,每個人最想吃的家滋味賴巧宜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097 白目英格蘭: 穿越到16世紀當混蛋,叫罵吃屎、仇女仇富、一言不合就單挑,莎士比亞也無賴的反指標文化攻略= How to behave badly in Renaissance Britain露絲.古德曼(Ruth Goodman)作; 葉織茵, 戴榕儀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03 餐桌上的哲學課: 吃鯛魚燒遇到康德?煮拉麵秒懂柏拉圖!好吃就是零卡路里?原來哲學竟如此美味!吳秀珉著; 徐小為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10 眾望所貴: Z咖小模貴貴寫真書(附貴貴畫畫繪本)劉貴華(貴貴)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27 人生夢想清單!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歐洲最美城市蘇瑞銘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34 遠距工作這樣做: 所有你想知道的Working Remotely效率方法都在這裡鄭伊廷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41 行動支付時代的金錢整理術: 看不到的錢更要留住!收入沒增加、存款卻增加的奇蹟存錢魔法横山光昭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58 韓國點餐完全圖鑑 海蓮娜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65 我要的歡愉你該懂!欣西亞兩性大膽說,最犀利的關係難題一次解答欣西亞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72 打開德國說亮話!: 守規矩卻愛插隊、嗜吃生豬肉、不在計畫內就抓狂,旅歐文化觀察家的第一手現場筆記琵雅諾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89 大英帝國一日上流史: 走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貴族莊園,體驗日不落帝國最後的輝煌日常=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the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real world of Downton Abbey莎拉.華威(Sarah Warwick)作; 高霈芬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196 創新產品鍊金術: 獲得第一千個鐵粉客戶,打造不敗產品李偉俠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202 高雄捷運小旅行 Aska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226 天然香氛生活全書: 手工皂X蠟燭X擴香石X乾燥花X衣物香氛,一次學會46款超實用質感好物,享受自己調製的迷人香氣李洲濚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233 隨手畫出小清新: 1分鐘學會韓式塗鴉技法,表情動作X美食小物X療癒風景,超可愛的插畫練習2000李抒昀著; 徐小為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240 大台北親子旅行 可大王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257 原來有這站: 台灣秘境鐵道旅,探訪山城聚落、海岸風景、特色景點的火車深度漫遊提案許傑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無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朝陽科大研究發展處

菁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雅出版



9789865534264 君王、疫疾、世界史: 看疾病與大規模傳染病如何扭轉歷史，改變人類命運的方向= Wie krankheiten geschichte machen羅納.D.葛斯特(Ronald D. Gerste)作; 彭菲菲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288 超實用對白寫作攻略: 你的角色不能廢話連篇!好萊塢頂尖編劇顧問的12堂大師寫作課= You talkin' to me?: how to write great dialogue琳達.席格(Linda Seger), 約翰.瑞尼(John Rainey)著; 戴榕儀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295 女僕的秘密生活: 黑衣、白圍裙、帽子、緞帶,窺探世紀交替的英國底層社會村上理子著; 謝麗卿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301 懂用人,當主管心不累: 人資長教你帶出好員工的40個實戰QA林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332 天然香氛手工皂聖經: 晶透寶石X絕美造型X零失敗配方,從基礎到進階全圖解教學,打造最親膚的韓式高質感手工皂鄭脩頻著; 林雅雰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4602 那年我們一起採芋頭: 天然飲食 吳睿保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80305 道教眾仙傳 林東瑨編著 2020-12-00 再版 平裝 全套

9789578580312 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 林東瑨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80329 元始天尊說功德法食往生經元始天尊說甘露昇天神咒妙經合輯林東瑨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2602 三十坪菜園復興農業: 森林生態天然堆肥自然農場吳睿保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344789 iOS App程式開發進階實務攻略: 快速精通SwiftUI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267 Arduino實作入門與專題應用 陳明熒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373 WordPress&網頁設計會遇到的100個問題 黃英展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397 Python從網路爬蟲到生活應用超實務: 人工智慧世代必備的資料擷取術陳會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403 數學!這樣準備保證上: 升國中數學資優班考前衝刺秘笈數理資優研究團隊作 2020-12-00 四版 其他

9789864345410 Excel VBA職場高效應用實例 楊永華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434 AI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思維與演算法: 使用C語言吳燦銘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441 AI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思維與演算法: 使用Python吳燦銘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458 JavaScript精選16堂課: 網頁程式設計實作 陳婉凌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345465 突破困境: 資安開源工具應用 鄭郁霖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472 行動裝置深度學習 李永會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489 視覺化社群行銷與SEO超級淘金術: 使用Instagram與Youtube鄭苑鳳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496 從LINE BOT到資料視覺化: 賴田捕手 饒孟桓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502 超強Google雲端應用: 贏家必勝技能與行銷方程式鄭苑鳳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345519 圖說演算法: 使用C語言 吳燦銘, 胡昭民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345533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C語言超效解題致勝祕笈吳燦銘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345540 輕鬆學會Google TensorFlow 2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實作開發黃士嘉, 林邑撰著 2021-01-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4345557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上, 完全剖析C#技術實務彭建文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564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下, 職場C#進階應用技術彭建文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571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 吳燦銘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588 Illustrator向量圖形設計 鄭苑鳳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595 PhotoShop影像處理設計 鄭苑鳳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01 Scrum敏捷產品管理: 打造客戶喜愛的產品 Roman Pichler作; Scrum敏捷產品管理志工群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18 Kent Beck 的測試驅動開發: 案例導向的逐步解決之道Kent Beck著; 陳仕傑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32 Power BI實作大數據篩選分析與商業圖表設計吳燦銘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49 macOS研究室: Big Sur解析教學 蘋果梗, Herny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56 Python全面攻略: 從程式新人到開發設計的快速學習資訊種子研究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63 一開始就學對Android: Kotlin與MVVM新架構 湯秉翰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70 Python: 股票演算法交易實務147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4345687 重新認識Vue.js: 008天絕對看不完的Vue.js 3指南許國政(Kuro)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694 PHP網路爬蟲開發: 入門到進階的爬蟲技術指南李昀陞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700 Clean Code學派的風格實踐: 開發可靠、可維護又強健的JavaScriptJames Padolsey著; 江玠峰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717 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 影音剪輯實戰x行動影音剪輯x特效處理x微電影實作x影音社群行銷鄭苑鳳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345731 Python程式設計實務: 從入門到精通 榮欽科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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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毓學園吳睿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博毓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9789864345779 區塊鏈生存指南: 帶你用Python寫出區塊鏈! 李耕銘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786 Android十全大補: 從Kotlin、MVVM到測試的全方面介紹林俊廷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45793 Wireshark實戰演練與網路封包分析寶典 陳雲龍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3802 國營化學專業科目B分析化學與儀器分析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19 台聯大化學所106年考古題詳解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26 高考三級反應工程聖經=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33 高考三級有機化學聖經=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40 高考三級物化分章聖經= Phys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57 高考三級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Unit operation & transport phenomena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64 高考三級程序工業聖經=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71 高考三級儀器分析聖經= Instrumental analysis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88 國營化工專業科目A: 化工熱力學與化學反應工程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3895 國營化工專業科目B: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09 關務四等有機化學概要=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16 關務三等有機化學聖經=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23 關務三等物化分章聖經= Phys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30 關務三等程序工業聖經=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47 關務三等儀器分析聖經= Instrumental analysis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54 反應工程快易通: 心智圖、公式筆記= Easy pass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61 台大化學所有機化學詳解=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78 台大化學所無機化學詳解= In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85 台大化學所物理化學詳解= Phys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6292 台大化學所分析化學詳解= Analyt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7305 關務四等分析化學概要= Analyt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8902 咚咚,咚!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文.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8919 小淘淘和藍捲捲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文.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8926 海寶的快樂週末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8933 高個子怪物布拉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文.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2646 Swift程式語言. 一, 程式初學者學生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792653 Swift程式語言. 一, 程式初學者教師手冊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學中心編著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79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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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978986979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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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978986989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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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97898698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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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978986989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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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8205 恥辱の痴漢電車合集 クロエ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12 視線部屋 ホン.トク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29 娼年巴托里 池咲ミサ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36 遊戲娘後宮 笹森トモエ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43 MC學園第五節課 水龍敬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50 淫溺の令嬢. 3: 動搖的心 夜裡騷亂的蜜花 クロエ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67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4th Day 水龍敬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74 TS朗君的性生活 konomi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81 我與堂妹: 和鄉下再會的肉感妹妹們的播種交尾記錄ビフィダス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298 早阪愛是H的女僕 まー九郎作 2021-0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晶實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買動漫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智遠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童漫秀多媒體



9789865587000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2 神毛物由宇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5587017 只有7天嗎 たかみや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5587024 發情期 naop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5587031 致親愛的你 つくも号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5587130 姐姐,只會愛著你們: 扮朋友篇 やんよ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587147 姐姐,只會愛著你們: 扮姊妹篇 やんよ作 2019-05-00 平裝

9789865587154 姐姐,只會愛著你們: 扮新娘篇 やんよ作 2019-05-00 平裝

9789865587161 命中注定的身體Renewal やんよ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87178 蝴蝶忍姦: 在睡覺時被鬼大叔OO まー九郎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185 關於妹妹胸部整顆露出來的那件事: 總集篇. 1 なかに作 2019-12-00 平裝

9789865587192 沒有廁所!. 2, 學校篇 やすゆき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5587208 Give for you やんよ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87215 和濕潤的阿榮一起絆限界突破 めぶら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222 我的播種學校性活. 2, 圖書委員的後輩篇 ちうね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587239 不見星光的溫泉 ビフィダス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87246 強力援助. 2 まー九郎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5587253 我的播種學校性活. 1, 憧憬的同班同學篇 ちうね作 2019-06-00 平裝

9789865587260 REM x FGO やすゆき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587277 眠姦合宿: 和田徑女子.仁木實乃莉暗地裡… ビフィダス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87284 沒有廁所! やすゆき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5587291 和內向的圖書委員沉溺在性愛中 ユズハ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307 關於妹妹胸部整顆露出來的那件事: 總集篇. 2 なかに作 2019-12-00 平裝

9789865587314 辣妹JK競賽泳裝女僕服務 リブユウキ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87321 鬼滅の裏本 まー九郎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338 援助交配. 8 たくのみ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87345 和真理惠一起去溫泉 ビフィダス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87352 和真理惠一起在浴室 ビフィダス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587369 姊姊就是我的宇宙 リブユウキ作 2019-12-00 平裝

9789865587376 人妻NTR整人遊戲 トイレ籠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87383 援助交配. 6 たくのみ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587390 早安、凱留醬 すばち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587406 援助交配. 總集篇. 1 たくのみ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87413 援助交配. 5 たくのみ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587420 鬼娘醬的發情期! さめだ小判作 2019-05-00 平裝

9789865587437 淫溺的令孃. 1, 被其他教師奪去第一次 クロエ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5587444 請不要用色色的眼光看可可蘿醬! すばち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587451 和沖田小姐到早上都在愛情賓館泳裝愛愛. 1 うるりひ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87468 SUKEBE Order. VOL 1 うるりひ作 2019-03-00 平裝

9789865587475 SUKEBE Order. VOL 2 うるりひ作 2019-03-00 平裝

9789865587482 淫溺的令孃. 2, 眾目睽睽下顯露癡態 クロエ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87499 清純女友,墮落。 ぐれーともす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5587505 沖田小姐想要穿泳裝 うるりひ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87512 風香夏日記(plus) 朝木貴行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529 和辣妹結菜醬一起H: 單戀的女孩對我臉紅!? konomi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87536 結婚艦淫亂錄 eno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87543 修女克蕾雅和祕密的催眠APP 藤崎ひかり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550 JK阿爾托莉亞(Altor) 遠藤良危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87567 VictimGirlsR癡漢撲滅運動 朝凪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87574 Erorich Package うるりひ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5587581 不做愛就出不去的話 這也是沒辦法的吧? sage・ジョー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87598 時雨 = change dress うまくち醤油作 2018-12-00 平裝

9789865587604 雌性友人 Zトン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87611 加油RURU!! 温野りょく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628 人妻催眠便利商店肉便器　 師走の翁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87635 結婚艦淫亂錄. 2 eno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87642 Erorich Package. 2019 うるりひ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5587659 我的妹妹說要成為叔叔的「新娘」!! あたげ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87666 我在意的前輩 海蛍はるまれ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673 異世界召甘. 1, 精靈的大姐姐是你喜歡的菜嗎?あんざゆう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680 異世界召甘. II, 精靈大姐姐的朋友是你喜歡的菜嗎?あんざゆう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697 異世界召甘. III, 精靈的大姊姊們是你喜歡的菜嗎?あんざゆう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87703 瑪露奇爾飯 朝木貴行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87710 VictimGirls. R, 我是、不會輸的! 朝凪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87727 前輩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sage・ジョー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5587734 之後的節慶 海蛍はるまれ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741 要怎麼樣才能成為有名直播主呢? 菖蒲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758 魅魔同居生活. 5 笹森トモエ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87765 初體驗、貞德 sage・ジョー作 2019-05-00 平裝

9789865587772 和辣妹結菜醬一起H. 2, 單戀的女孩對我臉紅!?konomi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87789 修女克蕾雅和祕密的催眠APP. 2 藤崎ひかり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796 Erorich Package. 2018 うるりひ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5587802 魅魔同居生活. 6 笹森トモエ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87819 魅魔同居生活. 總集篇 笹森トモエ作 2019-12-00 平裝

9789865587826 VictimGirls. 21, 牧場: HAPPY END 朝凪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87833 VictimGirls. 25, 巨乳小個子種族♀的角被折斷的故事朝凪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587840 BOTTOM of the SKY VictimGirls. 總集篇 朝凪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87864 MC學園(第一節課) 水龍敬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871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1st day 水龍敬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87888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2nd Day 水龍敬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87895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3rd Day 水龍敬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901 MC學園(第四節課) 水龍敬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87918 天使主人 宮元一佐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5587925 MC學園(第二節課) 水龍敬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87932 蜜蜂之館貳號館第七天堂店 水龍敬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949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8th day 水龍敬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587956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 水龍敬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87963 女流官能蠢蠢欲動式部 印度カリー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87970 貝爾控 宮元一佐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5587987 悶騷乳上濃厚交尾 宮元一佐作 2019-11-00 平裝

9789865587994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3.5(番外篇) 水龍敬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94008 MC學園(第三節課) 水龍敬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94015 格鬥娘性愛交友聯誼 水龍敬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94022 兩性俱有主婦的飛機杯 水龍敬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594039 誠實面對性慾的正太勇者. 2 水龍敬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94046 操觀念零分的女友人的媽媽 水龍敬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94053 依存體質的病嬌女友對我言聽計從 伊倉ナギサ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94060 悶騷乳上甜蜜交尾 宮元一佐作 2019-11-00 平裝

9789865594077 我無法違抗義理的妹妹 伊倉ナギサ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94084 溫柔的鹿島小姐 宮元一佐作 2019-11-00 平裝

9789865594091 愛心符號多一點. 2 宮元一佐作 2019-11-00 平裝

9789865594107 愛心符號多一點 宮元一佐作 2019-08-00 平裝

9789865594114 援助交配. 10 たくのみ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94121 援助交配. 9 たくのみ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94138 電氣按摩的万駄木同學的姊姊 灰刃ねむみ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94145 電氣按摩的万駄木同學 灰刃ねむみ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94152 蝶子. 2, 被性格最糟糕的裡垢女子青梅竹馬色誘並射精印度カリー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94169 蝶子: 看著性觀念崩壞的青梅竹馬和陌生男子做愛的直播並射精印度カリー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94176 MASH, HONEY, MASH うまくち醤油作 2018-08-00 平裝

9789865594183 姊姊光線vs媽媽雷射 うな丼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94190 娼年德古拉 池咲ミサ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94206 魅魔同居生活. 7 笹森トモエ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94213 和蘿莉雷姆琳一起 やすゆき作 2019-04-00 平裝

9789865594220 和蘿莉雷姆琳一起. 2 やすゆき作 2019-04-00 平裝

9789865594237 為什麼會覺得那種傢伙很棒呢… NTロボ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94244 援助交配. 7 たくのみ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94251 以前明明那麼可愛. 2 なかに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94268 以前明明那麼帥氣 なかに作 2019-12-00 平裝

9789865594275 強力援助 まー九郎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94282 新人魅魔露西亞的胸部反射療法+女僕篇 やんよ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94299 想和中意的女孩從頭到腳來個爽! さめだ小判作 2019-05-00 平裝

9789865594305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神毛物由宇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94312 彈嫩彈嫩H やんよ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94329 性慾爆發!!三藏醬 南乃さざん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5594336 今泉家似乎變成了辣妹聚會所了 のり伍郎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5594343 束縛愛. 2: 放學後, 在教室裡, 與資優生的秘密遊戲おそまつ, Akari blast!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94350 人妻催眠便利商店肉便器. 後篇 師走の翁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94367 與深淵的黑皮吸血鬼米拉一直過上足不出戶的性福生活やんよ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94374 以前明明那麼帥氣. 2 なかに作 2019-12-00 平裝

9789865594381 新婚、瑪修 sage・ジョー作 2020-01-00 平裝

9789865594398 欸欸團長 你想要大姐姐怎麼穿呢? うな丼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5594404 還好嗎?大姐姐幫你弄出來好嗎? うな丼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5594411 放學後、被憧憬的學姐帶走 のり伍郎作 2019-12-00 平裝

9789865594428 瑪露希爾飯 朝木貴行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94435 無人島JK!太好上啦吉村同學!. Volume 1, 搶先NTR篇トイレ籠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94442 無人島JK!太好上啦吉村同學!. Volume 2, 在野外NTR篇トイレ籠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94459 今泉家似乎變成了辣妹聚會所了. 2 のり伍郎作 2020-04-00 平裝

9789865594466 束縛愛: 放學後, 在教室裡, 與資優生的秘密遊戲おそまつ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94473 束縛愛. 3: 放學後, 在教室裡, 與資優生的秘密遊戲おそまつ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94480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恩愛結婚生活 やすゆき作 2019-11-00 平裝

9789865594497 結婚戒指是給誰的呢? さめだ小判作 2019-05-00 平裝

9789865594503 香子小姐很勤奮學習 うな丼作 2019-11-00 平裝

9789865594510 和哥哥一起! なかに作 2018-12-00 平裝

9789865594527 初體驗、瑪修 sage・ジョー作 2019-05-00 平裝

9789865594534 以前明明那麼可愛 なかに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94541 Victim Girls. 26, MASTER VS MESU-CHILD 朝凪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5594558 乳頭光波!嗶嗶嗶嗶嗶!! なかに作 2018-12-00 平裝

9789865594565 墮落之華 だらぶち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5594572 要怎麼樣才能成為有名直播主呢?. 2 菖蒲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94589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友人 水龍敬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94596 MC學園(第八節課) 水龍敬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94619 關於咲學院的轉學生把偶像們的卵吃個精光的事是真的嗎!?水龍敬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94626 誠實面對性慾的正太勇者 水龍敬作 2019-02-00 平裝

9789865594633 瑪莉亞的凝望賣春. 總集篇II 水龍敬作 2019-07-00 平裝

9789865594640 播種歐吉桑的JK生小孩SEX 木鈴カケル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94657 想與公主們連結在一起Re:Dive 天野どん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94664 關於看到清秀的義姊在VR手淫的那些事 友吉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94671 知名AV男優轉生到異世界變絕倫獸人的故事. 3友吉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94688 絕對不會墮落的精靈姬騎士VS能讓任何女人墮落的獸人軍團友吉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94701 玉藻管教-菊穴調教 小島紗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94718 魔術純肛 小島紗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94725 這裡是侍奉單位的鹿島. 總集篇 小島紗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94732 通行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大噓作 2020-05-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594749 通行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大噓作 2020-05-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594756 通行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大噓作 2020-05-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594763 雌犬契約: 快樂墮落真琴 大仲いと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94770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一宮夕羽作 2019-12-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594787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一宮夕羽作 2019-12-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594794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一宮夕羽作 2020-03-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594800 少女憑依 一宮夕羽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94817 我的青梅竹馬甜嫩甜嫩超可愛 つかこ作 2020-06-00 平裝

9789865594824 卯月ROOMx璃亞夢SELFIE合輯 つかこ作 2020-02-00 平裝

9789865594831 吉塔的戀愛戰鬥歲月. 總集篇 つかこ作 2019-10-00 平裝

9789865594848 鬼族的女孩子們想和人類的雄性一起生孩子. 總集篇しんどう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594855 催眠新聞 しんどう作 2020-03-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594862 催眠新聞 しんどう作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594879 催眠學習: 被變態家教玩弄的身體 kino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94886 催眠學習: 變態家教使優等生處女喪失 kino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5594909 娼年貞德 池咲ミサ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23 瑪琳船長想要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侵犯 水龍敬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30 船長成為了你的妻子! 水龍敬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47 魅魔同居生活. 總集篇. II 笹森トモエ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54 MC學園(第六節課) 水龍敬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61 惡魔的他 naop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78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天野どん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85 TS朗君的性生活. 2 konomi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94992 今泉家似乎變成辣妹的聚會所了. 3 のり伍郎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483005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3 神毛物由宇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483012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5th Day 水龍敬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483029 過了7天後 たかみや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483036 MC学園(第七節課) 水龍敬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5483043 與離家出走的辣妹從內射開始的同居性生活. 1-4, 總集篇Shituzhi & Oniben Katae作 2020-03-00 平裝

9789865483050 迦勒底SEX ROTATION. C93 うな丼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483067 迦勒底SEX ROTATION. C95 うな丼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483074 迦勒底SEX ROTATION(C94) うな丼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483456 Victim Girls. 23, 讓超囂張的抖S娘吞下安眠藥 朝凪作 2019-09-00 平裝

9789865483463 想跟公主們連結在一起 天野どん作 2020-05-00 平裝

9789865483470 QP沒有的話那用精子來支付就可以了 しんどう作 2020-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82162 未知領域: 德永克彦航空攝影輯= Envelope 德永克彦作; 張詠翔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2989 人工智慧開發第一步. 硬體建置篇 曹永忠, 郭耀文, 許智誠, 蔡英德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82996 人工智慧開發第一步. 硬體建置篇(簡體中文版)曹永忠, 郭耀文, 許智誠, 蔡英德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8807 害羞的小竹. 第一集, 竹田動漫季 脩羅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0303 紅眼日常 黑潔明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21061 Siemens Solid Edge引領設計思維 李俊達, 黃昱寧, 黃照傑, 廖芳儀, 蔡義智, 簡勤毅作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4732 親愛的人生: 關於醫療、老年及照護的思辨= Dear life: on caring for the elderly凱倫.希區考克(Karen Hitchcock)著; 劉思潔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4749 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 邁向幸福經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 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吉勃森.葛拉罕(J. K. Gibson-Graham), 珍妮.卡麥隆(Jenny Cameron), 史蒂芬.希利(Stephen Healy)著; 周睦怡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943607 Ob-La-Di,Ob-La-Da writer Ju Tzong-ching(朱宗慶); composer Hung Chien-hui(洪千惠), Hwang Kuen-yean(黃堃儼)2019-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6943614 快樂頌 = Ode to joy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11-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621 英雄今日得勝歸 = See,the conquering hero comes!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1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6943638 給恩謝拉 = For Angel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6943645 Dancing Disco writer Ju Tzong-ching(朱宗慶); composer Hung Chien-hui(洪千惠), Hwang Kuen-yean(黃堃儼)2020-02-00 2nd ed. 平裝

9789866943652 古老的大鐘 = My grandfather’s clock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6943669 熱情扭扭 = Baby elephant walk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11-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676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幼兒班(3-4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二版十八刷 平裝

9789866943683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幼兒班(5-6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二版十七刷 平裝

9789866943690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幼兒班(7-8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四版十七刷 平裝

9789866943706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先修班(1-2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7-04-00 四版十一刷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傑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德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慧菓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潔明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02

送存冊數共計：207

博聞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9789866943713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先修班(3-4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7-04-00 三版十一刷 平裝

9789866943720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先修班(5-6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11-00 四版十一刷 平裝

9789866943737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先修班(7-8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05-00 三版十刷 平裝

9789866943744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專修班(7-8期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7-04-00 二版六刷 平裝

9789866943751 樂樂Go!擊事本 朱宗慶著 2018-05-00 二版八刷 平裝

9789866943768 樂樂Hi!擊事本 朱宗慶著 2018-10-00 四版七刷 平裝

9789866943775 樂樂Yeah!擊事本 朱宗慶著 2020-01-00 四版八刷 平裝

9789866943782 樂樂CooL!擊事本 朱宗慶著 2020-05-00 四版八刷 平裝

9789866943799 飛行船之旅= Air-ship adventur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3-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805 恰恰恰= Cha cha ch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7-06-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812 Happy cha ch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十刷 平裝

9789866943829 Let’s samb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6943836 倫敦鐵橋垮下來=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6943843 拉薩薩洋= Rasa sayang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850 小豆芽進行曲= The march of little bean sprout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十刷 平裝

9789866943867 快樂森巴= Happy samb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6943874 乘著馬車盪遊原野= La cucalach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5-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6943881 Oh my darling, Clementin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943898 十個印地安人= Ten Indian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6943904 加馬拉雅= Jambalay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二版三刷 平裝

9789866943911 時鐘= Clock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6943928 康城賽馬歌= Camptown race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6943935 小乖乖= Hark, who comes in from outsid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二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942 往事難忘= Long long ago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959 吉卜賽人的野營= Camp of the Gypsie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6943966 快樂來跳舞= Happy danc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6943973 波斯市場= Persian market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6943980 下雪天= Snow day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6943997 探戈舞曲= Tango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二版四刷 平裝

9789860702002 A sunny day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02019 Another fall of rain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0702026 熱舞高手= Disco king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二版二刷 平裝

9789860702033 高山青= Green mountain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0702040 滿天星光= Starry sky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0702057 克拉克進行曲= Maric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1-01-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0702064 奔向月球= Fly me to the moon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1-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071 雪人= Frosty the snowman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0702088 全心愛我= Lay all your love on m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7-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0702095 彌賽特= Musett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101 農夫舞= Peasant danc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1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118 So nic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125 士兵進行曲= Soldiers’ march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132 快樂的鐵匠= The harmonious blacksmith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9860702149 婚禮的祝福= The wedding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1-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0702156 非洲草原= African grassland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3-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163 Afro blu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3-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170 夢中佳人= Beautiful dreamer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187 加勒比海狂想= Caribbean rhapsody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194 克萊曼悌『小奏鳴曲』= Clementi - Sonatin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200 魔笛-我是快樂的捕鳥人= Die Zauberflöte - Der Vogelfäenger bin ich ja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3-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0702217 莫札特「小夜曲」= Eine kleine nachtmusik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224 夜鶯之歌= Muss i denn zum Städtele hinau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1-01-00 初版九刷 平裝

9789860702231 My little twist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二版三刷 平裝

9789860702248 田園= Pastoral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8-06-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0702255 桃花過渡= Peach blossom crossing the river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0702262 布魯斯= Blue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0702279 金蛇狂舞= Dance of the golden snak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1-01-00 二版九刷 平裝

9789860702286 法蘭多拉舞曲= Farandol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9-06-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9860702293 幽默曲= Humoresqu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0702309 匈牙利舞曲= Hungarian danc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316 米老鼠進行曲= Mickey march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0702323 過新年= New year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1-01-00 初版九刷 平裝

9789860702330 愛之喜悅= Plaisir d’amour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0702347 搖擺的藍調= Swinging the blue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0702354 小狗與口哨= The whistler and his dog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六刷 平裝

9789860702361 威廉泰爾序曲= William tell overtur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378 藍色多瑙河= Blue Danube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385 Dance of farmers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17-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0702392 Funky boy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702408 Go! go! songo!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1-01-00 初版九刷 平裝

9789860702415 Highwayman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五刷 平裝

9789860702422 鴿子= La paloma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439 Let’s get funky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446 The clown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0702453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專修班(1-2期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音樂創作 2020-01-00 三版十二刷 平裝

9789860702460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專修班(3-4期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音樂創作 2020-01-00 三版十刷 平裝

9789860702477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專修班(5-6期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音樂創作 2020-01-00 二版十一刷 平裝

9789860702477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專修班(5-6期作業本) 朱宗慶著; 洪千惠音樂創作 2020-01-00 二版十一刷 平裝

9789860702491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樂樂Hi! 朱宗慶著; 洪千惠音樂創作 2019-09-00 初版十二刷 其他

9789860702484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樂樂Go! 朱宗慶著; 洪千惠音樂創作 2019-05-00 初版十二刷 其他

9789860702507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樂樂Yeah! 朱宗慶著; 洪千惠, 莊嘉維, 黃堃儼音樂創作 2020-01-00 初版十四刷 其他

9789860702514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法: 樂樂CooL! 朱宗慶著; 洪千惠, 黃堃儼, K'S Music Productions音樂創作2019-04-00 初版十二刷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9987 北之國= Northern empire 莫斯卡托作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48895 瀛: 泰祥洲水墨绘画= Abode of immortals: Tai Xiangzhou ink paintings陆亦瑝编辑 2021-01-00 第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370467 國際漢學論叢. 第五輯 蕭志強等作; 林慶彰主編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0474 田原小說論 郭澤寬著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112 衛生史新視野: 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劉士永等著 2016-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129 食安風暴下的農產品標章制度: 臺灣實證研究 王宏文等作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150 越南語 文藻外語大學著 2016-07-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4371167 智慧資本於工商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與實務黃元鶴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174 釋奠與權力: 初唐國家教化的理解與建構 謝明憲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181 空間凝視/情感的構築: 劇場與舞臺設計工作歷程: 以歌劇<>、戲劇<>、戲劇<>為例李怡賡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198 館藏發展與管理 王梅玲等著; 張慧銖主編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204 主題分析 張慧銖等著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242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in a changing world 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Asia pacific the proceedings of 2013-2014 APQN conferencesAngela Yung-Chi Hou等作 2016-12-00 平裝

9789864371273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Cheng F. Lee, Shih-Ti Yu作 2016-12-00 平裝 第7冊

9789864371297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new series). Volume 14Cheng F. Lee作 2016-12-00 平裝

9789864371778 溝通與協作: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出版委員會編2020-07-00 平裝

9789864371815 淇武蘭遺址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陳有貝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4371822 數學: 讀、想 程守慶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371839 傷寒論之現代基礎理論及臨床應用 惲子愉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371846 臨證特殊案件之經過及治驗 惲子愉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91374 不在繁華色相中: 吳士偉水墨畫集= Sight beyond sight: ink paintings by Wu Shih-Wei吳士偉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紫藤廬分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3

凱薩GLORY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613427 金門典藏與智慧文 王水彰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18171 神性的旋律: 談到卡比爾的歌= The divine melody: talks on songs of Kabir奧修(Osho)演講; 嘎根(Gagan)譯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752880 從兒童精神醫學,理解發展遲緩孩子的內心世界: 找出適合教養方式,幫助慢飛兒擁有適應社會的能力　滝川一廣著; 王薇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306664 觀光行政與法規 莊勝評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068451 超好玩!部首拼字遊戲書. 萬象.器物篇 劉克升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68468 小心!別被身邊的人給「陰」了 鄧涵兮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68475 STEAM趣味科學好好玩 陳曉宏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68482 甜點師的玩美烘焙技法 王森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6128 沒自信的豬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36135 幸福的斑斑 廖婉真文; 鄭惠珍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36142 是誰偷吃了我的蜂蜜 廖婉真文; 張孝誠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36159 0-2歲托育現場實務圖解: 嬰幼兒保育手冊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6166 哎呀! 廖婉真文; 張孝誠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36173 不哭不哭笑一個 廖婉真文; 鄭惠珍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36180 好玩的捉迷藏 廖婉真文; 鄭惠珍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36197 海龜在哪裡?: 教學手冊(0-3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308 膽小的河豚: 教學手冊(4-6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315 小螞蟻爬呀爬: 教學手冊(7-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322 幸福的斑斑: 教學手冊(13-18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339 好玩的捉迷藏: 教學手冊(19-24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282253 語言、言語及聽力學之解剖與生理 J. Anthony Seikel, David G. Drumright, Douglas W. King著; 陳雅資, 張宏名, 陳郁夫譯2018-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282321 計量經濟學 Jeffrey M. Wooldridge著; 胥愛琦譯 2020-01-00 四版 平裝

9789579282352 凝視死亡的公開課 Michael R. Leming, George E. Dickinson著; 龐洋, 周豔譯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9282505 微積分 Ron Larson著; 史青林, 林余昭, 鄭子韋譯 2020-03-00 修訂三版 平裝

9789579282512 微積分(精華版) Ron Larson著; 鄭子韋, 林余昭, 史青林譯 2019-08-00 修訂三版 平裝

9789579282536 研究方法: 基礎理論與技巧 Earl Babbie著; 蔡毓智譯 2019-07-00 三版 平裝

9789579282543 計算機概論 Behrouz Forouzan著; 林仁勇等譯 2019-09-00 修訂四版 平裝

9789579282550 物理冶金 Reza Abbaschian, Lara Abbaschian, Robert E. Reed-Hill著; 劉偉隆等譯2019-09-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9282604 策略管理 Charles W. L. Hill, Melissa A. Schilling, Careth R. Jones原著; 朱文儀, 陳建男譯2020-01-00 五版 平裝

9789579282611 諮商與心理治療倫理: 準則、研究與新興議題 Elizabeth Reynolds Welfel作; 王文秀等譯 2020-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9282628 系統分析與設計 Scott Tilley原著; 鍾俊仁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282635 社會學(精華版) Margaret L. Andersen, Howard F. Taylor原著; 黃儀娟, 齊力譯2020-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9282642 經濟學原理 N. Gregory Mankiw原著; 王銘正譯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9789579282659 經濟學 N. Gregory Mankiw原著; 王銘正譯著 2020-03-00 六版 平裝

9789579282666 計算機概論 Jennifer T. Campbell等原著; 陳玄玲譯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9282673 財務分析與企業評價 Krishna G. Palepu, Paul M. Healy, Erik Peek著; 郭敏華編譯2020-05-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文京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上的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父母



9789579282680 Principles of physics: a calculus approach 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 Jr., Shang-fang Tsai[編]2020-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9282697 Principles of physics: a calculus approach 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 Jr., Shang-fang Tsai[編]2020-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9282703 統計學 David R. Anderson等原著; 陳可杰, 黃聯海譯 2020-04-00 五版 0

9789579282710 微積分精華版 James Stewart原著; 王慶安, 陳慈芬, 鍾文鼎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9282727 現代管理學 Ricky W. Griffin著; 樓永堅, 曾忠蕙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9282734 工程數學 Dennis G. Zill, Warren S. Wright, Jian-Jiun Ding著; 王宜達等編譯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9282741 機電整合 Christopher T. Kilian著; 戴任詔編譯 2020-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9282758 能源概論 Richard A. Dunlap原著; 莊瑞榮譯 2020-05-00 二版 平裝

9789579282765 物理學. 力學與熱學篇 Raymond A. Serway, Chris Vuille原著; 翟大鈞等譯 2020-05-00 三版 平裝

9789579282772 物理學. 電磁學與光學篇 Raymond A. Serway, Chris Vuille原著; 翟大鈞等譯 2020-06-00 三版 平裝

9789579282789 Milestone 勤益科技大學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9282796 Milestone 勤益科技大學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9282826 基礎統計學 David R. Anderson等原著; 黃聯海, 陳可杰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84139 禪生活微理論. 第四輯 向立綱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4146 二十一世紀靈界正神指示: 活靈活現特輯 向立綱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9307 英文連連看 鄭芳茹作 2021-0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6968 十四經絡循行與臨床主治病症 潘隆森編著 2020-12-00 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49143 科學小點心 謝迺岳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49841 揭示印度教內義= Inner teachings of Hinduism revealed蔡國瑞原著; Wendy Yen-Wen Kang, 陳良平翻譯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649858 蔡國瑞大師禱詞與祈請文= MCKS payers & invocationsAllen Chen翻譯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649865 實用靈域自衛術幫助住家與職場= Practical psychic self-defense for home and office蔡國瑞原著; 陳良平翻譯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858962 地藏菩薩寶懺儀軌 2020-07-00 一版 其他

9789577858979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慈悲藥師寶懺(國語注音) 2020-09-00 二版 其他

9789577858986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國語注音) 2020-09-00 二版 其他

9789577858993 陽宅風水指南. 2021= Guide to Yang House Feng Shui胡肇台編著 2020-10-00 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1711 天鵝絨毛兔= The velveteen rabbit 瑪格利.威廉斯(Margery Williams)著; 恩佐繪; 劉清彥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1735 達魯的愛心樹= Daru's beloved tree Yuniar Khairani文; Mira Widhayati圖; 莊靜君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1600 初階樂理: 樂理初學教程 邱垂堂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式樣智權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星酉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生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9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楷禾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8552 客俳風 彭碧珠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38552 客俳風 彭碧珠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2392 這就是媽媽啊!= 엄마 사슴 孔光奎(공광규)文; 李京熹(이경희)圖; 陳怡妡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0509 即使不被看好,我還是做到了= Kapitein Nemo 溫妮.洪(Winny Ang)文; 夏綠蒂.瑟維倫斯(Charlotte Severeyns)圖; 張家綺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0516 63天= 63일 許禎允文; 高貞順圖; 莫莉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02256 走過大墩一百年: 吳德功的旅行日記= 経過する百年 タイツォン林良哲編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780358 臺語漢字與詞彙研究論文集 姚榮松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3519 民國經學六家研究 車行健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3649 以吏為師: 新出土法家教材新探= Official as teacher: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newly excavated teaching materials of Legalist's School in Qin China溫如嘉, 張偉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3854 天籟清詠 張富鈞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073 中古社會經濟生活史稿 官德祥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097 演繹鄉土: 鄉土文學的類型與美學 陳惠齡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110 傳經授業: 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教育 車行健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127 孔聖堂詩詞集庚子編 楊永漢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134 視域、方法、實踐: 辭章學系統的語文篇章教學研究陳佳君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141 明清文學散步 王雪卿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158 北魏前期叛亂研究 董剛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264 虛構與史實: 從話本「三言」看明代社會 楊永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264 虛構與史實: 從話本「三言」看明代社會 楊永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264 虛構與史實: 從話本「三言」看明代社會 楊永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271 寢書樓詩詞集 楊永漢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295 雲水茶心: 茶藝編創與人文解讀 林楓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01 章法論叢. 第十三輯 中華民國章法學會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18 兩廣海南海洋捕撈漁諺輯注與其語言特色和語彙變遷馮國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25 筆筆偕事: 真理大學在地文創特色課程詩歌創作集劉沛慈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70 數位人文中的漢字與書法: 羅凡晸教學應用論文集羅凡晸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7717 能醒.能走: 林欣榮教授的腦醫學救命筆記 林欣榮主述; 凃心怡採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7748 咱厝 徵人啟事 沈玉蓮等作; 陳玫君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7755 鑑真大和上: 天平之甍 釋照量編撰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7762 堅定.淡定: 黃永存從商道走向菩提道 唐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7779 僧肇大師: 解空第一 徐瑾編撰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7786 優雅慢老 羅慶徽, 高聖倫, 陳柏威, 劉詩玉, 洪裕洲, 許晉譯作; 陳玫君主編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7793 愛.擁抱青春: 在慈大附中相遇 詹明珠, 黃素貞, 劉對, 蔡翠容, 吳旬枝, 葉金英, 葉文鶯, 李克難, 黃湘卉, 曾修宜, 柯玲蘭, 朱秀蓮, 李志成, 羅月美, 沈秋蘭, 林雪儒, 張佩琪, 卓錦鈺, 莊春紅, 鄭淑真, 王鳳娥, 邱蘭嵐, 凌涵沛, 高芳英, 沈淑女, 徐振家, 林鳳君, 余依潔, 陳秋華, 尤子云, 胡淑惠, 陳晏瑋, 潘信安作; 王志宏總編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807 越南: 堅忍力與勤奮力 凃心怡, 施怡年作; 高智能繪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3807 越南: 堅忍力與勤奮力 凃心怡, 施怡年作; 高智能繪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3814 道元禪師: 日本曹洞宗初祖 胡建明編撰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3821 古月照今塵 王端正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3852 深夜微光: App的奇幻世界 Kelly Kuo作; 童貴珊中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876 瑞典: 社福力與永續力 秋日華作; 高智能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3890 七片葉子(中英對照) 涓滴水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社享生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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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奧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9053 師尊,求您行行好 翼翎著 2020-12-00 平裝 上冊

9789869749060 霸王莫別姬 翼翎著 2021-02-00 平裝 上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6544 學佛次第十二講. 上冊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46551 學佛次第十二講. 下冊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46568 學佛次第十二講. 上冊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46575 學佛次第十二講. 下冊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46582 菩提道次第廣論簡介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46599 菩提道次第廣論簡介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84805 孝经浅释 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84812 孝经浅释 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84829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编手抄稿. 二000年版 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998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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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0 第二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9984843 戒善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84850 日常老和尚重要思想集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84867 日常老和尚重要思想集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5303 #月半日子 Pa Yu, Esther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3212 極美畫會作品集2019-2020暨十週年專輯 極美畫會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8203 藥用精油學= La science des huiles essentielles médicinales皮埃爾.法蘭貢(Pierre Franchomme)作; 粘耿嘉等翻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1337371 神住宿 943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388 三十歲而已,最好的明天還在等你 李尚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395 我竟然把我自己的肚子搞大了 朱佩慧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401 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 用力的活,燦爛的死 稻垣榮洋著; 黃詩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418 吳淡如白話經典: 金瓶梅: 人性之最 吳淡如, 蘭陵笑笑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425 吳淡如白話經典: 鏡花緣: 想像之極 吳淡如, 李汝珍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449 吳淡如白話經典套書: 金瓶梅、鏡花緣 吳淡如, 蘭陵笑笑生, 李汝珍作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1337470 我竟然把我自己的肚子搞大了 朱佩慧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1337500 藍月升起: 送你的18個快樂處方 陳創農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776253 數位藝術家的素描簿. vol.5, 城市街景篇 3D Total作; 陳岡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321 漫畫新手逆襲: 秒懂表情神態怎麼畫 噠噠貓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338 小澤和則的動畫特效作畫技法 小澤和則作; 楊家昌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345 人體速寫特訓班 廣田稔作; 林農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352 身體溫暖就會變美 石原新菜作; 蔡麗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369 1天5分鐘的歪脊椎矯正術! 栗原隆作; 陳聖怡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376 與刺蝟孩子的對話練習 鈴木颯人作; 黃筱涵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383 凹凸女體繪畫祕訣 玖住作; 陳聖怡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極美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源流學堂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源泉科技

瑞風文創



9789863776390 漫畫新手逆襲: 秒懂構圖比例怎麼畫 噠噠貓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06 運動傷害診斷與復健訓練 利.布蘭登作; 吳肇基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13 改變人生的奇蹟精油教室 小林Kei作; 蔡麗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20 以退為進的心理操縱術 齊藤勇作; 甘為治譯 2020-12-00 平裝

9789863776437 給初學者的50個人體速繪參考模型 莉絲.娥佐格作; 王惟芬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44 漫畫新手逆襲. vol.4: 秒懂構圖動作怎麼畫 噠噠貓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51 羽山淳一的人體動態速寫. 戰鬥角色篇 羽山淳一作; 林農凱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68 用年表學藝術史 中村邦夫作; 黃筱涵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75 戰車大百科 上田信作; 甘為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82 數位藝術家的素描簿. vol.6, 奇幻角色篇 3D Total Publishing作; 陳岡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499 景觀模型の創造與製作. vol.3 奧川泰弘作; 胡毓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203350 戀戀桃仔園. 第十屆: 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李訓清主編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631026 消費者行為 陸洛, 高旭繁著 2020-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31064 跨境電子商務: 理論與實務 李麒麟等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31156 基礎流體力學 方中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3631163 ICIM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0第31屆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31200 技術報告: 非接觸式射頻精密量測微米級銅厚技術與微波均勻電場開發技術應用陳建璋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31217 以自由軟體搭配線上教學平台進行「3D建模及快速成型實務」課程教學及學習成效心得李博明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763382 基礎架構即程式碼: 管理雲端伺服器 Kief Morris原著; 蔣大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1467 TOPIK II新韓檢中高級: 聽力+閱讀20天解題奪分秘技金明俊著; 林建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4437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楊明豐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5526 提升程式設計師的面試力: 189道面試題目與解答Gayle Laakmann McDowell原著; 張靜雯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5762 我是科學小英雄: 做了就懂的STEAM生活科學小遊戲Jeong-a Kweon等原著; 陳慧瑜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134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教本: 109年啟用試題(適用Adobe CC)林文恭, 葉冠君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226 飲料實務 王淑媛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26233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蔡雅綺, 彭萱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26257 深入淺出Go Jay McGavren原著; 潘國成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318 這就是服務設計!. 方法篇 Marc Stickdorn等原著; 吳佳欣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325 Effective Python中文版: 寫出良好Python程式的90個具體做法Brett Slatkin原著; 黃銘偉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6332 零信任網路: 在不受信任的網路中建構安全系統Evan Gilman, Doug Barth原著; 江湖海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356 AI手機APP、智慧硬體專案實作: 使用TensorFlow Lite(ios/ Android/ RPi適用)Jeff Tang著; 曾吉弘, 蔡雨錡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455 小孩的英語怎麼會那麼有趣: 漫畫情境圖解單字會話自然最好記!Mr.Sun著; 賴毓棻譯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462 程式語言與設計 李啟龍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26486 女子力配色圖鑑: 2000個零失誤色彩最強搭配解方全惠民, 紅糖美學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493 TQC+AutoCAD 2021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509 iOS 14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5.3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516 超神奇紙動物: 只要一張紙,從熟悉的寵物、野生動物到神話生物通通有!四方形大叔原著; 陳盈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523 Autodesk Revit 2020建築設計入門與案例實作 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530 Linuxの繪本: 快速上手LINUX的九堂課 株式会社アンク原著; 何蟬秀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547 操作介面設計模式 Jenifer Tidwell, Charles Brewer, Aynne Valencia原著; 張靜雯譯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6554 中老年人快樂學電腦(Windows 10+Office 2019/2016)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561 演算法入門圖解: 使用Python 增井敏克原著; 游子賢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578 JavaScript無所不在 Adam D. Scott原著; 楊政荃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585 高效能Python程式設計 Ian Ozsvald, Micha Gorelick原著; 賴屹民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6608 The Python Workshop: 跟著實例有效學習PythonAndrew Bird等原著; 張靜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622 高生產力軟體開發實務: 以Java專案驅動的基礎指南Richard Warburton, Raoul-Gabriel Urma原著; 張耀鴻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639 ERP企業資源規劃實務200講 林文恭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646 第一次學數位行銷就上手: SEOxFBxIGxYouTubexLINE整合大作戰蘇東偉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653 獨角獸專案: 看IT部門如何引領百年企業振衰起敝,重返榮耀Gene Kim原著; 沈佩誼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滄海



9789865026660 MongoDB技術手冊 Shannon Bradshaw, Eoin Brazil, Kristina Chodorow原著; 吳曜撰譯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6677 PowerShell流程自動化攻略 Adam Bertram原著; 林班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684 數位科技應用 黃仲銘, 黃建庭, 林易民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26790 在設計中說故事= Storytelling in design Anna Dahlström原著; 王薌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806 畫好玩!這麼萌的塗鴉我可以 飛樂鳥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813 新趨勢網路概論 陳惠貞著 2020-12-00 五版 平裝

9789865026820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劉文良著 2021-01-00 七版 平裝

9789865026837 AKILA魔法教室: Scratch 3程式積木創意玩 王麗君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6844 Python零基礎入門班(含MTA Python國際認證模擬試題)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6851 全情境圖解親子英文: 第一本讓小孩有如身歷其境的英語會話本Park Hyun Young原著; 林建豪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868 跟著實務學習ASP.NET MVC 5.x 蔡文龍, 蔡捷雲, 歐志信, 曾芷琳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875 Scrum實踐者應該知道的97件事: 來自專家的集體智慧Gunther Verheyen著; Niz Kuo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882 精實AI: 新創企業如何運用人工智慧獲得成長 Lomit Patel著; 張雅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899 Python3.9技術手冊 林信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905 Power BI金融大數據分析應用 謝邦昌, 蘇志雄, 蕭育仁, 宋龍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912 Python初學特訓班: 從快速入門到主流應用全面實戰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鄧文淵總監製 2021-01-00 四版 其他

9789865026929 Word 2016/2019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鄧文淵總監製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936 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經典: 邁向Azure雲端與AI影像辨識服務(適用Visual C# 2019/2017)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943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jQuery UI、Ajax、RWD網頁程式設計陳惠貞作 2021-01-00 七版 其他

9789865026950 TensorFlow 2.x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超炫範例200+柯博文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967 職場決勝關鍵Excel商業資料分析: 正確分析+用對圖表,你的報告更有說服力!平井明夫著; 許郁文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974 圖解物聯網與5G的商業應用 神谷雅史, 株式会社CAMI&Co.著; 衛宮紘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981 大數據時代的智慧型企業 Venkat Srinivasan著; 游荻平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26998 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2021版 胡秋明, 李成祥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001 自然語言處理最佳實務: 全面建構真正的NLP系統Sowmya Vajjala等原著; 賴屹民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018 PowerPoint 2016/2019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025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2021版 林文恭研究室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032 LINE官方帳號2.0: 邁向百萬星級店家(威力加強版)劉滄碩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049 漫畫科普冷知識王. 2: 世界其實很有趣,生活應該多一點療癒!鋤見著 2021-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063 圖解TCP/IP網路通訊協定(涵蓋IPv6) 井上直也, 竹下隆史, 村山公保, 荒井透, 苅田幸雄原著; 吳嘉芳譯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070 建築工程管理技能檢定全攻略: 最詳細甲乙級學術科試題解析江軍, 陳佑松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087 輕鬆玩Google漫步在雲端!一定要會的200+招實用密技黃建庭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131 邊玩邊學,使用Scratch學習AI程式設計 石原淳也, 倉本大資著; 吳嘉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148 Java程式設計師應該知道的97件事: 來自專家的集體智慧Kevlin Henney, Trisha Gee原著; 黃詩涵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162 AIOT與OpenCV實戰應用: Python、樹莓派、物聯網與機器視覺朱克剛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186 TQC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21-01-00 修訂二版 平裝

9789865027278 軟體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 顏春煌著 2021-02-00 六版 平裝

9789865027292 Python與LINE Bot機器人全面實戰特訓班: Flask最強應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315 TQC 2019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公軟體應用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339 Flutter/Dart跨平台App開發實務入門 孫宏明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9790 人身保險: 人壽保險、年金與健康保險 陳彩稚著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27819 管理學: 以服務為導向的新觀念 蔡敦浩, 李慶芳, 陳可杰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869927826 一次搞定C++程式設計 蔡明志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0583 佛教智慧定律 林郁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913 尼采: 比讀書更重要的是思考 朴贊國著; 王寧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64920 在雅典遇見蘇格拉底 林郁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937 尼采哲學經典名言= Nietzsche 林郁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944 閱讀思考力 朱曉維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951 簡單閱讀力 張明麗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瑞華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1

滄海圖書資訊



9789577142634 圖解文法分類單字教育部1200字: 練習及試卷 林漢忠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42641 初級英檢複試圖解文法/單句寫作/口說能力: 練習及試卷林漢忠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42658 圖解文法片語分類單字不規則動詞600字 林漢忠, 陳宇勝, 蘇軾閔, 鍾美怡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42665 圖解文法分類單字300字: 練習及試卷 林漢忠, 陳宇勝, 蘇軾閔, 鍾美怡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696359 計算機概論= Computer science: an overview J. Glenn Brookshear, Dennis Brylow原著; 林信男譯 2020-08-00 十三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605435 制裁列車 笭菁作 2020-12-00 其他

9789578605442 制裁列车 笭菁作 2020-12-00 其他

9789578605459 百鬼夜行. 卷三, 魔神仔 笭菁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8605466 百鬼夜行. 卷三, 魔神仔(簡體字版) 笭菁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2049150 職場急用!Excel視覺圖表速成: 會這招最搶手,新創、外商與行銷都在用的資料視覺化技巧張文霖, 于偉偉, 陳巍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8041 繼承家業 董淨瑋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702351 成為長官疼愛、同事親近、後輩景仰的成功女子!關下昌代作; 黃筱涵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368 數字的萬物論 富島佑允作; 蔡麗蓉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375 英雄訓練手冊 三國志傳奇 渡邊義浩監修; 胡毓華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382 推理迷必備的 犯罪現場科學搜查! 山崎昭監修; 陳聖怡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399 塔羅解牌研究所 LUA作; Shion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05 創造「幸福體質」的11個提問自我回答練習. 實踐篇河田真誠作; 邱心柔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12 木工表面處理 鮑勃.弗萊克斯納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29 預測未來的極簡統計學 小宮山博仁作; 趙鴻龍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36 無毒居家清潔密技 本橋ひろえ作; 黃詩婷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43 趣味人體研究所 坂井建雄作; 龔亭芬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50 優化大腦2.0 山川信人作; 許郁文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67 木工接合大全 泰利.諾爾作; 丁瑋琦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74 給文青的9堂咖啡入門課 篠崎好治作; 陳聖怡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81 逆齡抗老的7秒肌肉操 久野譜也作; 林芷柔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498 用人偶學素描姿勢 YANMi作; 林農凱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04 多肉植物的完美養成攻略 鸖岡秀明等作; 林芷柔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11 髖關節物理治療實務 永井聰, 對馬榮輝作; 黃品玟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04373 道脈圖解 張光璧編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6300 痠痛迷宮: 給勇者們的攻略指南 林俊杰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溯源顧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塵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裏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鼎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嗨森數位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7307 歷史的凝視與回眸: 安帝都攝影文集 楊塵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7314 歷史的輝煌與滄桑: 北京帝都攝影文集 楊塵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7321 花之語 楊塵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7338 天邊的雲彩: 世界名人經典語錄 楊塵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25698 耶穌基督現今的服事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1719 線上殖民: 大腦漫遊 夏千越, 金勻著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9202 月球創造者與人類起源的傳說= The moon creator and the legend of human origin微塵小星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9219 末法末劫之世紀大預言聖人出世 微塵國際文創有限公司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78442 花戰= はないくさ 鬼塚忠編著; 詹湘茹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40135 雕梁畫棟之台灣旅圖 梁興隆, 鄭安佑著 2020-12-00 一版 精裝

9789865540197 革命時代: 公民抗爭將如何改變21 世紀 馬克(Mark Engler), 保羅.恩格勒(Paul Engler)著; 鍾宏安i譯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258 新譯<> 亨里克.易卜生作; 林雯玲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272 民初西化教育的執行家: 蔣夢麟<>及其他 蔣夢麟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289 中國近代史話集 左舜生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296 絲綢之路經濟帶,歐亞融合與俄羅斯復興 王家豪, 羅金義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167792 搜神記 干寶著; 陳勇譯註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7808 厚黑學做人的藝術 桑名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7822 娜娜= Nana 左拉(Émile Zola)著; 羅國林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839 人際關係心理學 蒼井剛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7846 女性心理學 莉莉安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7853 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著; 李樺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860 愛麗絲鏡中奇遇=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著; 李樺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891 唐詩的故事 王曙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907 宋詞的故事 王曙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6067 零失誤法則: 工作效率高又能不出包的人,究竟做了什麼?= 仕事が速いのにミスしない人は、何をしているのか?飯野謙次著; 卓惠娟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8702 有跡可循 極川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08719 有跡可循 極川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09112 論一個廚子的擼貓修養 桃千歲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微塵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想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詩與奇幻冒險工作室



9789865537098 簪纓問鼎 捂臉大笑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5537104 簪纓問鼎 捂臉大笑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865537111 簪纓問鼎 捂臉大笑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7732 侯孝賢的凝視: 抒情傳統、文本互涉與文化政治謝世宗作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0815 不吃藥也能降低膽固醇 何一成著 2019-08-00 平裝

9789869800822 不吃藥也能降血壓 何一成著 2019-08-00 平裝

9789869800839 天天五蔬果 疾病遠離我 陳彥甫著 2019-09-00 平裝

9789869800846 名醫教你腎臟病對症飲食 陳彥成著 2019-10-00 平裝

9789869800853 蔬果食療瘦身抗老 歐陽鍾美著 2019-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32260 股市新手贏的秘密:進入市場前應該知道的真相月風, 林昭志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32734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前寒武紀和寒武紀 智慧鳥著.繪 2020-12-00 一版 精裝

9789865532741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奧陶紀的海洋動物 智慧鳥著.繪 2020-12-00 一版 精裝

9789865532758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志留紀和泥盆紀: 魚類時代智慧鳥著.繪 2021-01-00 一版 精裝

9789865532765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石炭紀: 巨蟲時代 智慧鳥著.繪 2021-01-00 一版 精裝

9789865532772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二疊紀: 兩棲動物 智慧鳥著.繪 2020-11-00 一版 精裝

9789865532826 二十一世紀財經法潮流: 林國全教授榮退祝賀論文集林國全教授榮退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2020-11-00 一版 精裝

9789865532918 法治國家的原理與實踐: 陳新民教授六秩晉五壽辰文集陳新民教授六秩晉五壽辰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2020-11-00 一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532932 法治國家的原理與實踐: 陳新民教授六秩晉五壽辰文集陳新民教授六秩晉五壽辰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2020-11-00 一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532949 證券交易法關鍵選擇 辰茗著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32956 大村鯨= Balaenoptera omurai 蔡政修作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32963 給兒童的數學繪本: 加法,減法,時間 張順燕著; 智慧鳥繪 2020-12-00 一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32970 給兒童的數學繪本: 日期,規律,圖形 張順燕著; 智慧鳥繪 2020-12-00 一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32987 行政法關鍵選擇 居荻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32994 行政契約法研究 林明鏘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60019 讀我正解!刑法爭點書 楊過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002 使用衍生數據及其預測結論之法律關係研究= A study of jural relations using data exhaust and its inference黃章令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026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三疊紀: 爬行動物崛起智慧鳥著.繪 2020-12-00 一版 精裝

9789865260040 舉證責任減輕之研究: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十卷姜世明, 吳從周, 劉明生, 洪令家, 吳振吉, 歐元捷, 王怡蘋, 劉奕榔, 黃豐玢, 石勳平作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057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黃程國, 里昂編著 2020-11-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5260064 說不盡的荒涼: <>的欲望書寫 林偉淑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60071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著 2021-01-00 七版 平裝

9789865260088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Jango編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260101 公司法論文集. I, 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 黃朝琮著 2021-01-00 3版 平裝

9789865260118 公司法論文集. II, 特殊交易型態與資訊揭露 黃朝琮著 2021-01-00 3版 平裝

9789865260125 公司法論文集. III, 企業併購與股東權益 黃朝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60132 家事事件法爭點整理 逍遙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260156 民事訴訟法. 下 許士宦著 2021-01-00 第2版 平裝

9789865260163 財政法 葛克昌, 范文清, 陳清秀, 蔡茂寅, 黃俊杰, 林明鏘, 羅承宗, 張永明, 張志偉, 呂理翔, 黃源浩, 廖欽福, 詹鎮榮, 黃士洲, 陳愛娥, 藍元駿, 洪文玲, 陳衍任, 邱晨作; 葛克昌, 蔡茂寅, 陳清秀主編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170 民事及家事裁判之新發展 許士宦著 2021-01-00 一版 精裝

9789865260187 教你正解!民事訴訟法 李甦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194 教你正解!公司法體系書 齊軒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255 上榜模板刑法總則 周易, 黃堯編著 2021-01-00 三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501927 鋼彈兵器大觀機動戰士鋼彈. NT篇 HOBBY JAPAN編輯部作; 蔡婷朱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01934 瑜伽手印大全 喬瑟夫, 莉蓮.雷佩吉作; 黃春華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01941 故事裡的心理學. 上, 潛意識與永恆少年 鐘穎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源樺



9789579501958 故事裡的心理學. 下, 陰影與個體化 鐘穎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01965 鋼彈創鬥者 潛網大戰 HOBBY JAPAN編輯部作; Fortress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01972 幻獸設計概念圖典 3D Total作; 杜蘊慧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01989 鋼彈模型完美組裝妙招集 林哲平作; 李貞慧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01996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1, 江戶生活圖鑑 笹間良彥作; 黃琳雅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06 極簡德國史 関真興作; 陳聖怡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13 日常水晶儀式 娜哈.阿瑪迪作; 亞瑟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20 女巫安娜的魔藥草配方書 安娜.富蘭克林作; 鄭百雅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37 跑步解剖書 喬.普利歐, 派翠克.米羅伊作; 郭品纖翻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5037 慈悲的心路. 五: 天下一家親/繫緣情牽造淨土-海地 大愛為橋蓮華生-夏威夷 在貧瘠地灑愛-非洲林永昌等編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504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0年. 秋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5068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0年. 冬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5075 慈悲的心路. 六, 普天第一: 馬來西亞<>音樂手語劇周濟帆, 葉濟慇, 張晶玫, 胡青青, 胡瑞珠編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003143 無巧不成書:恰巧遇見你 饒賢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03167 五年聖經靈修之第三年 李鴻志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03174 我只是改變地址 葛理翰 威廉.馬丁(William Martin)作; 鄭毓淇, 蔣義, 鄭惟恩譯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003181 名字,你以為你懂= Behind the name 陳鳳翔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003198 建造具感染力的教會: 讓佈道事工全然改觀 馬可. 米道堡(Mark Mittelberg)著; 許惠珺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003204 小烏龜楚門 珍.瑞迪(Jean Reidy)文; 露西.魯絲.庫敏士(Lucy Ruth Cummins)圖; 張淑瓊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03228 告訴我生命的故事(中英對照) 陸可鐸(Max Lucado)文; 隆.迪西安尼(Ron DiCianni)圖; 郭恩惠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03242 征服黑暗使者 柯瑞福(Charles H. Kraft)著; 蘇心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726980 古月照今塵 王端正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40070 認識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族植物園區 王蘭君, 陳惠玲, 張玉瓊, 廖椿淵編著; 謝易達主編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2208 滴天髓菁萃 沈朝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138574 海上的珍珠項鍊: 我在印尼島嶼的旅行日誌 張惟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138895 俄羅斯之窗 劉心華, 薩承科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9138963 進階外語. 俄語篇 江慧婉, 茅慧青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034 村上春樹文学の挑戦: 魅力.装置.震災 曾秋桂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041 用學習卡學7國語言: 英、西、法、德、義、日、韓Giancarlo Zecchino(江書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058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 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董莊敬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065 每天10分鐘,聽聽西語人怎麼說 游皓雲, 洛飛南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072 日本四季風物時誌 林潔珏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089 我的俄文自由行 葉相林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126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西班牙語(QR Code版) Jose Gerardo Li Chen, Esteban Huang合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0133 邊聽邊寫!簡單快速日文入門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188 反転学習研究から得られた実践知: 日本語初級文法授業を対象に張瑜珊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葫蘆墩易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道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6101 煉筆記 張珮芸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6118 記得住,就能翻轉人生 王聖凱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0386 真傳少林八段錦 釋行宇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0393 經濟學心理學: 兩科兼顧的漫畫小教室 趙建勇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04 永樂笑典: 保證笑聲不斷的笑料特選輯 馮國濤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11 原來,藥是這樣發明的: 淺談重大藥物發明史 高宣亮編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28 30天幽默感提升班: 轉念即樂,我們總要學會笑看人生焦瑛, 馮國濤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35 適情雅趣: 專家詳解象棋古譜殺法戰術 桔梅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42 自己在家做麵包: 網紅教你活用麵包機 薄灰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59 一針見血、兩針見骨,三針見閻王的麻辣說話術天空為限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66 河洛易命理五行開運術 承先行者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73 推理王大挑戰: 180則越猜越聰明的動腦探案題狄人傑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80 麥可波特競爭策略(最新圖解版) 王京剛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497 奇門遁甲200問 杜易峰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85436 圍棋精選題庫: 初段到三段之布局、定式與死活聶衛平, 黃希文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204 編隊飛行: 讓戰鬥機飛行員帶你一飛沖天 王永賢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211 圍棋自學手冊. 死活篇 丁開明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235 圍棋自學手冊. 官子篇 杜維新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7338 來自清水的孩子. 3, 王子時代= Son of Formosa 游珮芸, 周見信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7345 MAPATAYAY NO WAWA死者的孩子 偕志語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7352 臺北來信 一匹魚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7369 臺北來信 一匹魚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4201 迎向臺大百年學術傳承講座. I,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林秀美, 洪子偉, 吳秀瑾, 陸品妃, 吳密察, 陳偉智, 蔡祝青, 王智明, 吳叡人, 張文薰, 黃美娥, 王泰升, 黃紹恆, 歐素瑛著; 蔡祝青主編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843639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 美國本篤會在中國(1923-1933)Jerome Oetgen原著; 張琰譯 2021-01-00 再版 平裝

9789578843653 與汝同在: 乳癌關懷選文集 魏中仁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660 邁向多元他者: 當代中華新士林哲學及其發展 黎建球, 陳德光, 劉千美, 潘小慧, 曾慶豹, 何佳瑞, 周明泉, 王佳煌, 譚明冉, 鄧元尉, 林淑芬, 林慧如, 關永中, 周曉瑩, 李彥儀, 賴賢宗, 洪嘉琳, 徐光台, 陳運星, 陸敬忠, 張永超, 黃崇修著; 周明泉主編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677 荀子道德發展思想與教育: 積行化性以合天的自主模式張銀樹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684 于斌樞機<>在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Cardinal Paul Yu Pin's Three Kinds of Knowledge 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蘇嫈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843622 懂織. Vol.1, 天主教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50週年特刊= TCNEWS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著 2020-12-00 平裝

9789578843646 深化、內化、轉化之美學生活與實踐: 傳統與創新之應用與設計= Deepen,internalize,transform: the practice of lifestyle aesthetics,the application and design by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林國棟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027 結緣半世紀: 彰化中學59級畢業50周年紀念冊 李適彰總編輯 2021-01-00 精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彰化中學59年級畢業50周年紀念冊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大校友雙月刊

送存冊數共計：12

微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達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4464 喙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 江澄樹撰文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574471 就是愛花心: 林家琳生活花藝手作集= Kaye Lin's handmade flowers design for a happy creative life林家琳(瑞敏)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5354 初續合刊 醒廬詩集 徐醒民著 2020-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20723 小願詩集. 繪意清眷詩情畫 中港高中國中部美術班學生楊晴渝等38人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36057 疫境化藝. 2020: 海線風情陶藝展 紀榮吉, 陳維銓總編輯 2020-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58851 再現菩提 鄭保村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658868 拓宇躍進行者專輯 陳阿緞, 陳善瑜, 林暉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1705 山上爺爺家 涂騰允, 許喬雯撰寫; 陳存靖繪圖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119338 遇見慈悲: 媽祖慈善與慈悲關懷社區= Taipei Tianhou temple international compassionate community劉嘉仁, 林欣儀編著 2020-09-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28713 鳥類觀察手冊: 金瑞治水園區生態圖鑑 徐昭龍, 蔡育倫總編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53097 四分溪流域的地方記憶與地景建構 林智謀, 謝三明, 潘文彬文.圖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6118 城市美學. 2020: 在地風格的創生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張憲堂等作; 鄭任汶主編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66118 城市美學. 2020: 在地風格的創生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張憲堂等作; 鄭任汶主編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66118 城市美學. 2020: 在地風格的創生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張憲堂等作; 鄭任汶主編 2020-1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06625 臺北漢唐經方論壇: 醫案發表實錄. 第三屆 漢唐經方推廣協會編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0208 誰是你最好的教練: 37.8倍的複利創造永續附加價值陳文城著 2020-1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城市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漢唐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內湖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天后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陶藝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嗣雍齋國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清水小願文創協會



9789869930215 傳承.傳成: 十五個志業與資產傳承的經典案例李博誠, 杜育任, 杜金鐘, 謝志明合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30222 誰說行銷一定要推銷 李春英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53111 昨日的素描: 呂基正人體速寫選集= Beautiful as yesterday: Lu Chi Cheng's figure sketches呂基正[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9909 漂帆詩集 漂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9916 漂帆都會生活詩集 漂帆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9923 舍籬: 漂帆詩集 漂帆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795284 我想看妳變老的樣子: 明天的女人,比昨天的女孩更精采鄧惠文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799350 10歲開始學政治 艾力克斯.佛斯(Alex Firth), 蘿西.侯爾(Rosie Hore), 路易.史托威爾(Louie Stowell)作; 凱藍.史托佛(Kellan Stover)插畫; 賴雅靜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4799367 10歲開始學經濟 拉蘿.布萊恩(Lala Bryan), 安迪.普倫提斯(Andy Prentice)作; 費德里柯.馬里安尼(Federico Mariani)插畫; 陳筱宛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535971 怪獸媽媽 貓魚文.圖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535995 不工作的世界: AI時代戰勝失業與不平等的新經濟解方= A world without work: technology,automation,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丹尼爾.薩斯金(Daniel Susskind)著; 周玉文譯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798339 跳吧!青蛙小畢 湯姆牛文.圖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003 青蛙不簡單 李世榮文 2020-12-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034 下雨天的樟樹公寓 武鹿悅子文; 末崎茂樹圖; 張文玉譯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072 樟樹公寓的神祕客人 武鹿悅子文; 末崎茂樹圖; 張文玉譯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089 該怎麼成就你的人生 洪蘭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096 二地居: 地方創生未來式 林承毅, 謝其濬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096 二地居: 地方創生未來式 林承毅, 謝其濬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102 奇蹟= My stroke of insight: 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泰勒(Jill Bolte Taylor)著; 楊玉齡譯 2020-1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0119 恐龍迷宮: 和恐龍研究隊一同勇闖神祕世界 香川元太郎, 香川志織文.圖; 原木櫻譯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126 化學元素偵察隊 邁克.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作; 羅倫.亨福瑞(Lauren Humphrey)圖; 陳偉民譯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133 會飛的花: 林良爺爺給孩子的暖心童詩 林良作; 黃妍熙繪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140 我所嚮往的生活文明 嚴長壽著; 吳錦勳採訪撰文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157 你問對問題了嗎?: 重組問題框架、精準決策的創新解決工具= What's your problem?湯馬斯.維戴爾-維德斯柏(Thomas Wedell-Wedellsborg)著; 林俊宏譯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171 艾瑞養了一匹馬,才怪! 瑪西.坎貝爾(Marcy Campbell)文; 柯芮娜.路肯(Corinna Luyken)圖; 賴嘉綾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188 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 When the air hits your brain: tales of neurosurgery法蘭克.佛杜錫克(Frank T. Vertosick)著; 吳程遠譯 2020-1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50195 你最愛誰? 內田麟太郎文; 長谷川義史圖; 陳光棻譯 2021-01-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201 盲眼鐘錶匠: 解讀生命史的奧祕= The blind watchmaker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 王道還譯 2020-1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0218 薩提爾的親子情緒課: 以愛的對話,陪孩子走過情緒風暴李儀婷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225 狐狸愛上圖書館 羅倫斯.波利(Lorenz Pauli)文; 卡特琳.莎樂爾(Kathrin Schärer)圖; 李紫蓉譯2021-01-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232 第59街的畫家= Mister orange 特莉絲.馬蒂(Truus Matti)著; 林敏雅譯 2021-0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0249 解構鐵道美學: 臺鐵美學復興運動 曹憶雯, 張雅琳, 陳佑瑄, 駱亭伶, 郭孟君, 游姿穎, 王宣喬作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256 象龜學跳舞: 臺鐵在逆境中堅持變革 謝宇航, 胡芝寧, 朱乙真, 王明德作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263 臺鐵風華.百年一瞬: 歲月淬鍊下的經典車站及古蹟建築蘇昭旭, 魚夫, 王曉晴, 王盈雅, 姚淑儀, 陳玉鳳作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270 軌道經濟未來式: 珍珠串鍊下的車站城市 王思佳, 江明麗, 江瑞庭, 許麗芩, 許雅欣, 陳書孜, 張立宇, 李欣怡, 吳思瑩, 黃彥瑜, 廖桂寧, 趙樹洋, 謝欣珈, 戴卓玫作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287 用點心學校. 12, 不打不相識 林哲璋文; BO2圖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300 外婆家的馬 謝華文; 黃麗圖 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24 那些生命中的微光: 關於愛與勇氣的十個精采人生陳雅琳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331 出發吧!環遊世界國家公園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ńska),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ński)文.圖; 林蔚昀譯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48 致富心態: 關於財富、貪婪與幸福的20堂理財課= The psychology of money: timeless lessons on wealth,greed,and happiness摩根.豪瑟(Morgan Housel)著; 周玉文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355 最了不起的東西 艾希莉.史派爾斯(Ashley Spires)文.圖; 柯倩華譯 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62 商業構想變現 大衛.布蘭德(David J. Bland), 亞歷山大.奧斯瓦爾德(Alex Osterwalder)著; 周怡伶譯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379 多模型思維: 天才的32個思考策略= The model thinker: what you need to know to make data work for you裴吉(Scott E. Page)著; 劉懷仁譯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86 我的藝術欣賞書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著; 汪芸譯 2021-02-00 第三版 精裝

9789865250393 坦蕩無私: 曾永權從政三十五年政壇回憶錄 曾永權口述; 蕭旭岑著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93 坦蕩無私: 曾永權從政三十五年政壇回憶錄 曾永權口述; 蕭旭岑著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93 坦蕩無私: 曾永權從政三十五年政壇回憶錄 曾永權口述; 蕭旭岑著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93 坦蕩無私: 曾永權從政三十五年政壇回憶錄 曾永權口述; 蕭旭岑著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393 坦蕩無私: 曾永權從政三十五年政壇回憶錄 曾永權口述; 蕭旭岑著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漂帆漢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兆國際



9789865250409 尋找太陽系外的行星: 天文學家莎拉.西格的愛與探索= The smallest lights in the universe: a memoir莎拉.西格(Sara Seager)著; 廖建容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416 後疫情效應: CNN「札卡瑞亞GPS」主持人給世界的10堂課= Ten lesson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著; 盧靜, 廖崇佑, 廖珮杏, 劉維人譯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447 工作大透視 席樂薇.珊莎(Silvie Sanža)文; 米蘭.斯塔雷(Milan Starý)圖; 區國強譯2021-02-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751 財務自由的人生: 跟著首席分析師楊應超學華爾街的投資技巧和工作效率,40歲就過FIRE的優質生活楊應超作; 陳雨新朗讀 2019-10-00 其他

9789865250768 台湾異聞錄 二師兄作; 二師兄, 何立翔朗讀 2020-06-00 其他

9789865250775 你想活出怎樣的小鎮?: 何培鈞的九個創生觀點何培鈞作.朗讀 2020-10-00 其他

9789865250782 孩子知道 你愛他嗎 汪培珽作.朗讀 2020-07-00 其他

9789865250799 現在開始美好 李佳蓉作.朗讀 2020-03-00 其他

9789865250805 李開復給青年的12封信 李開復作; 周耕宇朗讀 2020-03-00 其他

9789865250812 看懂孩子的學習卡在哪: 從此不必再當碎念媽、怒吼爸王麗芳作.朗讀 2020-01-00 其他

9789865250829 減法理財術,人生大加分: 樂活大叔最暖心法總整理施昇輝作.朗讀 2020-12-00 其他

9789865250836 住房自由的人生: 房地產專家張金鶚教你活用七三法則、大數據,找回居住自主權張金鶚作.朗讀 2020-11-00 其他

9789865250843 每一天的教養,都為了孩子獨立那天做準備: 德國婆婆教我的教養智慧凱若作.朗讀 2019-09-00 其他

9789865250850 品牌的技術和藝術: 向廣告鬼才葉明桂學洞察力與故事力葉明桂作; 陳雨新朗讀 2020-02-00 其他

9789865250867 音樂,不只是音樂: 認識古典音樂的40堂課 彭廣林作.朗讀 2019-12-00 其他

9789865250874 就怕平庸成為你人生的注解 歐陽立中作.朗讀 2020-04-00 其他

9789865250881 零錯誤: 全球頂尖企業都採用的科技策略 邱強作; 張皓為朗讀 2020-02-00 其他

9789865250898 也許你不是特別的孩子 駱以軍作.朗讀 2019-09-00 其他

9789865250904 真正的整理,不是丟東西: 物品是靈魂的碎片,整理是重生的過程廖文君作.朗讀 2020-05-00 其他

9789865250911 青春正效應: 新世代應該知道的人生微哲學 蔡淇華作; 周耕宇, 王育偉朗讀 2020-07-00 其他

9789865250928 巨流河 齊邦媛作; 梁引馨朗讀 2020-09-00 其他

9789865250935 人生第二曲線: 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創新學 郭瑞祥作; 周耕宇朗讀 2020-08-00 其他

9789865250942 親愛的,你有掛號信 汪培珽作.朗讀 2019-02-00 其他

9789865250959 不罵 汪培珽作.朗讀 2020-1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080808 建築百講: 高雄一百個經典建築 黃于津等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839 大井頭放電影: 臺南全美戲院 王振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846 巨匠的風情: 日本名畫散步 赤瀨川原平著; 陳令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853 對抗毒物萬用術: 毒理醫學專家招名威的全方位防毒防疫實用書招名威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080860 漫畫李梅樹. 2: 夢想的基石 咖哩東編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877 我是遺物整理師= 죽은 자의 집 청소 金完著; 馮燕珠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609 青年叛徒的領袖: 魯迅小說全集 魯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616 讓那個討厭的自己消失吧: 如何運用自我催眠改變自己梅爾文.包沃斯(Melvin Powers)作; 倪振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623 讓那個討厭的自己消失吧: 如何運用自我催眠改變自己梅爾文.包沃斯(Melvin Powers)作; 倪振豪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77654 航向阿拉斯 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林欣誼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05134 我們來追劇!必追的莎士比亞十大經典 桂文亞著; 陳昕繪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141 我們來追劇!: 必追的中國戲曲十大經典 桂文亞著; 陳昕繪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288 建築女帝札哈.哈蒂的故事 維多利亞.田得樂-克里洛芙(Victoria Tentler-Krylov)作; 周惠玲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05455 微光小鎮,圍牆不見了= Littlelight 凱莉.肯比(Kelly Canby)著; 羅吉希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05493 寫出全文才有用!: 王淑芬的讀寫課 王淑芬著; Bianco Tsai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516 莫瑞鼠與偷畫賊 英格麗.舒伯特(Ingrid Schubert), 狄特.舒伯特(Dieter Schubert)文.圖; 郭騰傑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05530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1, 遠古史: 世界史的序幕 管家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554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2, 上古史. I: 亞歷山大大帝的時代管家琪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05561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3, 上古史. II: 羅馬帝國的盛衰管家琪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578 少年愛讀世界史1-3套書: 從遠古史到上古史 管家琪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05585 不簡單女孩 茱莉亞.芬利.摩斯卡(Julia Finley Mosca)等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拾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2

送存冊數共計：67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好人



9789869955928 金錢的真理: 35歲後不再為錢工作,邁向財務自由,「秒賺一億的男人」的34個致富心法與澤翼著; 黃薇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935 鬼滅超讀解: 在討人厭的世界中,將惡鬼滅殺的生存法最強欄不柱-TAMON(敵などいない程強い-TAMON)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942 極端經濟: 當極端成為常態,反思韌性、復甦與未來布局= Extreme economies: survival,failure,future: lessons from the world's limits理查.戴維斯(Richard Davies)著; 林步昇, 洪世民, 劉道捷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7160 改變: 一群加拿大慈濟人的移民故事 何國慶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7184 與苦難同行: 這些年病人教會我的事 郭漢崇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7191 為何我們總是想得太多,卻做得太少: 擊敗拖延、惰性、完美主義,讓行動力翻倍的高效習慣法則高原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5505 閱讀,看見希望綻放: 靜思閱讀書軒足跡 蔡青兒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1075 克蘇魯的呼喚: H.P. Lovecraft恐怖小說傑作選= Call of Cthulhu and other stories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著; 李函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082 日蝕之後 曹錦輝, 文生大叔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099 這「啾式」人生: 闖要放膽闖,跨就跨出界,「啾啾麥」陳宏宜的18堂跳痛成功學陳宏宜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2203 生來張狂: 科比.布萊恩傳= Showboat: the life of Kobe Bryant羅倫.拉森比(Roland Lazenby)著; 李祖明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8814 沒有人天生勇敢,而勇氣是可以練習的: 拓展勇氣邊界,定義全新的自己,我從絲路重機之旅學會的十三件事= The courage map: 13 principles for living boldly法蘭茲卡.伊絲莉(Franziska Iseli)著; 楊婷湞譯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48821 馴服恐懼: 放棄淺贏心態X克服負面情緒,企業及體壇文化教練教你活出自己= Fear less: how to win ai life without losing youself皮帕.葛蘭琪(Pippa Grange)著; 郭騰傑譯 2021-04-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8283 最後一役: 納粹第三帝國的末日=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考李留斯雷恩(Cornelius Ryan)著; 黃文範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8290 怒海逆風島嶼行: 台海戰亂世代的故事= To reach the refuging island through furious sea and gusty wind鍾堅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8863 忐忑 栩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8870 如果電話亭 蔡欣純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32804 眺望時間的盡頭: 心靈、物質以及在演變不絕的宇宙中尋找意義= Until the end of time: mind, matter, and our search for meaning in an evolving universe布萊恩.葛林(Brian Greene)作; 蔡承志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740589 手機隨心拍: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Bridge Chung作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5265 有禮貌好可愛: 小龍和你一起說你好 Federica Magrin著; Anna Lang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65272 有禮貌好可愛: 小龍和你一起說請 Federica Magrin著; Anna Lang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65289 有禮貌好可愛: 小龍和你一起說謝謝 Federica Magrin著; Anna Lang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65296 有禮貌好可愛: 小龍和你一起說對不起 Federica Magrin著; Anna Lang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5003 童遊英文趣: 親子共學週計畫,每週都有新發現郭欣伊著; 米蟲女孩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010 童遊英文字母趣 銀河文化編輯部著; 薇光年繪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5027 什麼?樹懶都比你有禮貌! 莎拉.傑克森(Sarah Jackson)作.繪; 謝靜雯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5034 改變世界的偉大發明家: 那些你意想不到的發現沃爾特.弗加托(valter fogato)著; 安娜莉莎.貝格莉(Annalisa Beghelli)繪; 呂奕欣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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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雙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潮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燎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發光體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堡壘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868009 新手高明飼養法: 天竺鼠 鈴木莉萌著; 彭春美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6868016 親愛的波比狗= Pup's day out Niksharon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868023 媽媽是最好的作文老師: 陪孩子自學作文,滋養孩子的寫作能力曾玟蕙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4708 哈囉幸福 黃奕山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4215 循证泌乳全科学. I= Evidence-based lactation profession level 1王淑芳等编着 2020-09-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410995 胡桃鉗= The nutcracker E.T.A.Hoffmann著; Victor Sanderson,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改編.編著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98006 胡桃鉗= The nutcracker E.T.A.Hoffmann著; Victor Sanderson,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改編.編著2021-01-00 二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8995 VEX IQ機器人基礎篇: 進入VEX Robotics的世界周偉謨, 沈育如作 2021-03-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34263 梁奕焚: 三十年創作回顧(1991-2021)= Liang Yifen: a thirty-year retrospective(1991-2021)梁奕焚創作 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34975 日語發音 平川美穂著 2021-02-00 一版 其他

978986613498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文型練習. 上冊陳乃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3499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聽解入門練習. 下冊游郁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2608 否定疑問文形式「～のではないか」の研究 張雅智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2615 超!簡易日本語と文化 陳欣惠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287773 猶太人成為全球頂尖人物的學習法 鄭華容著; 陳品芳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695 一起來學手寫英文藝術字= Creative lettering and beyond蘿拉.拉曼德(Laura Lavender)等作; 方慈安, 陳思穎, 簡捷譯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3288817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生物篇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3288824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理化篇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3288831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地科篇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3288855 KGB間諜式記憶術= Spy school: are you sharp enough to be a KGB agent?丹尼斯.普欽(Denis Bukin), 卡密耶.古里耶夫(Kamil' Guliev)著; 潘榮美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862 烏龜的七個祕密= Die 7 geheimnisse der schildkröte龍悠(Aljoscha Long), 朗諾德.史威普(Ronald Schweppe)著; 陳繪茹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879 浮萍男孩= Boys adrift 利奧納德.薩克斯(Leonard Sax)著; 洪蘭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573288886 橘色奇蹟 丹尼.平克華特(Daniel Manus Pinkwater)文.圖; 畢恆達譯2020-11-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8893 有一種母愛不存在= Den,der lever stille 萊昂諾拉.克里斯蒂娜.斯高烏(Leonora Christina Skov)著; 郗旌辰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909 人生半熟: 30歲後,我逐漸明白的一些事 寬寬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916 厭世者求生指南: 我們終將在不同的路上,不再強求誰的目光李豪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923 當商業開始改變世界: 從亞當.斯密到巴菲特,探看近300年世界商業思潮演變與影響吳曉波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930 跟著老廠長喝茶去: 身藏普洱茶密碼的一代宗師鄒炳良許怡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947 我是驚嘆號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湯姆.利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圖; 黃筱茵譯2020-11-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8954 一闋詞.一份情: 唐宋詞的情感世界 劉少雄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3288961 一闋詞.一份情: 唐宋詞的情感世界 劉少雄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碩亞數碼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藝術人文三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維兒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東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碩果文化創意



9789573288978 網紅影響力: 自媒體如何塑造我們的數位時代= Influence: how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re shaping our digital future莎拉.麥柯克戴爾(Sara McCorquodale)著; 陳冠吟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985 燒杯君和他的偉大前輩 上谷夫婦著; 林詠純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992 飛輪效應: A+企管大師7步驟打造成功飛輪,帶你從優秀邁向卓越= Turning the flywheel a monograph to accompany good to great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著; 楊馥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012 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 莊博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029 心靈的綠洲: 遇見翻轉人生的一句話 王壽來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036 遠流活用成語大辭典 陳鐵君主編 2021-01-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9050 民主的浪漫之路: 雷震傳 薛化元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067 時尚插畫聖經 塗至道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89074 高敏感父母 依蓮.艾倫(Elaine N. Aron)著; 丁凡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081 未來生活夢想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黃薇嬪翻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098 尋找復原力: 人生不會照著你的規劃前進,勇敢走進內心,每次挫敗都是讓你轉變的契機留佩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104 歌劇魅影= Le fantôme de l'opéra 卡斯頓.勒胡(Gaston Leroux)著; 楊玟譯 2020-12-00 五版 平裝

9789573289111 大家來玩躲貓貓 王春子圖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89128 曲盤開出一蕊花: 戰前臺灣流行音樂讀本= Lost sounds of pre-war taiwanese popular records洪芳怡作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573289135 最強圖解英文文法 波瀬篤雄圖.文; 李友君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142 我為什麼敢大膽買進暴跌股,挑戰獲利300%: 巴菲特心法完全實踐者的投資告白張明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159 投資之路: 改變華爾街遊戲規則的巨人查爾斯.施瓦布查爾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著; 陳冠吟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173 Smart Start聰明寶寶從五感律動開始: 運動幫助孩子聰明學習、贏在起跑點瑪格麗特.薩塞(Margaret Sassé)文; 喬治.麥凱爾(Georges McKail)圖; 謝維玲譯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3289180 我的STEAM遊戲書: 科學動手讀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作; 江坤山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89203 究極夢辭典: 用「夢療法」解讀深層訊息,翻轉人生坂內慶子著; 洪于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210 發「聲」什麼事?: 4堂課找回聲音的力量,完整內在和外在的自己魏世芬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234 永遠都是第一天: 五大科技巨擘如何因應變局、不斷創新、維繫霸業艾歷克斯.坎卓維茨(Alex Kantrowitz)著; 周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241 虎之霸= Chutzpah 英貝兒.艾瑞黎(Inbal Arieli)作; 陳佳瑜, 楊詠翔, 紀揚今, 高霈芬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265 牛津王妃= Save me 摩娜.凱絲頓(Mona Kasten)著; 廖芳婕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289 全光譜思維 鮑伯.約翰森(Bob Johansen)著; 顏涵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296 不一樣的中國史. 7: 從女帝到胡風,盛世裂變的時代-隋、唐楊照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302 不一樣的中國史. 8: 從外放到內向,重文輕武的時代-五代十國、宋楊照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326 掠殺= American predator: the hunt for the most meticulous serial killer of the 21st century莫琳.卡拉漢(Maureen Callahan)著; 葉旻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0205 子衡吟草 洪子衡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0511 嘗不住的滋味與想念 臺南社區大學土道公民寫作社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0528 以筆喚公民: 土道十週年展 臺南社區大學土道公民寫作社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3516 呂蒙正: 破窯記 王金櫻劇本編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8001 獵人帶路: 曾文溪溯源影像誌 龔卓軍主編; 陳伯義, 張景泓, 莊榮華攝影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2405 臺語文讀字.白話詞綜合辭典 呂理組編著 2020-12-00 精裝 全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12737 Interpretation und Analyse der Geschichte des grenzüberschreitenden und Durchbruchs neuer Musik in der neuen Ara: Von Ravel Debussy bis Strawinsky=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ory of the cross-border and breakthrough of new music in the new era: from Ravel Debussy all the way to Stravinsky= 新時代新音樂的跨界與突破的故事解析: 從拉威爾德布西一路舞到史特拉文斯基張惠玲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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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維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閩南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藝術公社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5

南市鯤瀛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社大土道公民寫作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59150 智慧機器人實驗教材AppInventor 2與Raspberry Pi與STM32薛文彬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9459174 物聯網實習之圖形化監控: 使用ARDUINO 薛文彬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9459181 嵌入式系統實驗器教學教材 薛文彬作 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9459198 物聯網實習之AI人機介面控制: 校訂課程 RaspberryPi與ESP32薛文彬作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37009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教學教材 薛文彬作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0641 豪記龍虎榜. 22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81150 改變.守護.深耕: <>20年 星雲大師等作; 楊錦郁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635708 陪孩子一起成長 李虹慧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8256 為你降一場溫柔細雨 福智文化編輯室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330928 自由行真好玩 康真娥文; 蒲冠東圖 2020-11-00 精裝

9789864330935 搭飛機去旅行 康真娥文; 詹波圖 2020-11-00 精裝

9789864330942 爸爸不要放手喔 康真娥文; 詹波圖 2020-11-00 精裝

9789864330959 搭飛機去旅行: 主題探索書 康真娥文 2020-11-00 平裝

9789864330966 爸爸不要放手喔: 主題探索書 康真娥文 2020-11-00 平裝

9789864330973 自由行真好玩: 主題探索書 康真娥文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9191 蒙元帝國戰史 趙愷, 顧曉綠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105 清初帝國戰史 顧曉綠, 郭強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112 大明帝國戰史 趙愷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396472 摩洛哥的美麗與哀愁 甘紹文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6396489 一根線: 從文壇因緣到出版的故事 隱地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6396496 山東少年傳奇 高秉涵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396502 林海音時代: 聯副十年 施英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911135 海之宅: 我為馬祖寫一首詩 劉枝蓮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3911227 見證時代的哲思: 何秀煌文存 何秀煌作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2901 因夢想而美麗: 陳俗蓉墨情山水澗水墨畫輯= Chen Su-Rong Creation Exhibition陳俗蓉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蓉貴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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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團結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福智文化

僑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豪記影視唱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4319 錢塘人家 龔玉和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84235 銘傳大學2021「後疫情X新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Ming Chuan University 20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w Desig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林文苑總編輯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84204 右設左靈: 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專刊. 第38期僑務委員會第38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生圖文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4500 今日遇見聖保祿: 保祿書信詮釋= Meeting St. Paul today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陳靜怡, 龔涵芬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59480 「英語聽講課」以遊戲與資訊科技運用教學對學習者口語能力養成的影響李俊逸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59497 國產木竹材手工製提琴 龍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892792 勇者鬥惡蟲 前野.烏魯德.浩太郎(前野ウルド浩太郎)著; 葉廷昭譯2018-07-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88071 電氣工程. 實用篇 簡詔群, 簡子傑編著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1055 智慧物聯網實習 張義和, 張凱杰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106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張義和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2033 台北時光機: 藍色公路= Taipei time machine the blue highway= 台北タイムマシーン青い道= 타이페이 타임머신 블루 하이웨이奇奇老師, 石虎老師作; Zhu Pin繪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3502 民雄傳神: 民雄廟宇傳世文物精選輯= Minxiong legend: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of the Minxiong temple程瀅儒文字撰述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9339 協志工商職校藝術季特展台灣的克林姆楊嚴囊創作40年展. 第19屆楊嚴囊作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3902 慧光集. 78, 臨終準備及助念實操手冊&正確面對 死亡無懼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義縣興中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協志高級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源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綠雷德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祿旺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都防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數設系

漢雅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293788 實踐設計學報Praxes. 第十三期 丑宛茹總編輯 2019-11-00 平裝

9789576294020 實踐設計學報Praxes. 第十四期 丑宛茹總編輯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126409 跨領域學Python: 資料科學基礎養成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447 神之手: 動畫大神加加美高浩的繪手神技= 加々美高浩が全力で教える「手」の描き方 圧倒的に心を揺さぶる作画流儀加加美高浩著; 謝薾鎂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454 UnityX遊戲手把虛實整合互動遊戲設計 施威銘研究室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485 Vision X Voice影像辨識聲控: 雙V AI自駕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3126492 HTML5+CSS3最強圖解實戰講座 草野あけみ作; 林子君, 陳禹豪譯 2020-1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3126508 Deep Medicine: 無情AI.有情醫療 Eric Topol著; 黃鈺閔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211165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9789865211172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73冊

978986521202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0冊

9789865212032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1冊

9789865211233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9冊

9789865212049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0冊

9789865211295 仙宮 打眼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211318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1325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1332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1349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211370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1462 夫君怪美的 冉兮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1479 夫君怪美的 冉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1479 夫君怪美的 冉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1486 古代霸總罩著我 蘇挽心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1493 古代霸總罩著我 蘇挽心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1509 古代霸總罩著我 蘇挽心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1646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211738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9789865212063 仙子請自重 姬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211752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1677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1813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1929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2070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1707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4冊

978986521176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177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178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1790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180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211837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1844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1851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1868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1912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1882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1899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1905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193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194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說頻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978986521195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1967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1974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1998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1981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200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19冊

9789865212087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2094 爺就愛寵妻 蘇靜初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100 爺就愛寵妻 蘇靜初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117 爺就愛寵妻 蘇靜初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124 爺就愛寵妻 蘇靜初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131 王爺假正經 采荇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148 王爺假正經 采荇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155 王爺假正經 采荇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162 王爺假正經 采荇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179 王爺假正經 采荇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2186 王爺假正經 采荇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2193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0冊

978986521297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1冊

9789865213152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2冊

9789865212209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9冊

9789865212391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30冊

978986521240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31冊

978986521298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32冊

978986521221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1冊

978986521241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2冊

9789865212421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3冊

978986521299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4冊

9789865212223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2冊

9789865213008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3冊

9789865213015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84冊

9789865212230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2冊

9789865212445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3冊

9789865212452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4冊

9789865213039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75冊

9789865212247 超神制卡師 零下九十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9789865212469 超神制卡師 零下九十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4冊

9789865212476 超神制卡師 零下九十度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5冊

9789865213169 超神制卡師 零下九十度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56冊

9789865213176 超神制卡師 零下九十度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7冊

9789865213183 超神制卡師 零下九十度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8冊

9789865213190 超神制卡師 零下九十度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9冊

9789865212254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213046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9789865213053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9789865212261 仙宮 打眼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213077 仙宮 打眼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213084 仙宮 打眼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212278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212285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212506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212292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3091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3107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3206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2308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315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32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33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346 牧龍師 亂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353 牧龍師 亂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360 牧龍師 亂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377 牧龍師 亂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64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2384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261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262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263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243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1冊

9789865213022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2冊

9789865212483 仙子請自重 姬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9789865212490 仙子請自重 姬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9789865213060 仙子請自重 姬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9789865212513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2520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2537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2544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212551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212568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212575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212582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3114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3213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3220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3237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3121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2599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2605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265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266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2674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3145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2681 佛系姑娘也瘋狂 木靈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698 佛系姑娘也瘋狂 木靈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704 佛系姑娘也瘋狂 木靈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711 佛系姑娘也瘋狂 木靈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728 佛系姑娘也瘋狂 木靈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2735 丹青妙妻來鎮宅 黎小汀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742 丹青妙妻來鎮宅 黎小汀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759 丹青妙妻來鎮宅 黎小汀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766 丹青妙妻來鎮宅 黎小汀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773 丹青妙妻來鎮宅 黎小汀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2780 冒牌小醫女 池白矣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797 冒牌小醫女 池白矣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803 冒牌小醫女 池白矣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810 冒牌小醫女 池白矣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827 與君共榮華 開機甲的貓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834 與君共榮華 開機甲的貓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841 與君共榮華 開機甲的貓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858 與君共榮華 開機甲的貓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865 與君共榮華 開機甲的貓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2872 與君共榮華 開機甲的貓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288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896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90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91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926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2933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2940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2957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296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74冊

9789865213138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3244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3541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3558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3565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3572 首富之路 青衫取醉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3251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3冊

978986521326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4冊

9789865213671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5冊

9789865213923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6冊

978986521412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37冊

978986521413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38冊

978986521327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5冊

978986521337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6冊

9789865213930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7冊

9789865214142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8冊

9789865213282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6冊

9789865213404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77冊

9789865213732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78冊

9789865213954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79冊

9789865214159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80冊

9789865213299 仙宮 打眼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213428 仙宮 打眼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9789865213435 仙宮 打眼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213961 仙宮 打眼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9789865214166 仙宮 打眼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9789865214173 仙宮 打眼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9789865214180 仙宮 打眼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9789865214197 仙宮 打眼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9789865213305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213749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213978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213985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213312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3503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3510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3527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3534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334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404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427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4289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4296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430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3329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3336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4067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3350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3596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4050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3367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23冊

978986521366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24冊

978986521411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5冊

9789865213381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85冊

9789865213695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86冊

9789865213701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87冊

9789865213718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88冊

978986521339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3冊

9789865213725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4冊

9789865213947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5冊

9789865213411 仙子請自重 姬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9789865213442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345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21346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21347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213480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213497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3800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3992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4203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 浮兮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3589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4005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4012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4029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360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361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362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363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364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365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5冊

9789865213688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5冊

9789865213756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213763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213770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213787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213794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213817 農門小千金 瀾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3824 農門小千金 瀾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3831 農門小千金 瀾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3848 農門小千金 瀾木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3855 美人好心機 何兮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3862 美人好心機 何兮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3879 美人好心機 何兮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3886 美人好心機 何兮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3893 美人好心機 何兮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3909 美人好心機 何兮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3916 美人好心機 何兮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403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426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4210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4227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4234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4241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4258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4319 重生王妃忙生娃 白衣素雪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4326 重生王妃忙生娃 白衣素雪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4333 重生王妃忙生娃 白衣素雪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4333 重生王妃忙生娃 白衣素雪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4340 重生王妃忙生娃 白衣素雪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4357 重生王妃忙生娃 白衣素雪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4364 重生王妃忙生娃 白衣素雪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4371 將軍好顏色 匪玥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4388 將軍好顏色 匪玥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4395 將軍好顏色 匪玥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4401 將軍好顏色 匪玥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4418 將軍好顏色 匪玥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4425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9789865214449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6冊

978986521490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7冊

9789865214913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8冊

9789865214920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9冊

9789865214777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9789865215248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978986521445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9冊

9789865214463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89冊

9789865214470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0冊

9789865214487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6冊

9789865214494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7冊

9789865215255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8冊

9789865214500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214968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215279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214517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5316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4524 傻妻臨門 名悠悠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4531 傻妻臨門 名悠悠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4548 傻妻臨門 名悠悠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4555 傻妻臨門 名悠悠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4562 傻妻臨門 名悠悠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4579 傻妻臨門 名悠悠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4586 妙醫娘子不種田 未燃花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4593 妙醫娘子不種田 未燃花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4609 妙醫娘子不種田 未燃花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4616 妙醫娘子不種田 未燃花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4623 巴個將軍當靠山 京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4630 巴個將軍當靠山 京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4647 巴個將軍當靠山 京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4654 巴個將軍當靠山 京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4661 巴個將軍當靠山 京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4678 巴個將軍當靠山 京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4685 花開好時節 宋沉煙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4692 花開好時節 宋沉煙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4708 花開好時節 宋沉煙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4715 花開好時節 宋沉煙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4722 花開好時節 宋沉煙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4739 花開好時節 宋沉煙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4746 近戰狂兵 梁七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1冊

9789865214753 娘子好霸氣 閒雲孤夢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4760 娘子好霸氣 閒雲孤夢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4784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4791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4807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4814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4821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214883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5071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543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5446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5460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4890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508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5095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510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5453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493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39冊

9789865214951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9789865214975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214982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21528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21529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21530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214999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215002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215323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215330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215347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21501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502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5354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5361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5378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215033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5385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504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5057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5064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539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5408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541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5118 牧龍師 亂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5477 牧龍師 亂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512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513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5149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515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516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517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5187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5194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5200 美人留香 蘇靜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5217 美人留香 蘇靜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5224 美人留香 蘇靜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5231 美人留香 蘇靜初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5262 仙宮 打眼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978986521542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5484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40冊

9789865215996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41冊

9789865216009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42冊

9789865215491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978986521577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9789865216160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9789865216481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9789865215507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1冊

9789865215514 不朽戰魂 拓跋流雲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2冊

978986521579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9789865216023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9789865216177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9789865215521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9冊

9789865215538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9789865216498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9789865215545 仙宮 打眼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9789865215552 仙宮 打眼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9789865215569 仙宮 打眼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4冊

9789865215576 仙宮 打眼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5冊

9789865215583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216030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216184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216504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216511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215590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5606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5613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5811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5828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215620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5637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6191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6559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6566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6573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5644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5651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5668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567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568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5699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5705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620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658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6238 牧龍師 亂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6641 牧龍師 亂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6658 牧龍師 亂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6665 牧龍師 亂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6672 牧龍師 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6689 牧龍師 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5712 牧龍師 亂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5729 牧龍師 亂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6054 牧龍師 亂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6085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6092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6108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5736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5743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5750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6061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6078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671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5767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6115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6245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6696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670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5781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96冊

9789865215804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5835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6047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6214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6597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5842 千金要翻天 無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5859 千金要翻天 無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5866 千金要翻天 無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5873 千金要翻天 無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5880 千金要翻天 無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5897 千金要翻天 無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5903 千金要翻天 無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5910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5927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5934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5941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5958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5965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5972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5989 傾城美人香 若無初見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6122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6139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6146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6153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622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6603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6610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6627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663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6252 佞臣相公養成記 夜露死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6269 佞臣相公養成記 夜露死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6276 佞臣相公養成記 夜露死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6283 佞臣相公養成記 夜露死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6290 佞臣相公養成記 夜露死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6306 佞臣相公養成記 夜露死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6313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6320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6337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6344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6351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6368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6375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6382 窈窕世子爺 煙青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6399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6405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6412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6429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6436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6443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6450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6467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6474 蹭個至尊好享福 福多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6528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6535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216542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21672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6771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9789865216900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9789865217181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9789865216788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9789865217198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9789865216795 仙宮 打眼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6冊

9789865216917 仙宮 打眼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7冊

9789865216924 仙宮 打眼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8冊

9789865216931 仙宮 打眼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9冊

9789865217464 仙宮 打眼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0冊

978986521680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703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704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705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21681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706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751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17525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17358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736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737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682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713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7143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7150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744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16832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7167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7419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7426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743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6849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6856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6863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6870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689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9789865216948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217204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217471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9789865217488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216955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9865216962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21697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21698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21699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21721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217228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217235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217006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217013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217020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9789865217266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9789865217273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217075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7082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7099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7303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7310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7105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711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1712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7334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7341 我欲封天 耳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717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9789865217280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7297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217495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217501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753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487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978986521788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9冊

9789865218409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0冊

9789865217549 三寸人間 耳根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9789865217563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9789865217570 牧神記 宅豬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9789865217617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217938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217624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8010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763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782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986521802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21803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21764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7655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766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1767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17686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7693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7709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17716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17723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17747 我的娘子是巧匠 蕭清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7754 我的娘子是巧匠 蕭清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7761 我的娘子是巧匠 蕭清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7778 我的娘子是巧匠 蕭清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7785 我的娘子是巧匠 蕭清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7792 我的娘子是巧匠 蕭清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780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9789865218416 伏天氏 淨無痕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9789865217815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978986521783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1805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17846 牧龍師 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18065 牧龍師 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18072 牧龍師 亂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17853 娘子救命 爭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7860 娘子救命 爭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7877 娘子救命 爭白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7921 道君 躍千愁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978986521796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217990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218126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18157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8164 我的相公我做主 昔兮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8171 我的相公我做主 昔兮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8188 我的相公我做主 昔兮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8195 我的相公我做主 昔兮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8201 我的相公我做主 昔兮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8218 我的相公我做主 昔兮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8225 夫君太纏人 棠梨煎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8232 夫君太纏人 棠梨煎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8249 夫君太纏人 棠梨煎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8256 夫君太纏人 棠梨煎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8263 夫君太纏人 棠梨煎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18270 夫君太纏人 棠梨煎雪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1851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2727 魏特曼戰記1943新編 王佐榮監修;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72734 看見李火增. III, 這些人與那些人.臺灣1935-1945王佐榮著; 李火增攝影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2741 百年戰役: 臺灣疫情史中的人與事1884-1945 王佐榮, 蔡蕙頻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7809 寶筪印陀羅尼入門= A study of the Karaṇḍamudrā Dhāraṇī林光明, 林怡馨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35711 福慧集. 十, 佛典故事 釋厚觀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30602 上仙外傳: 這是隱藏劇本嗎? 貓邏作 2016-02-00 平裝

9789860630619 這樣的遊戲沒問題嗎? 初雲作 2015-08-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6

送存冊數共計：629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嘉豐



9789860630626 嘿!這真的是完全收錄嗎?上仙!: 古御神選錄 貓邏原作; Izumi, 駿恆, QR, 硝子, 豆子繪 2016-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1305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十屆 林品言等著作; 古錦松主編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55610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2021年: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台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2021-01-00 十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240455 英文單字語源漫畫圖鑑 超幽默高效單字記憶法肘井學作; 劉建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0486 我的人妖同學 愛里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0516 成為經典: 長銷商品的祕密 NAGAOKA KENMAI作; 陳美瑛譯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1001 戀上日本酒 千葉麻里絵作; 目白花子繪; 葉韋利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1018 全身調理地圖: 減肥.美顏.手腳冰冷.頭痛.肩膀僵硬的究極按摩技巧34招市野小織作; 呂仙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056 KERORO軍曹 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9865241063 KERORO軍曹 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9865241070 KERORO軍曹 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9865241087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41094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41100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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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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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41131 與妳相依 敲響心扉的百合精選集 仲谷鳰等作; 陳幼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1148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原作; か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1155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 霖之助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41179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序列爭戰(劇場版) 川原礫原作; IsII漫畫; 九流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186 OVERLORD不死者之oh! 丸山くがね原作; じゅうあみ漫畫; 吊木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1193 魔王的可愛乖寶寶山田 きあま紀一作; 楊采儒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209 SEKIRO隻狼外傳: 不死半兵衛 From Software監修; 山本晉漫畫; 蒼貓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216 狼與辛香料. XXII, Spring Log. V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223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Memorial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1230 公爵千金的本領. 8, 公爵夫人的本領 澪亞作; 楊雅琪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247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41254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枯野瑛作; Linca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1261 誰都可以暗中助攻討伐魔王 槻影作; 可倫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278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三田誠原作; K.K.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1285 轉生為豬公爵的我,這次要向妳告白 合田拍子作; K.K.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1292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EXTRA: 讓笨蛋登上舞台吧!. 6, 對妳許下騎士的誓言暁なつめ原作; 昼熊作; 林孟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308 助攻角色怎麼可能會有女朋友 はむばね作; 楊采儒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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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秋作; 薛智恆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322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 I,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幻靈事件TYPE-MOON原作; 佐々木少年漫畫; Dem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1339 致命裁決: 多數決死亡遊戲 ナンキダイ原作; 池上竜矢漫畫; 蒼貓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1346 Fate/strange Fake 成田良悟, TYPE-MOON原作; 森井しづき漫畫; 小天野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353 為你啜泣的純情 松基羊作; 帽子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384 ももこ首部畫集: arietta ももこ作; 蘇聖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391 佐佐木與宮野 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1414 魔法★探險家: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年男二又怎樣,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由生活入栖作; 陳士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1421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1438 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川田両悟作; 一杞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1445 異修羅. 1, 新魔王爭霸戰 珪素作; 蔡曉天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452 梅蒂亞轉生物語. 1, 世上最邪惡的魔女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469 對自己吐槽的白熊 生活英語輕鬆學 川合亮平英語監修; Nagano插畫; 紀明寧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476 黑或白 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483 水族館可愛生物!圖鑑 Matsuorca作; 連雪雅譯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1490 倉鼠助六的日常 GOTTE作; 涂愫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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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9789865241506 無法填滿的洞: 人妻夜未眠 Naomi Ogura作; 黛西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1513 溫柔的白熊 しろさめ作; 陳怡君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520 天巡者: 電視劇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林若晞編劇; 李則攸, 巫尚益小說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544 返校: 影集小說 李則攸, 巫尚益小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551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241568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4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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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24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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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41599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原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41605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41612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41629 女孩攻略日常 むく作; Cato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1636 女孩攻略日常 むく作; Cato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643 女孩攻略日常 むく作; Cato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1650 戀愛與睡眠 鳥生ちのり作; 涂愫芸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1667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何陽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1674 不加班真的可以嗎?: 小職員異世界佛心企業初體驗結城鹿介原作; 髭乃慎士漫畫; 陳幼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1681 終將成為妳: 官方漫畫精選集. 2 仲谷鳰原作; 柊ゆたか等漫畫; 陳幼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698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23, Unital ring. II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70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繞道而行! 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711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17, 為這群冒險者獻上祝福!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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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241735 呼喚妳名字的那一天 HoneyWorks原案; 香坂茉里作; 咖比獸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742 原本最討厭的你 HoneyWorks原案; 香坂茉里作; 咖比獸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759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年級篇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1766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4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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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斌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1780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 太田顕喜原作;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 Y.S.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1797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漫畫精選集: Darkness 天原原作; Yoshiki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803 無能力者娜娜 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810 老夫老妻重返青春 新挑限作; Runoka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1827 與溫柔的你共度美好季節 湯煎温子作; 帽子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834 Return to AVALON: 武内崇Fate ART WORKS 武内崇作; 九流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841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帽子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41858 型男前輩其實是個笨拙木頭男 野花さおり作; 帽子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865 本命男神上門告白! 慎本真作; 黛西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1872 本命男神上門告白! 慎本真作; 黛西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1889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寿安清作; Demi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1896 86-不存在的戰區. Ep.8, Gun smoke on the water 安里アサト作; 可倫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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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1919 打倒女神勇者的下流手段. 6, 「什麼,你說想和我結婚?」笹木さくま作; Seeker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926 約會大作戰DATE A BULLET赤黑新章 東出祐一郎作; Q太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1933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4, 神罰之獸 細音啟作; Runoka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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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1957 戰鬥員派遣中! 暁なつめ作; 林孟潔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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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1971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松山剛作; 邱鍾仁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1988 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你也願意寵愛嗎? 三河ごーすと作; 曹茹蘋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1995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懸絲傀儡危機 天原原作; 葉原鐵作; 蘇聖翔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008 神童勇者的女僕都是漂亮大姊姊!? 望公太作; 楊采儒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015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月夜涙作; 鄭人彥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022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しめさば作; 鄭人彥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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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046 慾經瑜珈: 陰部緊實運動!瘦身也能助眠 鈴木真理作; 陳凱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053 正能量企鵝「幸福論」 富增章成文字; るるてあRURUTEA插畫; 陳怡君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060 從前從前有隻貓: 世界喵童話 PANDANIA作; 黛西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2077 笨拙但自信地向前走吧!: 悲觀河童與溫柔小熊Kumanomitu作; 陳怡君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084 繪貓師 清水MERII作; 陳美瑛譯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2091 生若冬花的妳 こがらし輪音作; 許紋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107 圖解絕對達標法: OW 64計畫表x4個未來x心智鍛鍊,夢想不只是夢想!原田隆史作; 鄭曉蘭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114 廣播社 湊佳苗作; 王蘊潔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121 瘦肌進階!姿勢矯正法: 每天3招驅趕姿勢肥胖 戶川愛作; 李衣晴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138 Mei味限定: 家裡就是米其林 Mei邱馨葦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2145 改變自己並不難!告別懶散找回積極自我 渡部椪作; 林冠汾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152 戀入膏肓 斜線堂有紀作; 邱憶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169 泥是唯一: 泥泥JANiE寫真書 泥泥作; 藍陳福堂攝影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176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劉子婕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2183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劉子婕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2190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劉子婕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2206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42213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42220 殺戮的天使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42237 魔法使的印刷廠 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2244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殆ど死んでいる作; 咖比獸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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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 池野雅博漫畫; Linca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268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30, 奪還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275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21, 美好結局十香. 上橘公司作; Q太郎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28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9, 4th特攻強襲. 下時雨沢惠一作; 周庭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299 Fate/strange Fake TYPE-MOON原作; 成田良悟作; 小天野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2305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作; Linca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2312 倖存鍊金術師的城市慢活記 のの原兎太作; 王怡山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2329 這個勇者明明超TUEEE卻過度謹慎 土日月原作; 謝如欣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2336 這次我絕對不再犯錯! 空谷玲奈原作; はるかわ陽漫畫; 蒼貓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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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on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350 掌握幸福的第二人生 ショーン田中原作; メイジ漫畫; YUIKO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367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一智和智作; 九流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374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一智和智作; 九流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381 天降雷神纏上我 RENA作; 九流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2398 年下小男友 とりよし漫畫; 楊采儒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404 畫貓.歸漢. 漢朝風情繪卷 天聞角川編; 蘇徵樓繪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411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茉雪ゆえ原作; 早瀬ジュン漫畫; 飛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428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茉雪ゆえ原作; 早瀬ジュン漫畫; 飛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435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媽的女兒 松浦作; 楊采儒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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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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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466 毀滅魔導王與魔像蠻妃 北下路來名作; 可倫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473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佯裝無能的SS級皇子背地支配王位繼承戰タンバ 作; 鄭人彥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480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浜千鳥作; 黛西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497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503 未來媽媽: 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劉中薇原創故事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558 廢天使加百列 うかみ作; Y.S.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42565 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 jin作; 九流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2589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2596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2602 米奇與達利: 惡童物語 佐野菜見作; 陳幼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2619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EX 深海電腦樂土 SE.RA.PHTYPE-MOON原作; 西出ケ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633 機動戰士MOON鋼彈 虎哉孝征漫畫; umon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657 邪惡首領的床笫交戰 山田2丁目作; 夜原優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664 我一點也不好吃! 山田2丁目作; Yuna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671 終將成為妳畫集: Astrolabe 仲谷鳰作; 陳幼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688 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 石原雄作; 蒼貓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695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42701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作; 蔡孟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2718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作; 蔡孟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2732 繪師必備!日本女子國.高中生制服圖鑑 Kumanoi作; Demi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749 我的幸福婚約 顎木あくみ作; 許婷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756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42770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駱駝作; 邱鍾仁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42763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駱駝作; 邱鍾仁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42787 賢者之孫. 11, 一騎當千的新英雄 吉岡剛作; 林孟潔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794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三田誠原作; K.K.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2800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281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2824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42831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2848 乃木坂明日夏的祕密 五十嵐雄策作; 何陽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909 終將成為妳: 關於佐伯沙彌香 入間人間作; 何陽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879 回答我吧!關於學長的100個問題 兎谷あおい作; 馮鈺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2886 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 第二堂課 篠宮夕作; 林孟潔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893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天河信彥作; 吊木光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923 賢勇者艾達飛基.齊萊夫的啟博教覽: 愛徒沙優娜的心癢癢冒險樂園有象利路作; umon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2930 Fantasy: 黃欣元Alvin寫真書 黃欣元作; 曾崇倫攝影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27716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蔡錫鐃, 温富亮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55310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五輯 林伯修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12622 龍淵 驃騎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865114664 世界溫帶淡水魚圖鑑 佐土哲也; 徐瑜芳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4824 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金知慧著; 王品涵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104 出發吧!哲學時空旅行. 1: 從泰利斯到尼采,改變世界的思想是如何誕生的?李英逸, 慶會淑著; 安亨慕畫; 馮燕珠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166 未來世代必備的哲學思維: 美國總統、迪士尼總裁、NBA球星都搶著修的博雅教育小川仁志著; 王美娟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180 出發吧!科學冒險. 2, 從工業革命到發明電話的近代科學史金泰寬, 林亨旭撰文; 文平潤繪圖; 簡郁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197 絕美海中浮游生物圖鑑: 254種浮游生物的真實姿態全收錄若林香織, 田中祐志著; 阿部秀樹攝影; 劉宸瑀, 高詹燦譯0202-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203 二月的勝者: 絕對合格教室 高瀬志帆作; 章澤儀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15210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山田惠庸原作; 吊木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15227 呆蠢渣男我才不想遇到第二次 鳴坂リン作; kreuz+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234 明天將會是晴天 上田アキ漫畫; 小春日和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241 渣男與忠犬 ヤマヲミ原作; kyo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258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15265 藍帶麵包師的美味佛卡夏: 免揉麵x鬆軟有嚼勁x45款絕妙風味變化池田愛實著; 安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289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林思吟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15296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林思吟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15302 ORIGIN原型機 Boichi作; 林子傑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15319 4號室的工作室 鈴倉温作; 神威紫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26 單戀之燈 あずみ京平作; 謝旻釗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33 給我安靜一點 山野でこ作; 謝旻釗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40 愛與過失 大森小鳩作; 紅蠍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57 出發吧!哲學時空旅行. 2, 從孔孟到甘地,認識奠定東洋文化基礎的12位思想家金潤秀, 尹才薇著; 馮燕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64 日本平安貴族 嫉妒與愛寵的祕辛 繁田信一監修; 黃筱涵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71 與孩子對話的66堂練習課: 掌握孩子需求的7大關鍵心理x66個例句解析,打造快樂的親子關係曾田照子著; 黃筱涵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88 給孩子的第一本科學啟蒙故事集: 25個日常範例,帶領孩子深度思考山下美樹著; 日本國立科学博物館監修; 陳姵君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395 世界偉人對決超圖鑑: 10大主題、110位偉人的人生成就精彩大PK!Sherpa股份有限公司編; 曹茹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18 氣象術語事典: 全方位解析天氣預報等最尖端的氣象學知識筆保弘德等著; 陳識中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25 高中基礎化學: 重點整理、有效學習! 二見太郎著; 陳朕疆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32 美味不發胖!35款低卡無油戚風蛋糕 茨木くみ子著; 黃嫣容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49 高中化學: 重點整理、有效學習! 二見太郎著; 陳朕疆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56 手作布包基礎: 36款布包+8款特殊包款+7款生活用品猪俣友紀著; 許倩珮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63 日本史中的男男情愛: 外遇糾葛、PLAY招數、春畫......腐味飄揚的男色盛世山本博文監修; 鄒玟羚, 高詹燦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70 親密的性犯罪者: 來自觀護人的深切呼籲,聚焦我們與性犯罪的距離安丙憲著; 邱麟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87 超圖解微生物圖鑑: 生物學家教你認識人類不可或缺的鄰居長沼毅監修; 陳佩君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500 四季.花草.動物紙雕圖案集 松原真紀著; 陳佩君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517 出發吧!科學冒險. 3, 從醫學突破到資訊革命的現代科學史金泰寬, 林亨旭撰文; 文平潤繪圖; 簡郁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524 「察覺力」: 生意興隆店家的不敗祕密! 松下雅憲著; 王美娟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162

送存冊數共計：178

臺灣車輛職能發展學會



9789865115531 高蛋白增肌減重料理151: 醫學博士監修!6大食材特調,均衡好吃無負擔主婦之友社編著; 安珀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548 料理家.營養師教你選對食材: 輕鬆提升免疫力Best料理100道金丸絵里加著; 黃筱涵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562 養生暖湯38品: 對症喝湯!養胃x美肌x提升免疫力山田奈美著; 安珀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579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15586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15593 山田和少年 三田織作; 林香吟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609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井上小春作; 李昆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15616 兩隻獅子 古矢渚作; KUMAKO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630 穿著人偶裝的你 ん村作; 謝旻釗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647 別對映像研出手! 大童澄瞳作; 張文俊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15661 心跳停止開始的戀愛 南志都作; 朔小方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678 FILES 里つばめ漫畫; 小春日和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685 我們失去的東西 名目古グリズリー漫畫; kyo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692 狸貓狸貓 貓野まりこ原作; 小春日和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715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15722 超鬆軟濕潤戚風蛋糕37款: 沒預約就買不到的人氣甜點名店祕傳中山真由美著; 黃嫣容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739 BL愛愛場景繪畫技巧: 腐味男色激愛畫面這樣畫ポストメディア編輯部編著; 呂郁青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746 日本觀察日記 Moni.摸你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753 鳥類骨骼圖鑑: 從鴕鳥到麻雀，收錄145種珍貴鳥類標本!川上和人著; 蕭辰倢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777 百合寫真集: 女孩們的祕密花園 須崎祐次著; 基基安娜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22049 現代機構學= Modern mechanisms 顏鴻森等著 2020-09-00 1版 平裝

9789865522131 Fostering intercultural EL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rough films: language usage,culture negotiation,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Tzu-chia Chao[作] 2020-08-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22148 ¡Vamos! 劉紹彬作 2020-09-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22155 ¡Vamos! 劉紹彬作 2020-09-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22162 高等會計學 蔡彥卿, 阮瓊華著 2020-09-00 1版 平裝

9789865522179 Your turn to speak Chia-jung Tsai, Tzu-ying Liu, Chun-ching Hsieh[作] 2021-09-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22186 數學 楊精松等編著 2020-09-00 2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522209 財經英文 林明坤著 2020-09-00 1版 平裝

9789865522216 通關實務與法規 林清和著 2020-09-00 10版 平裝

9789865522223 管理學: 核心職能實務 劉偉澍, 許成之著 2020-09-00 1版 平裝

9789865522230 Lectures on advanced calculus Chung-Cheng Kuo著 2020-09-00 3版 平裝

9789865522254 管理: 一場思辨之旅 許士軍著 2020-09-00 1版 精裝

9789865522261 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 鍾國亮著 2020-09-00 7版 平裝

9789865522384 會計學概要習題解答 杜榮瑞,　薛富井, 蔡彥卿,　林修葳編著 2020-10-00 6版4刷 平裝

9789865522391 會計學習題解答 黃荃, 李明德著 2016-07-00 1版 平裝

9789865522407 會計學習題解答 杜榮瑞, 薛富井, 蔡彥卿, 林修葳編著 2020-10-00 7版6刷 平裝

9789865522414 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 一 杜詩統, 楊錦洲, 錢定國編著 2017-10-00 初版10刷 平裝

9789865522421 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 二 杜詩統, 楊錦洲, 錢定國編著 2019-03-00 1版13刷 平裝

9789865522438 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 三 杜詩統, 楊錦洲, 錢定國編著 2019-03-00 1版10刷 平裝

9789865522445 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 四 杜詩統, 楊錦洲, 錢定國編著 2019-03-00 1版11刷 平裝

9789865522452 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數學(全) 杜詩統, 楊錦洲, 錢定國編著 2019-09-00 1版5刷 平裝

9789865522469 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物理學 郝士廉、林世鋒編著 2019-03-00 1版9刷 平裝 上冊

9789865522476 五年制工業專科學校物理學 郝士廉、林世鋒編著 2019-09-00 1版9刷 平裝 下冊

9789865522483 東華當代英文法練習. 上冊 曾淵培編著 2018-05-00 5版19刷 平裝

9789865522490 東華當代英文法練習. 下冊 曾淵培編著 2018-05-00 5版17刷 平裝

9789865522513 東華當代英文法練習解答. 上冊 曾淵培編著 2020-02-00 初版13刷 平裝

9789865522520 東華當代英文法練習解答. 下冊 曾淵培編著 2018-01-00 1版12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86097 這裡是羅德斯: 東亞國際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여기가 로도스다: 동아시아 국제주의의 이상과 현실崔元植著; 南海仙, 王艷麗, 徐黎明, 崔金瑛, 延光錫, 劉惠瑩, 汪波, 趙莉譯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89392 時代光點: 臺灣民報一九二五年新年特大號重製及解碼蔣朝根編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全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英文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7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8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81233 當代客家文學. 2020 黃子堯主編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08698 兩岸三地國際空間設計大獎專集 黃長美總監 2020-12-00 精裝

9789860601701 食衣住行綠建築= Green building in our life 張雅雲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926546 在民族靈魂的遠處 高亞彪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8002 珠寶刺繡與設計應用 黃丹怡作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8019 原型設計袋包專題: 讓初學者也能成功開發袋包產品的第一步黃丹怡作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8026 格繡工藝簡史與服飾工藝典藏實踐 黃丹怡作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78033 刺繡初心者也OK的!Lunéville法式鉤針刺繡鉤針應用基礎練習帖黃丹怡作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5401 超越: 臺灣陶瓷雕塑學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2021第一屆游忠平, 許明香總策劃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31554 基督徒與革命: 劉靜庵獄中書簡及其他 曾慶豹主編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31615 生命之靈: 田立克生態聖靈論的研究= Life as spirit: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ecological pneumatology陳家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31622 危機與釋經: 潘霍華在教會抗爭時期的聖經詮釋1935-1938= Crisis and exegesis: Dietrich Bonhoeffer's Biblical exegesis during the Kirchenkampf,1935-1938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著; 歐力仁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09594 當代新加坡民主政治 施正鋒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94659 各國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權 施正鋒主編 2018-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94680 當前國際戰略: 美中競爭與台灣 施正鋒, 王崑義主編 2019-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48537 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 施正鋒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48544 獨立建國的滋味 施正鋒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8209008 當代紐西蘭民主政治 施正鋒, 謝若蘭主編 2006-02-00 平裝

9789868209084 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施正鋒, 謝若蘭主編 2009-05-00 平裝

9789868609501 當前臺灣戰略的發展與挑戰 施正鋒主編 2010-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70741 勞動僱用資本: 以經濟民主翻轉資本主義之路= When labor hires capital: overturning capitalism with ''economic democracy''張烽益, 洪敬舒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92074 鄉村小旅行. 下 鄭健雄主編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勞工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鄉村旅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陶瓷雕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高等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筆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2656 台灣曆書. 一一0年 玄義宮編輯委員會編輯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02929 對話= In dialogue 郭芳玲等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60328 肖像擺指南: 昨日即明天= Compass encompass: yesterdays are tomorrow呂岱如, 方彥翔, 彭若瑩, 奧村雄樹作; 呂岱如, 方彥翔, 彭若瑩主編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8660335 譚美A Move for Tammy 余政達, 徐詩雨, 蕭伯均作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8660342 終章= T.C.A Conclusion 蘇珀琪, 呂岱如, 楊俊, 鄭美雅, 余政達, 徐詩雨作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8660359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2010-2012,2013-2014= Taipe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2010-2012,2013-2014鄭美雅主編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0608 老屋簷新美蹟= Old house new style 朱秀麗, 郭昕俞, 吳欣恬, 沈筠雅採訪撰稿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1518183 劍花室詩集校注 江寶釵校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558847 雙十同慶:慶祝糖尿病協會成立二十週年 林宏達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8558854 源遠長隆 林宏達編著 2021-0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2306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20週年紀念專刊 張上淳, 楊仁宏, 賴其萬, 林其和, 劉克明, 呂佩穎, 陳震寰, 方基存, 張曉平, 鄭國良編輯2020-1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2302 新派繪畫的拼合/裝置: 臺灣在巴西聖保羅雙年展的參展脈絡1957-1973= Combine and install the "New Painting": Taiwan art in São Paulo Biennial (1957-1973)蔣伯欣著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3626 我變笨都是公司的錯!看企業組織如何毀掉聰明人才= Schwarmdumm: so blöd sind wir nur gemeinsam岡特.迪克(Gunter Dueck)著; 朱庭儀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3633 讓散戶賺起來: 12萬就能開始,4項選股指標、一套SOP,年賺15%的獲利公式菲爾.湯恩(Phil Town)著; 劉奕吟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3640 社畜的財務自由計畫 遊牧民(유목민)著; 蔡佩君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3657 當代財經大師的理財通識課: 21招理財建議教你過上一個不缺錢的人生喬納森.克雷蒙(Jonathan Clements)著; 梁東屏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3664 愈說「不」愈自由,還能當好人: 堅守底線,贏回尊重與時間的十大拒絕策略= The art of saying no: how to stand your ground,reclaim your time and energy,and refuse to be taken for granted(without feeling guilty!)戴蒙.札哈里斯(Damon Zahariades)著; 賴孟宗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1609119 鐵雪告白: 遷台初期文藝政策下的美術創作(1949-1984)沈孝雯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8304 然後呢? Joyce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磐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糖尿病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樂屋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奧福教育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895351 自我解放肌痛點: 痠痛檢測、伸展、按摩、肌力訓練許憶婷, 李瑋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95382 哭吧!小不幸人生: 這世界很煩很難 但總會有辦法的！小不幸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95382 哭吧!小不幸人生: 這世界很煩很難 但總會有辦法的！小不幸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95399 我的休日旅行手帳: 日本IG人氣作家教你打造自己的風格手記,獨創表格X拆解步驟X裝飾妙招,解救手殘系的你mini_minor作; 柯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95405 減肥,我要飽飽地瘦下去 仰望尾迹雲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95412 一萬天不休跑: 地才跑步教練黃崇華與他的31年跑界風雲黃崇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95443 4 CORE YOGA四核心瑜伽: 全身性機能開發瑜伽健身訓練Miya夏米雅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4730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暨相關英語文課程短篇教學論文集. 2020朱介國主編; 鄭秀彬, 李香蘭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911812 科技創新暨經營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202020-1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8205 花束&捧花的設計創意: 從設計概念與設計草圖出發的222款人氣花禮Florist編輯部編著; 陳建成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8150 中國西征: 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濮德培(Peter C. Perdue)著; 葉品岑, 蔡偉傑, 林文凱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8167 海上傭兵: 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鄭維中著; 蔡耀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8174 聆聽花開: 匯聚百工專業一起想像、共同創作 豪華朗機工LuxuryLogico主述; 劉祥蝶Show.D採訪撰文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6713 智慧大健康: AI-AMCT腦波分析系統應用於脊椎保健= Intelligent healthcare: AI-AMCT李青, 李瑞元(Maria R. Lee)著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3155 寒遠 池總渣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33162 寒遠 池總渣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33186 走入你的良夜= Walk into your night 秦三見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3193 反向標記 花誤呀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5307 刀尖愛人= A fatal lover 江洋大刀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621932 證道歌 許冠竑整理 2020-1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1408 記得你个好: 詩畫選集(含樂譜/MV)= Your goodness is always on my mind彭歲玲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8938 醫護數學 張淑婉等合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德惠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澎澎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墨客會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德明財經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科技創新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

墨刻



9789869868945 飲料實務 高琦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868952 西餐烹調實習. 下冊 張世旻, 王申長, 李麗霞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8969 烘焙實務. 下 吳嘉琪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6962 官營移民 吉野村回顧錄 清水半平著; 斎藤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090 延綿的餐桌: 府城米食文化 邱睦容, 鄭安佑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106 流轉的街道: 府城米糧研究 邱睦容, 鄭安佑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113 臺南獨家記憶: 府城米糕栫(餞)研究 張耘書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120 米鄉地圖: 南瀛米食文化 謝玲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137 島內漂泊記事: 臺南都市原住民 曹婷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144 揮動府城的風: 臺南鳥文化 李進裕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182 島嶼浮世繪: 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 蔣竹山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04199 關鍵七十一天: 二戰前後臺灣主體意識的萌芽與論爭阿部賢介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335 詩的小宇宙: 和孩子玩現代詩 韓麗蓮著; 蔡豫寧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2467 幼兒簡易機械: 夢遊幻境(中英對照)= Early simple machines: amazing dreams玩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12474 幼兒簡易機械: 森歷奇境(中英對照)= Early simple machines: forest adventures玩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74287 哲也的翻轉童話. 1 哲也文; 九子等圖 2018-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9674294 哲也的翻轉童話. 2 哲也文; 陳沛珛等圖 2018-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0025 黃瑽寧的身體繪本. 1 黃瑽寧文; Tai Pera圖 2018-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0070 光光老師的生活繪本. 1 廖笙光文; 九子,王秋香圖 2018-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0087 光光老師的情緒繪本. 1 廖笙光文; 王秋香圖 2018-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0476 極光家之味: 食材零浪費,自炊食代的120道華麗家常菜極光著 2018-09-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0810 愛,我的內向小孩 羅怡君著 2018-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2043 張曼娟論語學堂: 夢行者 張曼娟策劃; 高培耘撰寫; 江小A繪圖 2018-11-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2425 你比想像的更聰明 湯瑪士.阿姆斯壯(Thomas Armstrong)文; 王淑玫譯 2018-12-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3934 安心做父母,在愛裡無懼: 黃瑽寧陪你正向育兒,用科學實證打造幸福感家庭黃瑽寧作 2019-04-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3958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讀懂1歲兒,順利睡過夜、終結哭不停親子天下編輯群等作 2019-04-00 其他

9789575034139 父母的語言: 3000萬詞彙打造更強大的學習型大腦丹娜.蘇斯金(Dana Suskind)著; 王素蓮譯 2019-05-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4351 夢想零極限: 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的熱血人生 陳彥博著 2019-06-00 第二版 其他

9789575034559 少年小說怎麼讀?: 從讀到解讀,帶孩子從小說中培養閱讀素養王淑芬著 2019-06-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4795 媽媽的福利時代: 徐玫怡的放養圖文筆記書 徐玫怡文字.繪圖 2019-08-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4894 教室裡的對話練習: 當學思達遇見薩提爾 張輝誠, 李崇建著 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4993 看見四季: 玩藝術.品美學.動手解決問題,四季藝術幼兒園的教育創新之路唐富美, 四季藝術教育機構口述; 李政青書寫; 王慧雲, 李佩芬責任編輯2019-09-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5112 合作課: 從我到我們的團隊練習 吳緯中作 2019-10-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5129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理解4歲兒,趕走壞脾氣、練習耐挫力親子天下編輯群等作; 陳珮雯責任編輯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5211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支持6歲兒,啟動學習動機、體驗「我能感」親子天下編輯群等著; 陳珮雯責任編輯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5242 蒙特梭利教養進行式: 翩翩園長的45個正向教養解方何翩翩著 2019-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5501 這樣開始也不錯,擺脫束縛的一年 葛瑞琴.魯賓(Gretchen Rubin)作; 周宜芳譯 2020-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6287 故事臺灣史. 4: 22個代表臺灣的關鍵事物 胡川安總策劃; 林于煖等作; 慢熟工作室繪; 陳文松審定2020-05-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6300 解碼青春期 喬許.希普(Josh Shipp)作; 李崢嶸, 胡曉宇譯 2020-05-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6447 有效讀寫: 用對方法縮小學習落差,每個孩子都能讀得更好曾世杰著 2020-07-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6768 小學生年度學習行事曆: 班級經營x教學備課x親師溝通,一本搞定!林怡辰著 2020-08-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6850 遊戲現在開始 丹尼斯.馬基爾(Denis Markell)文; 卓妙容譯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6867 晨讀10分鐘: 酷少年故事集 公共電視<>製作團隊, 諶淑婷文; 顏寧儀圖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7024 達克比辦案. 9,冰原迷你象: 巨型動物與復活生物學胡妙芬文; 柯智元圖 2020-1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7031 心理韌性: 顛覆起跑點迷思,教出有耐挫力、熱情與目的感的孩子陳品皓著 2020-1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7048 泡泡精靈. 2, 玩具屋大冒險 嚴淑女文; 蜜可魯圖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575037055 機密任務: 代號X,抓住那個嫌犯!= Code name 姜景琇作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7079 地圖喵: 啟蒙孩子的圖像思維 喬伊絲.海索柏斯(Joyce Hesselberth)文.圖; 高尼可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086 一隻偉大的狗 大衛.卡利(Davide Cali)文; 米蓋爾.坦可(Miguel Tanco)圖; 游珮芸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6

樂疊創意機器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蔚藍文化



9789575037093 小兔子學理財. 1, 小兔子學賺錢= Earn it! (a moneybunny book)辛德斯.麥克勞德(Cinders McLeod)文.圖; 顏銘新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109 小兔子學理財. 2, 小兔子學花錢= Spend it! (a moneybunny book)辛德斯.麥克勞德(Cinders McLeod)文.圖; 顏銘新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116 小兔子學理財. 3, 小兔子學存錢= Save it! (a moneybunny book)辛德斯.麥克勞德(Cinders McLeod)文.圖; 顏銘新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123 小兔子學理財. 4, 小兔子學捐錢= Give it! (a moneybunny book)辛德斯.麥克勞德(Cinders McLeod)文.圖; 顏銘新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130 小兔子學理財= Moneybunnies (earn it! spend it! save it! give it!)辛德斯.麥克勞德(Cinders McLeod)文.圖; 顏銘新譯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9789575037147 科學不思議. 4, 神奇植物吹泡泡 高柳芳惠文; 水上實圖; 邱承宗譯 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154 科學不思議. 5, 隨機現象調查團 小波秀雄文; 小松真也圖; 李佳霖譯 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161 甲蟲男孩. 3, 最終決戰= Battle of the beetles M. G.里奧納(M. G. Leonard)著; 黃意然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7291 我可以很平靜: 一起練習正念靜心 蘇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彼得.雷諾茲(Peter H. Reynolds)圖; 劉清彥譯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321 我們都是人: 一起練習同理心 蘇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彼得.雷諾茲(Peter H. Reynolds)圖; 劉清彥譯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7338 三個問號偵探團. 1, 天堂動物園事件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宋淑明譯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7345 三個問號偵探團. 2, 勇闖恐龍島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宋淑明譯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7352 三個問號偵探團. 3, 唱歌的幽靈 晤爾伏.布朗克,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洪清怡譯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7369 鯊魚島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洪清怡譯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7413 閱讀,動起來. 2, 香港閱讀現場: 開啟一場新的閱讀實驗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策劃.編著 2020-12-00 一版 其他

9789575037581 我們班的新同學 斑傑明.馬利 賴馬文.圖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8335 全圖解教養的真相: 孩子講不聽、叫不動,大人該懂的破冰對話王宏哲作 2020-12-00 一版 其他

9789575038373 科學不思議. 4, 神奇植物吹泡泡 高柳芳惠文; 水上實圖; 邱承宗譯 2021-0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8397 科學不思議. 5, 隨機現象調查團 小波秀雄文; 小松真也圖; 李佳霖譯 2021-0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8458 女力科學家. 1, 物理天后: 推翻宇宙定律的吳健雄何顥思(Teresa Robertson)文; 黃泯瑄(Rebecca Huang)圖; 徐仕美譯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8465 女力科學家. 2, 祕密通訊女神: 斜槓發明家海蒂.拉瑪蘿莉.沃瑪克(Laurie Wallmark)文; 吳菁蓁(Katy Wu)圖; 畢馨云譯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8472 女力科學家. 3, 程式語言女王: 揪出電腦bug的葛麗絲.霍普蘿莉.沃瑪克(Laurie Wallmark)文; 吳菁蓁(Katy Wu)圖; 徐仕美譯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8489 我們班的新同學班傑明.馬利 賴馬文.圖 2021-01-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8519 機密任務. 1, 代號X,抓住那個嫌犯! 姜景琇著; 簡郁璇譯 2021-0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575038960 家有學前兒 友善醫療孩⼦不怕看醫⽣. 上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5038991 教養小書包: 青春期教養SOS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5039301 家有學前兒: 友善醫療孩⼦不怕看醫⽣. 下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5039530 黃瑽寧醫師健康小講堂: 孩子的身體說明書 黃瑽寧著 2021-01-00 其他

9789575039547 王文華的教養妙錦囊: 21道教養練習題,親子互動更緊密王文華著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641735 糖果X甜點的手作日常: 馬卡龍、軟糖、棉花糖、米香等甜品配方大公開Even(林憶雯)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41742 港點小王子鄭元勳的伴手禮點心 鄭元勳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41759 13種麵團教你在家做出天然饅頭包子花捲 陳麒文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41766 新手零失敗!一次學會人氣常溫蛋糕基礎&裝飾變化郭士弘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592531 20XX年革命家設計課: 夢想、推測、思辨,藝術家打造未來社會的實踐之路長谷川愛作; 林詠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555 養氣經絡瑜伽: 運用經絡的氣行導引、認識五臟的養護方法,提升生命能量葉鳳凰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562 修道院點心食譜: 用最簡單的材料與步驟做出療癒美味,西班牙修女傳承百年的手感烘焙配方= 修道院のお菓子: スペイン修道女のレシピ丸山久美著; 邱喜麗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92579 鉛筆的祕密生活: 頂尖創意工作者與他們的忠實夥伴= The secret life of the pencil亞歷克斯.哈蒙德(Alex Hammond), 邁克.田尼(Mike Tinney)作; 吳國慶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592586 設計摺學: 立體包裝: 從完美展開圖到絕妙包裝盒,設計師不可不知的立體結構生成術= Structural packaging： design your own boxes and 3-D forms保羅.傑克森(Paul Jackson)著; 李弘善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92593 肉食星球: 人造鮮肉與襲捲而來的飲食文化= Meat planet: artificial flesh and the future of food班哲明.阿爾德斯.烏爾加夫特(Benjamin Aldes Wurgaft)作; 林潔盈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16 辰巳芳子的煲湯教本.日式= 辰巳芳子 スープの手ほどき 和の部辰巳芳子著; 陳心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23 辰巳芳子的煲湯教本.西式= 辰巳芳子 スープの手ほどき 洋の部辰巳芳子著; 陳心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30 奶茶風味學 邱震忠, 韓奕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47 瘋甜點自學全書: 法國超人氣甜點雜誌精選40頂尖主廚無私傳授85道名店級配方&職人技巧,打造出地表最強法式甜點工具書= Fou de pâtisserie克萊兒.比瓊(Claire Pichon)作; Claire L.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592654 一個人的小鍋料理(暢銷紀念版): 不需市售高湯或湯底,10分鐘就能快速搞定營養均衡又方便的50道超值小火鍋小田真規子著; 林美琪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92661 創新前衛的分子料理: 20種容易理解的技法.40道顛覆味蕾的食譜(暢銷普及版)= Petit précis de cuisine moléculaire安娜.卡卓(Anne Cazor), 克麗絲汀.雷納(Christine Liénard)合著; 蒲欣珍譯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92678 愛哭的人才不是膽小鬼: 精神科醫師開給你的不藥處方,超過20萬粉絲追蹤、1秒掃除不安與煩惱的高效解憂語錄Tomy著; 連雪雅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85 Gin & Tonic琴通寧雞尾酒完美調配全書 佛雷德利.杜布瓦(Frédéric Du Bois), 伊莎貝爾.布斯(Isabel Boons)著; 李雅玲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39113 重現世界歷史輕鬆讀(漫畫版) 張武順編輯工作室編輯製作; 韓峰漫畫繪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興日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3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積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6828 從泥土中站起來 番薯王成為大學校長: 陳振貴的實踐之路陳振貴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36835 漢譯<>的文本與如來藏思想特色 蔡孔章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69633 小學生全方位作文 學生週刊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2020-12-00 初版三刷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3032 金融怪傑: 全球頂尖交易高手對談錄(30周年紀念版)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俞濟群, 王永健譯2020-12-00 三版 其他

9789869933049 股票作手回憶錄(經典新校版)=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愛德溫·勒斐佛(Edwin Lefèvre)著; 真如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33063 新金融怪傑: 頂尖操盤手的致勝之鑰(30周年紀念版)= The new market wizards: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s top traders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羅耀宗, 俞濟群譯2021-03-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33070 新金融怪傑: 頂尖操盤手的致勝之鑰(30周年紀念版)= The new market wizards: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s top traders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羅耀宗, 俞濟群譯2021-03-00 二版 平裝 下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447935 D機關. 1, JOKER GAME 柳廣司著; 高詹燦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447942 D機關. 2, Double joker 柳廣司著; 高詹燦, 王華懋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447959 D機關. 3, Paradise lost 柳廣司著; 劉子倩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447966 D機關. 4, Last waltz 柳廣司著; 王華懋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447980 不可知論偵探: 捨身羅漢篇 薛西斯, 鸚鵡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47997 人質卡農 宮部美幸著; 李彥樺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019 時空旅人的沙漏 方丈貴惠著; 李彥樺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002 朋友未遂 宮西真冬著; 鍾雨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026 瘋狂山脈 H.P.洛夫克拉夫特著; 田邊剛繪; 李彥樺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81033 瘋狂山脈 H.P.洛夫克拉夫特著; 田邊剛繪; 李彥樺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81040 瘋狂山脈 H.P.洛夫克拉夫特著; 田邊剛繪; 李彥樺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9981057 瘋狂山脈 H.P.洛夫克拉夫特著; 田邊剛繪; 李彥樺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0811 嚴重氣喘案例集 沈聲燁等撰寫; 許超群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3492 「教育的現在與未來: 跨域、創新、共創、共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洪川茹, 白惠如, 陳玫鈴, 張國威, 林卉淇, 高宏儀, 謝璧璟編輯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331506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I(教師用) 陳文博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13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I 陳文博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20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生物. I 張春梅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37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生物. I(教師用) 張春梅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44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生物. II(教師用) 楊智傑, 吳庭瑜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51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生物. II 楊智傑, 吳庭瑜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68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I(教師用) 陳世清, 鄭光泓, 顏銘裕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75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I 陳世清, 鄭光泓, 顏銘裕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82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II(教師用) 陳世清, 鄭光泓, 顏銘裕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59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II 陳世清, 鄭光泓, 顏銘裕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05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II(教師用) 張懷哲, 陳文博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12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II 張懷哲, 陳文博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98 高中自然科學探索.物理 劉國棟, 鄭光泓, 汪登隴, 陳文賢, 楊志忠, 戴仁欽, 王尊信, 劉坤昌, 簡麗賢編著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臻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生週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送存冊數共計：1

獨立作家



9789863331704 高中自然科學探索.化學 黃業建, 陳立偉, 劉獻文, 鄭文章, 洪碩靖, 倪行健編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11 高中自然科學探索.生物 蘇懿生, 吳家進, 陳志郎, 鄭楷騰, 林靜吟, 謝建智, 林琬亭, 王瑋龍, 周雅嵐, 杜侑哲編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28 高中自然科學探索.地球科學 楊佳勳, 劉昀姍, 林佩瑩, 阿虎, 張堯婷, 黃建文, 許舜婷, 陳宏銘, 謝曜宇, 劉麗純編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35 高中選修生物素養題本. III(教師用) 蘇懿生, 呂亞立, 楊雅齡, 陳閔鉉, 曾愷芯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008 高中選修生物習作. III 陳昱豪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40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化學 曾遠煌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16 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何玨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23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生物 許美蓮, 李麗敏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43 英文翻譯句型100= 100 Sentence structures 南玉貞, 習敏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50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生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李貞苡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67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物理 施銘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74 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林怡慶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166 主題式翻譯= Translation by topics 王郁惠, 王靖賢, 鄭翔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272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化學 陳文博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333296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物理 陳世清, 顏銘裕, 鄭光泓, 陳禹潔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333937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歷史. 1-3冊 葉語君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4489 證嚴法師說故事: 小過受苦報(中英對照版)= Master Cheng Yen tells stories: gavampati's karmic retributions釋證嚴講述 2020-11-00 精裝

9789869874496 證嚴法師說故事: 頭髮築巢(中英對照版)= Master Cheng Yen tells stories: the most unlikely home釋證嚴講述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60403 證嚴法師說故事: 牧童哭牛(中英對照版)= Master Cheng Yen tells stories: the herd boy釋證嚴講述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60410 Dharma as water: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volume 3Shih Cheng Yen[作] 2020-09-00 其他

9789869960427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藥草喻 化城喻 衣珠喻釋證嚴講述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60434 A steady heart and steady practice: stories for living a good lifeauthor Shih Cheng Yen; translation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2020-11-00 平裝

9789869960441 靜思法髓妙蓮華: 方便品第二 釋證嚴講述 2020-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9960458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火宅喻. 壹 釋證嚴講述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60465 Teachings and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infinite meaningsauthor Shih Cheng Yen; translation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2021-01-00 平裝 全套

9789869960472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9960489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火宅喻. 貳 釋證嚴講述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305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髻珠喻 醫子喻 釋證嚴講述 2021-03-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81783 呂仁清書法回顧展作品選集 呂仁清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8102 專業譯者必修的商業思維: 譯者的定位、行銷與商業模式全攻略周群英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143472 關稅文牘輯要 陳海超編著 2021-01-00 再版 平裝

9789576143489 中華幣制史料兩種 張家驤, 徐滄水編著 2021-01-00 再版 平裝 全套

9789576143496 欽定中樞政考 (清)蘇泰等撰; (清)明亮等修訂 2021-01-00 再版 平裝 全套

9789576143519 山谷詩內外集注 (宋)黃庭堅著; (清)任淵, 史容, 史溫注 2021-01-00 再版 平裝 全套

9789576143526 大風堂詩 張大千著 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576143533 國語語法: 中國話的文法 趙元任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7000 y拖神速奇跡RUN世界: 原來拖鞋這麼好跑!管它什麼馬?突破自己跟上來!呂淑珍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龍峰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晟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研翻譯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蕙風堂



9789869584234 TEAM20建築與規劃新人獎. 2020 樺晟集團編著 2020-10-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310915 國中會考必備1200字 劉毅主編 2015-06-00 一版二刷 平裝

9789862310922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試題詳解. 105年 劉毅主編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0939 歷屆國中會考英文試題全集(珍藏版) 劉毅主編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0946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試題詳解. 106年 劉毅主編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0953 國中2000分類輕鬆背= Memorize 2000 words the easy way劉毅主編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0977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試題詳解. 107年 劉毅主編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1028 會考聽力測驗500題(教師手冊) 劉毅主編 201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1585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試題詳解. 108年 劉毅主編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1592 基礎英文法測驗= Grammar test for beginners 陳瑠琍主編 2019-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311806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本 李冠勳主編 2019-01-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1912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本 李冠勳主編 2018-08-00 新修訂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1929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 Christian Adams執筆; 李冠勳主編 2015-12-00 新修訂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1936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測驗 Christian Adams執筆; 李冠勳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1943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入門測驗本 李冠勳主編 2020-05-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1950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入門 李冠勳主編 2015-11-00 新修訂 其他

9789862311967 國中會考英語模擬試題 葉哲榮主編 2017-08-00 新修訂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018 國中會考英語模擬試題. 2, 教師手冊 葉哲榮主編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025 會考克漏字500題(題本) 劉毅主編 2019-09-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032 會考克漏字500題(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8-06-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049 會考單字文法500題(題本) 李冠勳主編 2020-02-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056 會考單字文法500題(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6-10-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063 會考閱讀測驗500題(題本) 李冠勳主編 2019-10-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070 會考閱讀測驗500題(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8-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124 會考單字文法考前660題(題本) 李冠勳主編 2020-05-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148 會考單字文法考前660題(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7-04-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155 國中會考閱讀測驗. 1, 題本 李冠勳主編 2020-04-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162 國中會考閱讀測驗. 1, 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5-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179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進階測驗本 李冠勳主編 2019-1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186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進階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6-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2312193 國中2000分類輕鬆背教本= Memorize 2000 words the easy way textbook劉毅主編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209 國中會考英語模擬試題 劉毅主編 2019-08-00 新修訂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2216 國中會考英語模擬試題. 3, 教師手冊 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223 國中會考閱讀測驗進階. 1, 題本 李冠勳主編 2019-1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230 國中會考閱讀測驗進階. 1, 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247 會考聽力測驗500題(題本) 劉毅主編 2020-02-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254 國中會考英語模擬試題 劉毅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2312261 國中會考英語模擬試題. 4, 教師手冊 劉毅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278 升高中常考成語= Key idiom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謝沛叡主編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285 新初檢複試測驗教師手冊= Elementary level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李冠勳主編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292 新初檢複試測驗教師手冊 = Elementary level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劉毅主編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308 新初檢複試測驗教師手冊 = Elementary level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劉毅主編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2315 中級英語字彙500題 劉毅主編 2020-07-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322 中級英檢公佈字彙(錄音版)= Official word list released by the GEPT劉毅主編 2021-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339 新中檢複試測驗教師手冊=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writing & speak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04-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2346 新中檢複試測驗教師手冊=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writing & speak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1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2312353 文法句型180 劉毅修編 2017-04-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360 國中常用2000字(附贈錄音QR碼) 劉毅主編 2020-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312377 中級英語閱讀測驗 劉毅主編 2020-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384 新中檢複試測驗題本=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writing & speak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391 新中檢複試測驗題本=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writing & speak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407 初級英語字彙500題題本 謝沛叡主編 2017-04-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414 初級英語字彙500題教師手冊 謝沛叡主編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421 新中檢初試測驗題本=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8-01-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438 新中檢初試測驗教師手冊=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445 初級英語克漏字250題題本 謝沛叡主編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452 初級英語克漏字250題教師手冊 謝沛叡主編 2016-07-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習



9789862312469 初級英語閱讀測驗150題題本 葉哲榮主編 2019-05-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476 初級英語閱讀測驗150題教師手冊 葉哲榮主編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483 初級英檢閱讀能力測驗題本 李冠勳主編 2019-01-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506 初級英檢閱讀能力測驗題本 李冠勳主編 2020-09-00 新修訂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490 初級英檢閱讀能力測驗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513 初級英檢閱讀能力測驗教師手冊 李冠勳主編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537 新初檢複試測驗= Elementary level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李冠勳主編 2019-08-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544 新初檢複試測驗題本= Elementary level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劉毅主編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568 新初檢複試測驗題本= Elementary level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劉毅主編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2575 新中檢初試測驗題本=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test蔡琇瑩主編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582 新中檢初試測驗教師手冊=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test蔡琇瑩主編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599 新初檢模擬試題(附贈錄音QR碼) 劉毅主編 2020-06-00 新修訂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605 新初檢模擬試題(附贈錄音QR碼) 劉毅主編 2020-05-00 新修訂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2612 中級英語閱讀測驗(學生用書) 劉毅主編 2020-07-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629 中級英語克漏字測驗(學生用書) 劉毅主編 2020-1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2636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7-12-00 一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2312643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2312650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2312667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2312674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2312681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2312698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2312704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2312711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2312728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2312742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2312759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2312766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2312773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2313060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8-07-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2735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2018=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8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9789862312780 高中常用字彙. 第6級 劉毅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803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2312810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2312827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2312841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2312797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2313046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2018-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9789862312834 用字尾背高中字彙. 第6級 劉毅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858 高中常用字彙. 第5級 劉毅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865 用字尾背高中字彙. 第5級 劉毅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872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3年 劉毅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889 全新!全真多益模擬試題= New TOEIC model test book劉毅主編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896 全新!全真多益模擬試題= New TOEIC model test book劉毅主編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2902 全新!全真多益模擬試題= New TOEIC model test book劉毅主編 2017-01-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919 全新!全真多益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TOEIC model test book劉毅主編 2016-06-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2926 全新!全真多益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TOEIC model test book劉毅主編 2016-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2312940 全新!全真多益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TOEIC model test book劉毅主編 2016-11-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9789862312933 高中英文單字比賽題庫. 1 = N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vocabulary contest 16 complete tests劉毅主編; Chirstian Adams錄音 2014-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2312957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詳解. 1 =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senior high school李冠勳主編; Christian Adams執筆 2014-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2312964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6=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6劉毅主編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2988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6=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6劉毅主編 201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2971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試題詳解. 103年 劉毅主編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2995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2017=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7劉毅主編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3008 高中常用7000字解析(豪華版)= The most used English vocabulary 7000 words劉毅主編 2020-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015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進階(詳解) =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senior high school李冠勳主編 2015-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2313084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2017=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 2017劉毅主編 2017-06-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2313022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4年 劉毅主編 2015-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039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5年 劉毅主編 2016-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053 學測4000字隨身背 = A pocketbook of English vocabulary 4000 words劉毅主編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077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試題詳解. 105年 劉毅主編 2016-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091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6年 劉毅主編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07 7000字克漏字詳解=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cloze tests劉毅主編 2019-03-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114 歷屆大學學測英文試題詳解. 2 劉毅主編 2017-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21 高中7000字測驗題庫= 40 Tests of the most used English vocabulary 7000 words劉毅主編 2019-07-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138 托福網路獨立寫作185篇= Internet-based TOEFL writing test劉毅主編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45 如何寫英文作文 = How to write English compositions劉毅主編 2017-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52 7000字文意選填詳解=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word choice: complete the gaps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69 7000字閱讀測驗詳解=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劉毅主編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76 7000字學測試題詳解=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college entrance mock examinations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83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試題詳解. 106年 劉毅主編 2017-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190 時速破百單字快速記憶 = Vocabulary express 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213 少兒英語聽力測驗= Elementary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s劉毅主編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220 少兒英語聽力測驗= Elementary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s劉毅主編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3237 少兒英語聽力測驗= Elementary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s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3206 第6級單字輕鬆背= Memorize level six vocabulary the easy way劉毅主編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244 高中常考3500分類輕鬆背= Memorize college entrance exam vocabulary the easy way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251 少兒英語語法測驗= Elementary English grammar for senior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275 高中生必背4500字測驗 = 30 Tests of the essential 4500 word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268 少兒英語短篇寫作= Elementary English composition劉毅主編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282 高中生必背4500字 = The essential 4500 word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299 少兒英語完形填空= Elementary English cloze tests for senior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305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7年 劉毅主編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312 少兒英語閱讀測驗= Elementary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for senior students劉毅主編 2020-11-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329 高中生必背4500字隨身背= The essential 4500 word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9-06-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336 升大學詞彙3500 = The essential 3500 words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劉毅主編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343 7000字篇章結構詳解=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mplete the passages劉毅主編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350 20天背完詞彙3500 = Memorize 3500 words in 20 days!劉毅主編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367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8年 劉毅主編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374 升大學必考1000字 劉毅主編 2019-08-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381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試題詳解. 108年 劉毅主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398 小學生英語字彙輕鬆背= Memorize elementary vocabulary the easy way劉毅主編 2017-12-00 一版二刷 平裝

9789862313404 英語看圖即席演講= Improvised speeches from pictures劉毅主編 2014-09-00 新修訂 其他

9789862313411 小學英檢公佈字彙輕鬆背= Memorize GEPT kids vocabulary the easy way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428 小學生英語演講= English speeche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7-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2313435 小學英檢聽力測驗教師手冊= GEPT kid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3442 小學英檢閱讀測驗教師手冊= GEPT kids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459 考前72小時字彙 劉毅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466 用字尾背7000字 劉毅主編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473 小學英檢閱讀與寫作測驗題本= GEPT kids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480 小學英檢閱讀與寫作測驗教師手冊= GEPT kids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李冠勳主編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497 學習小學英檢試題題)= Elementary English proficiency model tests for kids李冠勳主編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503 學習小學英檢試題教師手冊= Elementary English proficiency model tests for kids李冠勳主編 2017-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3510 ECL字彙 劉毅作 2021-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527 網紅英語2000句 = Online celebrity English 2000 劉毅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534 基本英文法教本. 1 = Fundamental English grammar劉毅主編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541 學習小學英檢聽力測驗題本= Elementary English proficiency listening tests for kids李冠勳主編 2019-09-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558 學習小學英檢聽力測驗教師手冊= Elementary English proficiency listening tests for kids李冠勳主編 2017-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3565 用會話背7000字. 1 = Memorize vocabulary with one breath English conversation劉毅主編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572 一分鐘背9個單字 劉毅主編 2017-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2313589 學習小學英檢閱讀測驗題本= Elementary English proficiency reading tests for kids李冠勳主編 2019-09-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596 學習小學英檢閱讀測驗教師手冊= Elementary English proficiency reading tests for kids李冠勳主編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602 用會話背7000字. 1(QR碼版) = Memorize vocabulary with one breath English conversation劉毅主編 2017-06-00 一版二刷 其他

9789862313619 小學英檢模擬試題題本= GEPT kids model test 李冠勳主編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626 用會話背7000字教本. 1= Memorize vocabulary with one breath English conversation劉毅主編 2017-10-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633 一分鐘背9個單字教本 劉毅主編 2017-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640 小學英檢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GEPT kids model test李冠勳主編 2016-0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2313657 文法寶典全集= Treasury of English grammar 劉毅編著 2016-08-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664 小學英檢聽力測驗題本= GEPT kid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671 英文同義字典=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劉毅主編 2020-09-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688 小學英檢閱讀測驗題本= GEPT kids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李冠勳主編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695 英文字根字典=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word roots劉毅主編 2019-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701 一口氣背7000字 劉毅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718 英語口試寶典 = A treasury of English oral tests 劉毅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855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7-04-00 新修訂 平裝 第10冊

9789862313862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4-09-00 新修訂 平裝 第15冊

9789862313879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4-09-00 新修訂 平裝 第16冊

9789862313732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5-07-00 新修訂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3749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5-09-00 新修訂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3756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7-04-00 新修訂 平裝 第7冊

9789862313831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7-04-00 新修訂 平裝 第8冊

9789862313848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7-04-00 新修訂 平裝 第9冊

9789862313725 英文一字金 = One word English 劉毅主編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3763 英文一字金 = One word English 劉毅主編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13770 英文一字金 = One word English 劉毅主編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13787 英文一字金 = One word English 劉毅主編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2313794 英文一字金 = One word English 劉毅主編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2313800 英文一字金 = One word English 劉毅主編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2313817 英文一字金教本. 1, 成功勵志經 劉毅主編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824 英文一字金. 6, 激勵演講經 劉毅主編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上集

9789862313909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4-05-00 再版修訂 平裝 第12冊

9789862313916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4-05-00 再版修訂 平裝 第13冊

9789862313923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4-05-00 再版修訂 平裝 第14冊

9789862313886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6-06-00 再版修訂 平裝 第4冊

9789862313893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6-06-00 再版修訂 平裝 第5冊

9789862313930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6-07-00 二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2313947 一口氣背7000字隨身背=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4-07-00 再版 平裝

9789862313954 一口氣背SAT字彙= SAT vocabulary in one breath English劉毅主編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3961 一口氣背7000字合集. 1-16=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19-04-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978 一口氣背呼口號英語= Chant slogans in English 劉毅主編 2015-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985 一口氣背TOEIC字彙= TOEIC vocabulary in one breath English劉毅主編 2019-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3992 一口氣背7000字(精簡版)=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2020-08-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005 一口氣背會話全集(精簡版). 1-12 劉毅主編 2015-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012 一口氣背會話. 上集, 1-6 劉毅主編 2017-09-00 新修訂 其他

9789862314029 一口氣必考字彙極短句= Memorize essential vocabulary with short sentences劉毅主編 2018-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036 一口氣背單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劉毅主編 2020-02-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043 一口氣英語= One breath English 劉毅主編 2020-08-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4050 一口氣必考字彙極短句教本= Memorize essential vocabulary with short sentences textbook劉毅主編 2018-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067 學測考前大猜題 蔡琇瑩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074 極簡高中文法= Make grammar simple 劉毅主編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081 極簡高中字彙= Make vocabulary easy 劉毅主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098 極簡高中閱讀測驗= Make reading tests easy 劉毅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104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試題詳解. 104年 劉毅主編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128 高中字彙隨身測驗. 第6級= Level 6 vocabulary test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135 高中字彙隨身測驗. 第5級= Level 5 vocabulary test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劉毅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142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題本=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senior high school李冠勳主編 2015-01-00 新修訂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4159 一天背好狄克生成語教本= Finish Dixon's idioms in one day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166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進階題本=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for senior high school李冠勳主編 2015-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173 一口氣背文法教本= Learning grammar with one breath English劉毅主編 2017-07-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180 全真文法450題教本= Grammar tests made simple 450 questions from genuine entrance examinations劉毅主編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197 7000字克漏字教本=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cloze tests劉毅主編 2018-02-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203 7000字測驗題庫教本 劉毅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14111 一口氣考試英語教本 = One breath English for test preparation劉毅主編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210 全真克漏字282題教本= Comprehensive cloze tests 282 questions from genuine entrance examinations劉毅主編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227 全真閱讀測驗教本=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direct from genuine entrance exams李冠勳主編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234 英文字根串聯記憶教本 = The root word connection method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241 升大學英作文教本= English composition textbook fo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劉毅主編 2018-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258 近五年學測英文試題教本 劉毅主編 2017-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265 用字根背單字教本 = Using word roots to memorize vocabulary劉毅主編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272 一天背好1000單字教本= Memorize 1000 words in a day劉毅主編 2017-07-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289 台灣.大陸大學入試全真英文試題教本 = Genuine college entrance English exams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296 英文翻譯句型教本= Chinese-to-English sentence patterns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02 大學入試文意選填教本= Word choice: Complete the gaps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19 7000字文意選填教本=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word choice: complete the gaps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26 大學入試篇章結構教本=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sentence completion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33 7000字閱讀測驗教本=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劉毅主編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40 高中必考英文法教本= High school grammar frequently used on all English exams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57 7000字學測試題教本=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college entrance mock examinations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64 演講式英語教本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eeches劉毅主編 2016-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71 如何寫看圖英作文教本 劉毅主編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88 高中書信英作文教本= How to write a letter in English textbook劉毅主編 2017-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395 第6級單字輕鬆背教本= Memorize level six vocabulary the easy way劉毅主編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01 高中常考3500分類輕鬆背教本= Memorize college entrance exam vocabulary the easy way textbook劉毅主編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18 7000字篇章結構教本=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mplete the passages劉毅主編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25 一口氣背文法= Learning grammar with one breath English劉毅主編 2019-10-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432 全真克漏字282題詳解= Comprehensive cloze tests 282 questions from genuine entrance examinations劉毅主編 2015-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49 全真文法450題詳解= Grammar tests made simple 450 questions from genuine entrance examinations劉毅主編 2015-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56 全真閱讀測驗詳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direct from genuine entrance exams李冠勳主編 2016-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63 一天背好狄克生成語= Finish Dixon's idioms in one day劉毅主編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70 英文翻譯句型教師手冊= Chinese-to-English sentence patterns劉毅主編 2016-09-00 新修訂 平裝

9789575199609 高中7000字測驗題庫教本 劉毅主編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199654 升大學成語1000 劉毅主編 2008-05-00 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6106 費洛蒙: 遠距離= Pheromone: distance 李雅雯主編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690894 企業如何實施目視管理 鄭貞銘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90900 如何診斷企業生產狀況 何永祺, 黃憲仁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90917 培訓師手冊 張可武, 任賢旺, 黃憲仁編著 2020-04-00 增訂六版 平裝

9789863690924 商業簡報技巧 呂國兵編著 2020-08-00 增訂二版 平裝

9789863690931 企業診斷實務 黃憲仁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90948 快速架設連鎖加盟帝國 陳立國, 吳宇軒, 黃佳柱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90955 採購談判與議價技巧 丁振國, 黃憲仁編著 2021-01-00 增訂四版 平裝

9789863690962 連鎖業開店複製流程 趙永光, 陳立國編著 2021-02-00 增訂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646612 彌勒佛七經 彌勒佛懺: 大宇宙龍華三會總收圓大圓滿林憲卿編著 2021-01-00 再版 平裝

9789868646629 彌勒佛七經 彌勒佛懺: 大宇宙龍華三會總收圓大圓滿林憲卿編著 2021-01-00 再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4791 王牌律師的漫畫離婚日記: 最實用、最貼近生活的婚姻諮詢室趙仁涉文字; 朴恩禪插圖; 魏汝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4607 筋膜修復瑜伽: 舒緩全身痠痛、達到身心平衡的軟木按摩法陳積善; 黃瑞欣合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4614 只要5步驟,小資族也能提早實現財務自由: 運用「ASSET」方程式致富的練習課張Ceci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4621 出發到35個城市的尋寶遊戲書 紅色鯨魚, 朴貞雅著; 魏汝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3015 橫山USR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成果專輯. III: 在地.環保.創新.永續ALLINONE= SHU-TE University Hengshan USR green connotation action project (III)盧圓華總編輯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623886 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八卷 許天銓等著; 李季鴻主編 2019-06-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2623930 帶媽媽去旅行幸福全攻略 果媽、林果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樹德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學慈航普渡

送存種數共計：211

送存冊數共計：258

頤創藝



9789862623947 網路讓我們變笨?: 數位科技正在改變我們的大腦、思考與閱讀行為卡爾(Nicholas Carr)著; 王年愷譯 2019-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2623961 螞蟻螞蟻: 螞蟻大師威爾森與霍德伯勒的科學探索之旅霍德伯勒, 威爾森著; 蔡承志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3978 解構愛情: 性愛、婚姻與外遇的自然史 海倫.費雪(Helen E. Fisher)著; 何修瑜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3985 台灣常見雜草圖鑑 徐玲明, 蔣慕琰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3992 金融帝國的興衰: 從暴發戶到跨國企業,梅迪奇銀行帶你見證資本主義的起源德魯福著; 呂吉爾譯 2019-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2624005 世界水果圖鑑(精心設計果形、果色檢索表與產季速查表,讓你聰明選購當季水果)郭信厚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012 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八卷 許天銓等著; 李季鴻主編 2019-10-00 初版 精裝 下卷

9789862624029 資訊戰爭: 入侵政府網站、竊取國家機密、假造新聞影響選局,網路已成為繼原子彈發明後最危險的完美武器桑格(David E. Sanger)著; 但漢敏譯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043 好色醫學必修32堂課 劉育志, 白映俞合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050 中國文學植物學(經典傳世版) 潘富俊著 2019-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2624067 十字架上的新月: 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711-1614)卡洛斯著; 梁永安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2934 認識頌缽音療: 平衡身心,紓壓助眠 張達, 和心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10785 墨香茶韻 翰海禪思: 澹廬書會第五十一、五十二次會員展作品合輯= The 51-52nd exhibition of Dan-Lu Calligraphy Society胡大智等執行編輯 2020-11-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90675 (SUPER)數學. 4A, 教學講義 黃森山等編著; 許志農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682 國文.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 鍾宗憲等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736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 A. 第四冊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750 (好好學)數學. B, 學測總複習講義 黃峻棋, 黃易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828 (POWER)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教學講義. 4A 黃峻棋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866 (月考王)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4 全國名師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910 普通型高級中學領航國文. 4 陳婉玲, 澎客來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927 (月考王)普通型高級中學英文. 4 廖柏州, 蘇文賢, 江吟梓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958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教學講義. III, 波動、光及聲音鄭呈因, 張銘傑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190965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教學講義.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林虹均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4820 展覽製造: 空間的展示設計 郭一勤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4851 智慧醫療與法律 陳鋕雄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4868 ПРОЦЕССЫ АНАЛИТИЗМ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ИНТЕРНЕТ-ДИСКУРСЕ(НА ПРИМЕРЕ АТРИБУТИВНЫ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ЗАРЕЦКАЯ СВЕТЛАНА(史薇塔)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4875 Pour une analyse aspectuelle et stéréotypique des prépositions de lieu du français dans les structures en Ø Nlieu,à Ø Nlieu et au Nlieu= 從時貌性及刻板性探討法文地方介系詞: 以en Ø Nlieu,à Ø Nlieu 及 au Nlieu為例蔣之英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4882 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 歴代最長「安倍政権」の7年8ヶ月の政策評価蔡錫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4899 華西大業: 劉航琛經營的企業(1930-1956) 陳祥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807 國際法概論 許慶雄, 李明峻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0615814 圖像台灣社會: 一個社會學者的觀察 林信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821 校園自造中心建置指南與課程示範 金克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838 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 Perspectives on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陳建甫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845 數位平台經濟的法律挑戰 江雅綺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818279 常用藏語會話 仁增.索南旺杰編著 2010-07-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568795 在基督裡的生命: 21天默想耶穌的降生 游斌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8900 應用神學: 活化聖經中的生活智慧 李順長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諦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澹廬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靛藍出版



9789575568917 我為什麼是我?: 探討原生家庭對個性的影響小組手冊高偉雄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8924 時光抽屜: 董敏芝拾珍散文集 董敏芝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8931 回來吧!書拉密女. 2 : 宗教改革時期婦女事奉簡史劉幸枝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8948 韓國小媳婦愛的逆襲 穆香怡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8955 均衡的基督徒生活: 雅各書信信息 陳尊德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8962 窮得只剩下錢 王陽明著作 2021-0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696327 鬼新娘 千尋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1300 周朱八字基礎 朱孔國, 周寶玉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1317 周朱易經六十四卦實用指南 朱孔國, 周寶玉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1324 周朱紫微斗數 朱孔國, 周寶玉著作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1331 周朱紫微斗數飛星四化基本法與運用 周寶玉, 朱孔國作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8204 究竟228: 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張若彤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233725 踢銅罐仔的人 黃春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5516 聯成電腦設計年鑑. 2021= The best of the year 2021聯成電腦及優秀學員合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720690 演光: 談歌舞劇燈光設計,以《我愛紅娘》、《我是油彩的化身》及《超炫白蛇傳》為例劉權富著 2015-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3721338 我的超級 閨蜜女友 高小敏著 2020-01-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345 親愛的,賭一把? 凡夏著 2020-02-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352 Ｘ戀情 蝕鶼編著 2020-02-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369 你在藝廊館: 原來當年,我錯過的不只有你 蝕鶼著 2020-03-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376 寄偶鎮: 給放不下的往生者 蝕鶼著 2020-06-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383 逆殺 林海月編著 2020-06-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406 再見不悔遇見 林海月編著 2020-08-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413 生命之歌 李筱筠編著 2020-09-00 二版 0

9789863721420 愛在 海誓山盟 迷離時 蝕鶼著 2020-09-00 二版 其他

9789863721437 閱讀蔣勳.美的佈道者 李筱筠編著 2020-09-00 二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4278 沙鹿南勢、埔子、鹿港寮廟宇護照: 埔子慶安宮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撰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4285 沙鹿鹿寮、鹿峰廟宇護照: 義聖宮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撰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06280 沙鹿南勢、埔子、鹿港寮廟宇護照: 永天宮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940277 生命、自我: 人文精神(一)課程單元教案 李文琪, 張永安, 藍日昌, 白夙平, 廖秀珠, 曾俐, 張鳳玲, 林合懋, 洪瑞黛, 邱美珍, 鄭淑蓮撰寫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7702 自然、社會: 人文精神(二)課程單元教案 張簡琳玲, 廖炳創, 楊文傑, 程進發, 鄭[]翰, 洪鈺婷, 許心欣, 陳家倫, 鮑建國撰寫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優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線上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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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中雄國際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講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邀月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3701 水彩畫技法入門 陳穎彬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3718 最新油畫技法入門 陳穎彬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3725 王后飄歐記 賀紅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3732 邱獻勝老師的烘焙教室 邱献勝, 馮寶琴, 鍾昆富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3749 尋找台灣味 許志滄, 張秋鈴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752957 大地藏王佛: 玄皇寶典 彌勒皇佛作; 歷生菩薩神譯 2021-02-00 平裝

9789866752964 極聖冥道: 大地藏王佛 彌勒皇佛作; 決賢神譯 2021-03-00 平裝

9789866752971 彌勒聖道行. 五十七部曲, 天宙神龍=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 Maitreya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32043 抗戰時期中國國際航空及水陸路郵路(1937-1945)= International airmail and surface mail postal routes in China within Anti-Japanese War(1937-1945)謝明書編著 2021-0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54841 職場升遷金字塔模型: 面試者的實用工具書= Workplace promotion pyramid model賀柏瑜(Benson Ho)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2372 Sethie hunts for a job narrated and introduced by Tien-Sheng Hsu; written by Jun-Shi Chen; illustrated by Su-Ling Chang; translator Jojo Chen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869912389 斯斯找工作 許添盛口述.導讀; 陳俊實執筆; 張素玲繪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12396 保羅.塞尚的世界觀= The world view of Paul CezanneJane Roberts著; 劉宇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6446 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1-01-00 初版四刷 其他 10CD

9789860616453 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2-03-00 初版五刷 其他 10CD

9789860616460 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1-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616477 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1-08-00 初版二刷 其他 12CD

9789860616484 神奇之道.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8-0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616491 神奇之道.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00 神奇之道.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20-10-00 初版 其他 11CD

9789860706017 靈界的訊息.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7-04-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24 靈界的訊息.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31 靈界的訊息.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48 靈界的訊息.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55 靈界的訊息. 第5輯 許添盛主講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62 靈界的訊息. 第6輯 許添盛主講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79 心靈的本質.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86 心靈的本質.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4-09-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093 心靈的本質.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4-1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109 心靈的本質.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8-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116 心靈的本質. 第5輯 許添盛主講 2016-10-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123 心靈的本質. 第6輯 許添盛主講 2017-0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130 心靈的本質. 第7輯 許添盛主講 2017-09-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147 心靈的本質. 第8輯 許添盛主講 2018-04-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154 心靈的本質. 第9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6-00 初版 其他 16CD

9789860706161 健康之道.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9-00 二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178 健康之道.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08-11-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185 健康之道.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5-11-00 初版三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192 健康之道.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0-09-00 初版三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208 健康之道. 第5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8-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215 健康之道. 第6輯 許添盛主講 2014-08-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222 健康之道. 第7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3-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239 健康之道. 第8輯 許添盛主講 2016-05-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246 健康之道. 第9輯 許添盛主講 2017-05-00 初版 其他 8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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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華郵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優理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彌勒皇教文化



9789860706253 未知的實相.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4-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260 未知的實相.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1-07-00 初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277 未知的實相.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7-04-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284 未知的實相.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2-03-00 初版三刷 其他 10D

9789860706291 未知的實相. 第5輯 許添盛主講 2018-11-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307 未知的實相. 第6輯 許添盛主講 2011-1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314 未知的實相. 第7輯 許添盛主講 2012-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321 未知的實相. 第8輯 許添盛主講 2021-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338 未知的實相. 第9輯 許添盛主講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345 未知的實相. 第10輯 許添盛主講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352 未知的實相. 第11輯 許添盛主講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369 未知的實相. 第12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7-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376 未知的實相. 第13輯 許添盛主講 2016-1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383 未知的實相. 第14輯 許添盛主講 2016-12-00 初版 其他 8CD

9789860706390 癌症不是絕症: 抗癌心法 許添盛主講 2018-11-00 二版二刷 其他 20CD

9789860706406 親子心生活: 愛、支持、同理心 許添盛主講 2015-12-00 二版 其他 8CD

9789860706413 許醫師安心之道: 身心失調的心靈妙方 許添盛主講 2019-01-00 二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420 身心靈健康的10堂必修課.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5-12-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437 身心靈健康的10堂必修課.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3-0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444 心能源.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2-04-00 初版四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451 心能源.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3-08-00 初版四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468 不老的身心靈.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3-05-00 初版四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475 不老的身心靈.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1-05-00 初版三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482 誰說慢性病不會好?: 10大慢性病的身心靈療法. 第1輯許添盛主講 2015-11-00 初版四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499 誰說慢性病不會好?: 10大慢性病的身心靈療法. 第2輯許添盛主講 2014-04-00 初版三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6505 尋找內在的桃花源 許添盛主講 2011-08-00 初版三刷 其他 12CD

9789860706512 情緒修煉 許添盛主講 2018-08-00 二版二刷 其他 12CD

9789860706529 歸零,重新開始 許添盛主講 2019-08-00 二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536 調整心靈DNA: 愛與不愛都是愛 許添盛主講 2015-12-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543 萬物都是靈: 生命密碼全面啓動 許添盛主講 2016-10-00 二版 其他 14CD

9789860706550 富足人生的12把金鑰 許添盛主講 2015-07-00 二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567 心想事成魔法書 許添盛主講 2017-04-00 初版四刷 其他 12CD

9789860706574 人生的幸福清單 許添盛主講 2014-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13CD

9789860706581 遇見賽斯: 認識自己,改變一生 許添盛主講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3CD

9789860706598 開啟人生的10道任意門 許添盛主講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604 信任生命的動力 許添盛主講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4CD

9789860706611 超越的力量 許添盛主講 2015-05-00 初版 其他 14CD

9789860706628 我愛的人,要走 許添盛主講 2015-10-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635 美麗心世界 許添盛主講 2016-07-00 初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642 愛的心關係 許添盛主講 2017-10-00 初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659 我就是生活冒險王 許添盛主講 2018-09-00 初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666 我的幸福練習曲 許添盛主講 2020-05-00 初版 其他 11CD

9789860706673 破除恐懼 許添盛主講 2020-08-00 初版 其他 19CD

9789860706680 信念疫苗All-in-One 許添盛[著] 201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06697 美好體態: 身心靈減重修煉法 許添盛著 2015-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06703 與超靈有約: 意識擴展的12個練習. 第1輯 陳嘉珍主講 2012-07-00 初版 其他 2CD

9789860706710 與超靈有約: 意識擴展的12個練習. 第2輯 陳嘉珍主講 2017-10-00 初版二刷 其他 2CD

9789860706727 與超靈有約: 意識擴展的12個練習. 第3輯 陳嘉珍主講 2012-09-00 初版 其他 2CD

9789860706734 與超靈有約: 意識擴展的12個練習. 第4輯 陳嘉珍主講 2012-09-00 初版 其他 2CD

9789860706741 與超靈有約: 意識擴展的12個練習. 第5輯 陳嘉珍主講 2012-12-00 初版 其他 2CD

9789860706758 與超靈有約: 意識擴展的12個練習. 第6輯 陳嘉珍主講 2012-12-00 初版 其他 2CD

9789860706765 不藥而癒. 第1輯 王怡仁主講 2016-09-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772 不藥而癒. 第2輯 王怡仁主講 2017-06-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789 不藥而癒. 第3輯 王怡仁主講 2017-1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796 賽斯速成100. 第1輯 王怡仁主講 2017-03-00 初版 其他 13CD

9789860706802 賽斯速成100. 第2輯 王怡仁主講 2017-05-00 初版 其他 11CD

9789860706819 賽斯速成100. 第3輯 王怡仁主講 2017-08-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826 賽斯速成100. 第4輯 王怡仁主講 2017-12-00 初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833 賽斯速成100. 第5輯 王怡仁主講 2018-02-00 初版 其他 14CD

9789860706840 賽斯速成100. 第6輯 王怡仁主講 2018-03-00 初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857 賽斯速成100. 第7輯 王怡仁主講 2018-05-00 初版 其他 14CD



9789860706864 賽斯書輕導讀. 第1輯, 靈魂永生 王怡仁主講 2018-11-00 初版 其他 19CD

9789860706871 賽斯書輕導讀. 第2輯, 個人實相的本質 王怡仁主講 2019-01-00 初版 其他 19CD

9789860706888 賽斯書輕導讀. 第3輯, 未知的實相 王怡仁主講 2019-04-00 初版 其他 19CD

9789860706895 賽斯書輕導讀. 第4輯, 心靈的本質 王怡仁主講 2019-07-00 初版 其他 12CD

9789860706901 一起來玩工作坊: 賽斯思想操作手冊. 第1輯 王怡仁主講 2018-1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18 一起來玩工作坊: 賽斯思想操作手冊. 第2輯 王怡仁主講 2019-03-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25 一起來玩工作坊: 賽斯思想操作手冊. 第3輯 王怡仁主講 2019-08-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32 夢、進化與價值完成.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49 夢、進化與價值完成.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4-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56 夢、進化與價值完成.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5-1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63 夢、進化與價值完成.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6-08-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70 夢、進化與價值完成. 第5輯 許添盛主講 2018-07-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6994 實習神明手冊.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21-0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007 早期課1.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20-0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014 早期課1.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20-04-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021 早期課1.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20-1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038 心心相印: 意識探險的12個練習. 第1輯 陳嘉珍主講 2017-03-00 初版 其他 6CD

9789860707045 心心相印: 意識探險的12個練習. 第2輯 陳嘉珍主講 2017-04-00 初版 其他 6CD

9789860707052 啓動內在感官的十二堂課. 第1輯, 呼吸。放鬆 陳嘉珍主講 2019-03-00 二版二刷 其他 2CD

9789860707069 啓動內在感官的十二堂課. 第2輯, 健康。活力 陳嘉珍主講 2018-08-00 二版 其他 2CD

9789860707076 啓動內在感官的十二堂課. 第3輯, 直覺。對話 陳嘉珍主講 2016-06-00 二版 其他 2CD

9789860707083 啓動內在感官的十二堂課. 第4輯, 感受。創造 陳嘉珍主講 2013-11-00 初版三刷 其他 2CD

9789860707090 啓動內在感官的十二堂課. 第5輯, 豐盛。靜心 陳嘉珍主講 2017-04-00 二版 其他 2CD

9789860707106 啓動內在感官的十二堂課. 第6輯, 時光。發現 陳嘉珍主講 2017-01-00 二版 其他 2CD

9789860707113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2-00 初版七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7120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8-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137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8-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144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7-01-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151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5輯 許添盛主講 2018-08-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168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6輯 許添盛主講 2016-03-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175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7輯 許添盛主講 2016-03-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182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8輯 許添盛主講 2020-10-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199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9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6-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05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10輯 許添盛主講 2020-04-00 初版二刷 其他 10CD

9789860707212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11輯 許添盛主講 2017-04-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29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12輯 許添盛主講 2018-06-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36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13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43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14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5-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50 個人實相的本質. 第15輯 許添盛主講 2019-11-00 初版 其他 6CD

9789860707267 靈魂永生. 第1輯 許添盛主講 2016-06-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74 靈魂永生. 第2輯 許添盛主講 2015-08-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81 靈魂永生. 第3輯 許添盛主講 2019-04-00 二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298 靈魂永生.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304 靈魂永生. 第5輯 許添盛主講 2014-10-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311 靈魂永生. 第6輯 許添盛主講 2016-02-00 初版 其他 10CD

9789860707328 靈魂永生. 第7輯 許添盛主講 2018-08-00 初版 其他 10CD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0855142 印度: 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 Ramachandra Guha著; 周佳欣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855326 探索政治現代性: 從馬基維利到嚴復 蕭高彥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5906 培養資優孩子的數學練習本 熊斌, 馮志剛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0855913 培養資優孩子的數學練習本 熊斌, 馮志剛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0855920 培養資優孩子的數學練習本 熊斌, 馮志剛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0856316 曹俊彥的想像力寶盒. 2, 大家真貼心 曹俊彥著.繪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460 朱鷺號三部曲. 三, 烽火劫 Amitav Ghosh著; 張家綺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477 因為整理,人生變輕鬆了: 幫助2000個家庭的整理專家,教你從超量物品中解脫,找回自由的生活!鄭熙淑著; 黃菀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40605 公園遊戲力: 22個精彩案例,一群幕後推手,與孩子一起翻轉全台兒童遊樂場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王佳琪, 李玉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545 論小說與小說家 Virginia Woolf著; 瞿世鏡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6552 國史探微 楊聯陞著 2020-12-00 二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41

送存冊數共計：141

聯經



9789570856569 結社的藝術: 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張藝曦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576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艾爾哈特 Isabel Thomas著; Dalia Adillon繪圖; 施穆穆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583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達文西 Isabel Thomas著; Katja Spitzer繪圖; 章欣捷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590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達爾文 Dan Green著, Rachel Katstaller繪, 范寶文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606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芙烈達 Isabel Thomas著, Marianna Madriz繪, 劉慧中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613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瑪里.居禮 Isabel Thomas著; Anke Weckmann繪圖; 葉庭君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620 改變世界的非凡人物: 曼德拉 Isabel Thomas著; Hannah Warren繪圖; 陳凰姬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644 千分之三的意義: 兩位聽損兒爸爸一起攜手走過的成長路程謝國樑, 詹斯敦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668 由救贖到靈性: 當代日本的大眾宗教運動 島薗進著; 陳淑娟, 姚玉霜, 丁仁傑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651 山海經裡的故事. 3, 南山先生的逍遙遊 鄒敦怜著; 羅方君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675 線上學習新視界. 大學篇: 台達磨課師致力培育自動化人才彭宗平, 張錦弘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682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十周年增訂新版) 提姆.布朗(Tim Brown)著; 吳莉君, 陳依婷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6699 地獄變相 顏忠賢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0856705 呼吸南極: 在世界盡頭找一條路 鄭有利, 黃麗如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712 大戰略: 耶魯大學長紅20年大師課程,從歷史提煉的領導決策心法John Lewis Gaddis著; 尤采菲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729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錢穆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6736 大番薯的小綠芽: 台灣月曆的故事 鄭宗弦作; 陳維霖繪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6743 非常有機: 國際有機之父談健康活到156歲 樓慕瑾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6750 許願地球儀 克莉絲汀娜.奧森(Kristina Ohlsson)著; 張玉亮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767 藍屋子 蔡素芬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774 獨裁者養成之路: 八個暴君領袖的崛起與衰落,迷亂二十世紀的造神運動馮客(Frank Dikötter)著; 廖珮杏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781 大國的想望: 天下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 陳宜中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798 湖台夜話 哈金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804 學優則仕: 蔣廷黻傳 江勇振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811 天空地圖: 瑰麗星空、奇幻神話,與驚人的天文發現愛德華.布魯克希欽(Edward Brooke-Hitching)著; 馮奕達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828 台灣早餐地圖 百果著.繪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835 水鬼: 橋墩下的紅眼睛 天野翔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842 蛇郎君: 蠔鏡窗的新娘 長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859 魔神仔: 被牽走的巨人 蕭湘神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866 打造創新路徑: 改變世界的台灣科技產業 洪世章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873 夕陽山外山: 李叔同傳奇 潘弘輝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6880 台北車站 蔡素芬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6897 書劍萬里緣: 吳文津雷頌平合傳 王婉迪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903 風景線上那一抹鮮亮的紅 韓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910 便便迷宮大冒險 杉山實著.繪; 張東君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927 日日抗癌常備便當: 抗癌成功的人都這樣吃!在每天吃的便當加點料,打造不生病的生活濟陽高穗著; 游韻馨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934 風之帝國: 全球貿易的關鍵地帶,海洋亞洲的盛世榮光菲利浦.鮑靈(Philip Bowring)著; 馮奕達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941 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許倬雲著 2021-01-00 二版 精裝

9789570856958 亞洲未來式: 全面崛起、無限商機,翻轉世界的爆發新勢力帕拉格.科納(Parag Khanna)著; 吳國卿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965 給力: 我想教會孩子的事 林晉如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972 中國經濟史 侯家駒著 2021-01-00 二版 精裝 全套

9789570856996 尚書集釋 屈萬里著 2021-01-00 三版 精裝

9789570857009 京夫子文集. 卷五: 古都春潮 古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023 扭曲的正義 吳忻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230462 越語基礎語法A1-A2=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CƠ SỞ阮氏美香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230479 空中日語教室. 一 蔡茂豐著 1993-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6230486 空中日語教室 蔡茂豐著 1982-07-00 平裝 第2冊

9789866230493 空中日語教室 蔡茂豐著 1982-10-00 平裝 第3冊

9789866230509 空中日語教室. 基礎會話篇 蔡茂豐著 1983-01-00 平裝

9789866230516 空中日語教室. 社交會話篇 蔡茂豐著 1983-08-00 平裝

9789866230523 空中日語教室. 海外生活會話篇 蔡茂豐著 1983-08-00 平裝

9789866230530 最新日語讀本(大學第一年標準課程) 李明水著 1987-09-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6230547 最新日語讀本(大學第二年標準課程) 李明水著 1987-12-00 拾版 平裝

9789866230554 新編日語讀本. 3, 為中國學生寫的造句法 翁蘇倩卿著 1989-08-00 3版 平裝

9789866230561 新聞日語選讀. 1 日高春昭註解 1989-01-00 再版 平裝

9789866230578 日語的時和態 林弘仁編著 1985-05-00 平裝

9789866230585 進程日語 謝銘仁, 謝榮哲合著 1986-09-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5

鴻儒堂



9789866230592 日文自強自助辭典 戶田昌幸, 謝良宋合編 1990-06-00 平裝

9789866230608 古代日本史 李明水著 1989-02-00 精裝

9789866230615 近代日本史 李明水編著 1986-10-00 再版 精裝

9789866230622 現代推銷日文 劉國樵編著 1987-09-00 精裝

9789866230639 海關日語 戶田昌幸, 淡島成高合著 1982-08-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9503 好想變成貓 闕莉珊, 李羿璇文; 胡敏祺, 黃子芹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9510 找找照照 王若伊, 黃玲禎圖.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9527 像什麼呢?= Like what 劉芷妤, 胡敏祺圖.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4200 點亮品牌之光: 讓企業價值被全世界看見 優報導youReport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358610 性掠食者與牠們的帝國: 揭發好萊塢之製片大亨哈維.溫斯坦令巨星名流噤聲,人人知而不報的驚人內幕與共犯結構= Catch and kill:lies,spies,and a conspiracy to protect predators羅南.法羅(Ronan Farrow)著; 鄭煥昇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672 攀向自由: 波蘭冰峰戰士們的一頁鐵血史詩= Freedom climbers: the golden age of polish climbing柏娜黛.麥當勞(Bernadette McDonald)著; 劉麗真譯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818 Designs 五十嵐大介著; 謝仲庭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2358825 皮膚大解密: 揭開覆蓋體表、連結外界和內心的橋樑,如何影響我們的社交、思維與人生?= The remarkable life of the skin: an intimate journey across our surface蒙蒂.萊曼(Monty Lyman)著; 洪慧芳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832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Palaces for the people 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著; 吳煒聲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849 死亡藍調= Dead girl blues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劉麗真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856 你瘋了: 不正常很正常,「正常人」哪裡出問題?= Irre!: Wir behandeln die Falschen: Unser Problem sind die Normalen曼弗烈.呂茲(Manfred Lütz)著; 廖家絨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2358863 幻色闇倫敦: 紅城魔法師= A darker shade of magicV.E.舒瓦(V.E.Schwab)著; 林欣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58870 幻色闇倫敦: 灰霧盜賊= A gathering of shadows V.E.舒瓦(V.E.Schwab)著; 林欣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58887 幻色闇倫敦: 黑影之王= A conjuring of light V.E.舒瓦(V.E.Schwab)著; 林欣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58900 殺人現場直播= In the darkness 麥克.歐默(Mike Omer)著; 李雅玲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917 剛好,才是最好: 適量製造時代來臨!看見顧客需求X精準生產X改善量產物流系統,19個平衡品質與規模、實現永續經營的成功品牌= ほどよい量をつくる甲斐薰著; 林欣儀譯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924 創意競擇 = Creative selection 肯.科辛達(Ken Kocienda)著; 洪慧芳譯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948 向AI贏家學習!= ディープラーニング活用の教科書 实踐編日經xTREND編; 葉韋利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62249 教牧書信: 提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 呂沛淵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62256 雅各書 呂沛淵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26647 梵文本大孔雀明王經翻譯與解析: 遠離毒害.得見百秋蔡耀明譯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2330 劍舞輪迴= Sword Chronicle Setsuna著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32996 童年與家是愛的起點 吳塵, 戴秉珊著; 毛戎戎繪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4108 棒棒糖的滋味 宋瓊珠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歸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藏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優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點點文創工作室



9789865555993 娶妻安枕 雀歸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001 娶妻安枕 雀歸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018 每天都要哄王爺 寶珠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025 每天都要哄王爺 寶珠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032 每天都要哄王爺 寶珠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049 每天都要哄王爺 寶珠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056 福壽綿綿 烏白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063 攜手橫行侯府 艾佟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070 良辰吉食 向雲煙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087 良辰吉食 向雲煙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094 良辰吉食 向雲煙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100 好孕重逢 佟芯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117 藥引娘子 墨時綰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124 藥引娘子 墨時綰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131 求嫁 宇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148 君繫昭昭 心月瀾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155 君繫昭昭 心月瀾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162 君繫昭昭 心月瀾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179 許妳一世安 花辭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186 許妳一世安 花辭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193 飯飯之嫁 葉東籬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209 飯飯之嫁 葉東籬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216 數著日子等和離 朱砂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223 將軍解甲歸甜 流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230 將軍解甲歸甜 流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247 韶光有染 千尋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254 寵妃至上 亦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261 寵妃至上 亦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278 寵妃至上 亦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285 寵妃至上 亦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292 寵妃至上 亦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5270308 布醫王妃 夢南迪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315 財迷表小姐 木蘇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322 財迷表小姐 木蘇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339 誘捕和離妻 初年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346 醫家嫡女 安禧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353 萬戶侯 木微槿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360 萬戶侯 木微槿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377 萬戶侯 木微槿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384 抓住卿卿不放手 玄瑤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391 抓住卿卿不放手 玄瑤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407 相思解藥 織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414 摘星令 一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421 摘星令 一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438 摘星令 一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445 摘星令 一兩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452 吾妾阿福 月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469 吾妾阿福 月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476 吾妾阿福 月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483 嬌妻力拔山 風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490 農門典妻 陌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506 農門典妻 陌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513 農門典妻 陌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520 桃花密探 綠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537 暖心食堂 陽光晴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544 撲倒王爺有蜜方 檀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551 撲倒王爺有蜜方 檀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568 撲倒王爺有蜜方 檀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575 花開千紅 宋語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582 本宮混飯吃 福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599 本宮混飯吃 福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605 本宮混飯吃 福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612 本宮混飯吃 福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629 本宮混飯吃 福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5270636 寵后之路 毛毛雨著 2021-02-00 修訂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643 寵后之路 毛毛雨著 2021-02-00 修訂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650 寵后之路 毛毛雨著 2021-02-00 修訂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667 寵后之路 毛毛雨著 2021-02-00 修訂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674 寵后之路 毛毛雨著 2021-02-00 修訂版 平裝 卷5

9789865270698 忘川十年 曲清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704 忘川十年 曲清歌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711 燕燕于飛 季可薔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728 小廚妃 永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735 小廚妃 永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742 小廚妃 永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759 小廚妃 永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766 將軍夫人是影后 無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773 將軍夫人是影后 無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780 掌事嬌媳 西柚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797 掌事嬌媳 西柚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803 掌事嬌媳 西柚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810 掌事嬌媳 西柚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827 南境之后 寄秋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834 喜上眉梢 雷恩那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841 再嫁良緣 千尋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858 下堂妻有喜 唐意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865 下堂妻有喜 唐意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872 下堂妻有喜 唐意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889 繼妻如寶 春野櫻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0896 獵戶家的小嬌娘 云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0902 獵戶家的小嬌娘 云期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0919 朱門醫娘 霜竹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926 朱門醫娘 霜竹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933 朱門醫娘 霜竹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096959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顧美俐等合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96966 空間分析: 方法與應用 溫在弘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96973 當代社區工作: 計畫與發展實務 李易駿著 2021-01-00 六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70653 智慧行銷實務與應用=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rketing徐遠雄等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2248 西佛國: 府城五代粧佛世家傳奇 謝奇峰著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12293 南方口傳: 南臺灣民間文學影音採集成果專輯 林培雅, 溫宗翰計畫主持 2020-1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931949 PowerTech仿生機器人製作與設計知識寶典 洪榮昭, 蔡其瑞, 林柔安, 陳韋綱, 朱冠裎, 朱繡延, 周政華編著2020-1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901777 天使的禮物: 兒童特發性關節炎-教育繪本 郭和昌作; 阿布布思義繪 2021-02-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豐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94

雙葉書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0206 診間裡的女人. 2: 不再害怕失去,婦產科女醫師陪妳找尋被遺忘的自己林靜儀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244 乩童警探: 謀殺的深度 張國立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251 佛羅里達變形記 陳思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275 親愛的同謀 陳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299 惡靈謎宮 天地無限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1311 延平北路時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 賈彝倫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7599 銀髮族運動治療專題研究 林立君, 鄭妃真, 林亭妤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12806 大里高中601夢想花園. 上, 學期執行成果報告 大里高中輔導室與601夢想花園全體師生作 2021-02-00 初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2024 Lico Dino. 3 曾麗風編著 2020-03-00 四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940302 基礎重症醫學 美國重症醫學會原著(The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譯2021-01-00 第二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822494 陳澄波全集. 第十二卷, 評論. I 蕭瓊瑞總主編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822593 陳澄波全集. 第14卷, 二二八文獻=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4, 228 incident data蕭瓊瑞總主編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822654 書寫、消費與生活: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美術風景劉瑞寬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22661 北美風景繪畫=The landscape paintings of North America劉昌漢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22678 台灣美術發展史論= A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rt王秀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22685 觀賞、認知、解釋與評價: 美術鑑賞教育的學理與實務= Appreciation,cognition,interpretation,and judg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art appreciation instruction王秀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22692 美術與教育= Fine arts and education 王秀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22708 美術心理學: 創造.視覺與造形心理= The psychology of art王秀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724060 張大千vs.梅.蘭.竹.菊 何恭上撰文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724077 張大千vs.梅竹雙清 梅蘭竹菊(精裝合訂本) 何恭上撰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7533 蜈蚣有靠山(中英對照)= Wugong has Support 羅麗蓓等主筆 2021-02-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062096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 楊双子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102 有毒的話語: 親密關係裡的話語控制 羅伯特.紐伯格(Robert neuburger)作; 楊燕萍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119 覺察孩子的焦慮危機: 咬手、拔頭髮、猛眨眼......從辨識警訊開始,讓孩子學會紓解焦慮,安定成長王意中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126 麥卡的難題= Redhead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安.泰勒(Anne Tyler)作; 余國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133 允許自己選擇愛 馮以量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140 怪癖心理學 岡田尊司著; 顏靜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195 你怎麼看待老年,它就怎麼回應你: 預防失智,快樂的老後實踐劉秀枝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201 過度努力: 每個「過度」,都是傷的證明 周慕姿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籃城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霧峰向日葵家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68059 莫待客去茶涼後 自得法師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8968066 千里清秋 自得法師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8968073 清涼月 自得法師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8968080 踏月採雲去 自得法師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8968097 梵剎僧影 自得法師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1301 華嚴首部曲: 亙古一念 華嚴心鑰 釋見輝著 2020-10-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4334 海鷗: 契訶夫經典戲劇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2020-12-00 修訂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0328455 臺灣牛與牛墟1975-1984= Taiwan cattle and cattle market阮義忠作 2020-12-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531318 人生的另一種選擇: 小故事中的智慧學 楊靖慈編著 2020-10-00 其他

9789864531332 假如你生活在唐朝 龔文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31349 就是要爆笑啊!不然要幹嘛?: 最經典的腦筋急轉彎范周戈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31356 夭壽讚的笑話大PK 笑笑ㄟ西郎編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31363 不用餵罐罐就能知道的趣味生物故事 陳俊彥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31370 再笨也要懂厚黑(彩色版) 李宗吾原著 2021-0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70405 生命靈現-藝術再現: 蘿艾絲拉妲作品集 Roath Rata(何玉媚)畫作 2020-1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454273 花都的締造: 巴黎的關鍵世紀 蔡秉叡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280 青鳥的眼淚 A.Z.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297 鞋跟的祕密 吳孟樵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03 二行天地的神會與言詮: 華文俳句論文集 余境熹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10 巴黎的想像與真實: 公衛女子的生活觀察札記 陳凱潔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34 獨角的誕生 陳威宏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41 日本足球場朝聖之旅全攻略. 關東篇 傑拉德, 剛田武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58 圖解創業: 一看就懂商業經營 原來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65 救贖之城: 有去無回之地「派克斯」 曹飛鳥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72 救贖之城: 水晶約束之城「艾星翠」 曹飛鳥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89 忘川盡: 秋染衣 慕容紫煙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396 我想你的,是你？還是我？ 文刀莎拉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02 愛在末世倒數前 林家華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5201 人身保險行銷與經營 郟慈惠, 廖勇誠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蘿艾絲拉妲藝術創意文化產業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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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寶華山寶山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寶嚴國際文教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303324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20= Annual collection of Dharma propagation of the Ling Jiou Mountain Buddhist Society 2020釋法昂, 陳坤煌, 林佳儀, 楊湳榆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229234 哈德遜河畔文集 花俊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3105 天工開物.台灣放光明: 新店溪流域水力發電文化資產走讀手札黃荻昌著; 黃宇新攝影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35178 狼時刻= The wolf's hour 羅伯.麥肯曼(Robert McCammon)著; 穆卓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435185 永恆的終結= The end of eternity 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陳宗琛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單位總數：127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灣顏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鸚鵡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察雜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