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824416 附著與穿越: 福爾摩莎之眼. 1= Attachment and crossover: Formosa eyes 1吳文波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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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3479 易經史證妙解 戴志宇彙編; 孟穎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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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42656 小白魚生日快樂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663 探照燈找一找: 透視身體大解密 Fun House師資團隊策劃; 申裕振繪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687 男孩女孩不一樣 三三著; 劉緒龍繪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694 小白魚有禮貌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00 鼻屎有話和你說 Sang Sang In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17 我是小小旅行家: 貼上照片,搭乘各式交通工具一起環遊世界!Nutchanun Kositaporn文; Lalana manussirikiat圖; 趙嘉明譯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24 找一找,專注力大挑戰 Fun House師資團隊策劃; 苗文靖工作室繪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31 找一找,觀察力大考驗 Fun House師資團隊策劃; 苗文靖工作室繪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48 理科日誌366: 一日10分鐘,解答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為什麼」!小森榮治監修; 詹鎧欣, LSunl, 李家賢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55 科學日誌366: 一日10分鐘,解答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為什麼」!長沼毅監修; 崔小萍, 詹鎧欣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62 小白魚玩躲貓貓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779 I am going to bed author Liesbet Slegers 2020-1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842786 It's my birthday author Liesbet Slegers 2020-1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842793 I am going to school author Liesbet Slegers 2020-1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842809 怎麼辦?我不敢說!: 誠實面對不害怕 Fun House師資團隊編; 沛吉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816 可不可以快一點!: 耐心等待不著急 Fun House師資團隊編; 林麗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823 我也可以做到喔!: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Fun House師資團隊編; 李佩珊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830 Sweet snouts author Liesbet Slegers 2020-1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842847 我討厭被捉弄!: 學習養成同理心 Bonnie Grubman著; Judi Abbot繪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854 生活自理繪本: 快要憋不住了! Songkha編; Kochakorn Lerkmongkol繪; 趙嘉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2861 生活自理繪本: 再見了尿布 Songkha編; Mongkol Wancham繪; 趙嘉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2878 生活自理繪本: 我愛洗澡 Songkha編; Yanee Ruenthoung繪; 趙嘉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2885 生活自理繪本: 我去上學了! Songkha編; Mongkol Wancham繪; 趙嘉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2892 這是我朋友!: 學習不占有不嫉妒 Judith Koppens著; Eline van Lindenhuizen繪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8842908 大聲說不可以! 三三著; 丁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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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6812 鍼灸醫學之五輸穴理論研究 鄭宛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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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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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6403 沒人去過的星球 葉晏如文.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Amanda繪本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inosco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Airiti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喆閎人文工作室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21-07-01)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100401~11006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892攝影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靝巨書局



9789869986410 來去花東好好玩 陳穎曦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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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7804 The alphabet journeys. level 2 managing editor Tsai-Ming Chang; illustrator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Yi-Chieh Yen, Chen-Yu Lee2021-03-00 1st ed. 平裝 A-G

9789869457811 The alphabet journeys. level 2 managing editor Tsai-Ming Chang; illustrator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Yi-Chieh Yen, Chen-Yu Lee2021-03-00 1st ed. 平裝 H-M

9789869457828 The alphabet journeys. level 2 managing editor Tsai-Ming Chang; illustrator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Yi-Chieh Yen, Chen-Yu Lee2021-03-00 1st ed. 平裝 N-T

9789869457835 The alphabet journeys. level 2 managing editor Tsai-Ming Chang; illustrator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Yi-Chieh Yen, Chen-Yu Lee2021-03-00 1st ed. 平裝 U-Z

9789869457859 Bees,the great pollinator 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866 Flooding 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873 Stranger by Chia-Yin Lin, Yi-Chieh Yen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880 Summer in the country by Chia-Yin Lin, Yi-Chieh Yen, Chen-Yu Lee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9457897 Hsia Shi Hou= 小時候 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Yi-Chieh Yen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9457101 The life of little one 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Chen-Yu Lee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18 A lost dragonfly 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Chen-Yu Lee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25 Grandmama's wisdom 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Yi-Chieh Yen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32 Hit-mom-be 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Yi-Chieh Yen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49 All-star sports game 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Chen-Yu Lee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56 Ponpon and Soso,friendship by Chia-Yin Lin, Yi-Chieh Yen, Chen-Yu Lee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63 A cool friend 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70 I like fruit by Chia-Yin Lin, Chen-Yu Lee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87 What should I say? 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7194 I am a rabbit 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3509 My shoes 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3516 Me by Chia-Yin Lin, Yi-Chieh Yen 2021-03-00 1st ed. 其他

9789869453523 Pink potato starter executive editor Tsai-Ming Chang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869453530 Pink potato starter executive editor Tsai-Ming Chang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869453554 Pink potato book executive editor Tsai-Ming Chang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869453561 Pink potato book executive editor Tsai-Ming Chang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869453578 Pink potato book executive editor Tsai-Ming Chang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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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6309 獨角音樂劇<>原著劇本= Meant to meat 張芯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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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1907 流浪的島= The wandering islands 如遇文; Yun Chuan, 施暖暖, 林廉恩, Cinyee Chiu, Jocelyn Kao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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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623636 摺!剪!開!完美剪紙3 Steps: 166枚超簡單創意剪紙圖案集室岡昭子著; 黃鏡蒨譯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579623643 打開零碼布手作箱,簡單縫就可愛! BOUTIQUE-SHA授權; 黃鏡蒨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623650 全圖解.完全不敗!: 從起針開始學鉤織(熱銷經典版)BOUTIQUE-SHA授權; 黃立萍譯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9623667 簡單就好!手作人的輕鬆自在小包包 BOUTIQUE-SHA授權; 周欣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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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8707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十年馬戲夢=A decade of circus dream蔡瑞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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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73914 南光 朱和之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921 藝思錄 楊識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938 張愛玲課 周芬伶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952 瘟世間 蘇曉康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969 故事許願機: 你許一個願,我用一個真實人生故事回答你王蘭芬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3976 邊界與燈 陳芳明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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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6

C MUSICAL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Dreamkeepr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Blossom Academy



9789863873990 未來之憶. 首部曲, 人魔之城 黃志翔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74027 蒙罕城傳奇 張系國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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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7420 魔法提琴小波特= Magic violin little Potter 趙偉竣編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2200 直笛大師中音笛. 技巧篇(高級班)= The master of recorder(alto) advanced陳孟亨編著; 趙偉竣主編 2021-03-00 再版 平裝

9789860632217 魔法非洲鼓手. 第三冊. 鼓曲篇= Let's djembe! for advanced player. book 3趙偉竣, 林維茜聯合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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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6003 Come to live advanced. 12 Managing editors Karen Huang 2016-12-00 四版三刷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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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6027 Come to live book. 12,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6-00 四版五刷 平裝

9789865586034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12, reading & writing practive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6-00 初版五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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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6119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9,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20-10-00 五版十刷 平裝

9789865586126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10,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19-07-00 五版六刷 平裝

9789865586133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10,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Maivs Yeh 2019-07-00 五版六刷 平裝

9789865586140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10, reading & writing practice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19-07-00 一版八刷 平裝

9789865586157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11,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20-10-00 五版五刷 平裝

9789865586164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11, reading & writing practice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10-00 一版七刷 平裝

9789865586171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9 reading & writing practice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3-00 初版十二刷 平裝

9789865586188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9,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20-03-00 五版九刷 平裝

9789865586195 Come to live: advanced. book 11,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20-10-00 五版五刷 平裝

9789865586201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7,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9-00 二版二十一刷 平裝

9789865586218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5,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10-00 三版二十四刷 平裝

9789865586225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4,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Jo Hsiao 2020-05-00 四版二十三刷 平裝

9789865586232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7,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9-00 二版二十一刷 平裝

9789865586249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6,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Nikita Nieh 2020-09-00 三版二十二刷 平裝

9789865586256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4,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Jo Hsiao 2020-09-00 四版二十四刷 平裝

9789865586263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5,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10-00 三版二十四刷 平裝

9789865586270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8,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1-00 二版十四刷 平裝

9789865586287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8,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5-00 二版十四刷 平裝

9789865586294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 book 6,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Nikita Nieh 2020-09-00 三版二十二刷 平裝

9789865586300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1,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9-00 四版二十八刷 平裝

9789865586317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1,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9-00 四版二十八刷 平裝

9789865586324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2,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8-00 四版二十七刷 平裝

9789865586331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2,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8-00 四版二十七刷 平裝

9789865586348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3,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8-00 四版二十六刷 平裝

9789865586355 Come to live basic. book 3,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8-00 四版二十六刷 平裝

9789865586362 Come to live book starter.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9-00 三版二十刷 平裝

9789865586379 Come to live book starter.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aren Huang 2020-09-00 三版二十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2805 Nanos: colors written by Paula Perry; illustrated by Wiktoria Jercha, Ulla Chen, Cristina Gonalez2020-09-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4720 躺著就贏 人生就是不公平: 股魚最強存股祕技股魚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84737 超級成長股投資法則 林子揚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Skyrock Projects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25348 當代雕塑五四三= Contemporary sculpture five for three陳曉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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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5128 黑雪事件簿 杜斐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95135 我們的最後進化 傘下的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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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3226 軍中輔導 陸坡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3233 絮絮 Lii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3240 絮絮 Lii小說原作; 噢水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3257 流 KURU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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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7041 死海古卷 麥可.懷斯(Michael Wise), 小馬丁.阿貝格(Martin Abegg Jr.), 艾德華.庫克(Edward Cook)作; 一中心翻譯團隊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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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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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7806 15集聽懂法國歷史故事: 從邊境蠻族到時尚國度,你所不知道的法蘭西黃偉雯作.主講 2020-10-00 其他

9789860667813 跟著米開朗基羅遊佛羅倫斯: 200分鐘透視傳奇藝術大師楊馥如作.主講 2020-08-00 其他

9789860667820 匡裡匡外: 葉匡時、張珮珊管理相對論: 專為華人量身打造的管理課葉匡時, 張珮珊作.主講 2018-11-00 其他

9789860667837 中年必修課: 面對一個人的勇敢: 啟動自由無畏的人生下半場吳若權作.主講 2018-11-00 其他

9789860667844 不安的愛: 破解愛情裡的九種疑惑: 在愛裡受了傷,把自己愛回來,吳姵瑩的愛情療癒學吳姵瑩作.主講 2018-11-00 其他

9789860667851 哲青的博物館之旅: 印象派在普希金: 帶你遊歷法國聽懂印象派謝哲青作.主講 2018-11-00 其他

9789860667868 跟著侍酒師識酒、買酒、品酒去: 賞味葡萄酒的邏輯分析之旅陳上智作.主講 2018-12-00 其他

9789860667875 不想再跑醫院!樂齡生活的健康養成十堂課: 跟著國手一起動筋肉媽媽作.主講 2018-12-00 其他

9789860667882 性的萬物論: 自然界的多元性生活: 課本沒教的動物繁衍祕辛苦苓作.主講 2019-01-00 其他

9789860667899 陽明心學: 活出你生命的精靈: 解開迷惘困惑的現代心靈陳復作.主講 2019-01-00 其他

9786267010006 名醫教你養出好眼力: 遠離眼疾,養出完美眼力鐘珮禎作.主講 2019-02-00 其他

9786267010013 從偏鄉孩子學到的一堂教育課: 與你一起學習「教育」呂家賢作.主講 2019-02-00 其他

9786267010020 酮學好!你一聽就懂的生酮飲食課: 生酮不新鮮,是返璞歸真撒景賢作.主講 2019-02-00 其他

9786267010037 從金庸人物修煉愛情智慧: 神鵰、倚天、天龍打通情關的任督二脈苦苓作.主講 2019-03-00 其他

9786267010044 大齡女子的不老幸福課: 台灣首位外科女醫的老後智慧實踐林靜芸作.主講 2019-03-00 其他

9786267010051 堅持簡單,陳志彥的金融投資課: 發現一點就通的理財訣竅陳志彥作.主講 2019-04-00 其他

9786267010068 新手爸媽不要慌!兒科醫師幫你忙: 0-3歲育兒照顧指南陳俊仁作.主將 2019-04-00 其他

9786267010075 職能治療師教你健康生活不失智: 最實用的失智照護知識鄭又升作.主講 2019-04-00 其他

9786267010082 老頑童說電影,Action!: 導演的私房電影故事 王正方作.主講 2019-05-00 其他

9786267010099 鄭雲龍老師的正脊強背課: 好姿勢幫你擺脫痠麻痛鄭雲龍作.主講 2019-05-00 其他

9786267010105 營養師帶你從外食吃回健康: 外食族飲食攻略周佑庭作.主講 2019-06-00 其他

9786267010112 世界遺產: 王牌領隊的深度旅遊: 讓旅遊不再是走馬看花馬繼康作.主講 2019-06-00 其他

9786267010129 領導者的形象管理學: 打造職場領袖的Perfect image陳麗卿作.主講 2019-07-00 其他

9786267010136 說對話!找到你的最佳價值: 人氣講師教你開口不冷場王東明作.主講 2019-07-00 其他

9786267010143 傳奇教師必修課: 從文學鑑賞認識自己: 用文學擦亮眼睛,打破框架與制約謝錦桂毓作.主講 2019-07-00 其他

9786267010150 相信我,你的錢賺不完!: 2.5小時一次搞懂股票投資陳唯泰作.主講 2019-08-00 其他

9786267010167 大數據溝通,行銷不再徒勞無功: 資料科學家教你找到關鍵時刻蕭培元作.主講 2019-08-00 其他

9786267010174 職場工作者的商業思維課: 老闆不教,你也得學的職場勝經劉奕酉作.主講 2019-09-00 其他

9786267010181 「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理解馬克思的關鍵八講: 走進思想與行動誕生的時刻萬毓澤作.主講 2019-09-00 其他

9786267010198 職涯成功的關鍵溝通力: 把事談到心坎裡的職場溝通法則張志賢作.主講 2019-09-00 其他

9786267010204 鄉民趣讀古文. 亂世篇: 六朝狂新聞，讀古文洞鑒古今祁立峰作.主講 2019-10-00 其他

9786267010211 跑步學,跟著跑就對了: 你也可以達成的專業跑步課表郭豐州作.主講 2019-10-00 其他

9786267010228 商務談判的實戰心法: 談判高手如何拿下案子也贏得尊重陳穎杰作.主講 2019-10-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刻鯨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本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木工作室

Studio 116



9786267010242 歐洲最美10大小鎮: 5條珍藏旅遊線: 歐洲專家Domingo帶你探尋祕境,一遊未盡林瑞昌作.主講 2019-12-00 其他

9786267010259 故宮那些玩意: 原來古人跟我一樣這麼活 王世豪作.主講 2019-12-00 其他

9786267010266 從私密走到親密,女醫師的掏心話: 從身到心,靜儀醫師的婦產科診療室林靜儀作.主講 2019-12-00 其他

9786267010273 迷茫人生的技能補充包: 聽四書懂五經 讓原力與你同在曾暐傑作.主講 2020-01-00 其他

9786267010280 暢聊鄉土說故事: 寶島的歲時節日: 找回臺灣這片土地的民俗記憶林茂賢作.主講 2020-01-00 其他

9786267010297 聽戴寶村說台灣,講歷史: 從南島到日治,福爾摩沙的身世戴寶村作.主講 2020-02-00 其他

9786267010303 輝煌古埃及: 新王國的璀璨文明: 揭開法老的千年祕密邱建一作.主講 2020-02-00 其他

9786267010327 讀懂孩子,讓我們再長大一次: 助你找回與孩子溝通的關鍵陳志恆作.主講 2020-03-00 其他

9786267010334 從物性看飲食: 十二個為什麼,快速掌握飲食養生大法紫林齋主作.主講 2020-04-00 其他

9786267010341 職場會傷人: 找到職場受困點,尋回工作心動力方植永作.主講 2020-04-00 其他

9786267010358 好想要「性」福: 修煉性愉悅,享受愛加倍 沈子棨, 朱瓊茹, 許雅雯作.主講 2020-04-00 其他

9786267010365 大大你好,給大大人的幸福指南: 10堂酷老樂活的幸福提醒課吳娟瑜作.主講 2020-05-00 其他

9786267010372 既來之,則安之: 用正念過生活: 覺察生命,告別焦慮陳德中作.主講 2020-05-00 其他

9786267010389 掌握你的聲心靈: 魏世芬的聲音自我訓練課: 聽見心聲,學會發聲魏世芬作.主講 2020-05-00 其他

9786267010396 路易莎橘色旋風: 從一人到五百家店的咖啡創業心路: 職人信念,始終不變黃銘賢作.主講 2020-06-00 其他

9786267010402 每天幸福多一點: 10堂正向心理學: 聽了就能輕鬆實踐的快樂祕訣蘇益賢作.主講 2020-08-00 其他

9786267010419 原來電影可以這樣看: 心理學篇12講: 資深影評陪你看穿導演心思左撇子作.主講 2020-10-00 其他

9786267010426 西方哲學20講: 學習哲學的第一把金鑰 苑舉正作.主講 2020-11-00 其他

9786267010433 說給特別的妳: 14堂課活出女性新價值: 該是時候愛自己吳娟瑜、朱衛茵作.主講 2020-11-00 其他

9786267010440 西洋繪畫500年: 20幅名畫,帶你從文藝復興到超現實主義洪禮明作.主講 2021-02-00 其他

9786267010457 印度不思議: 聽懂印度使25講: 解密眾神國度的奇幻面紗黃偉雯作.主講 2021-02-00 其他

9786267010464 櫻花漫舞: 品味日式「花見」文化: 爛漫在人間林約拿作.主講 2021-06-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9690 現行考銓法典 郭如意主編 2020-09-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9940016 警察情境實務 李修安編著 2020-09-00 八版 平裝

9789869940023 跨境犯罪: 電信詐騙專書 許華孚, 黃光甫合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40030 不動產(利用)法典 林育智主編 2021-03-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9940047 刑法與病人自主: 兼論死亡協助 林東茂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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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1566 財富之王(繁中唯一譯本): 大娛樂家P.T.巴納姆的人生增值術P. T. 巴納姆著; 威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1580 所謂的知識分子: 那些爆紅的時代人物,與他們內心的惡魔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著; 周詩婷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3017 NARA 48 GIRLS: 奈良美智48女孩 奈良美智著; 褚炫初譯 2021-03-00 二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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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6016 為了自由: 一名女奴的奇蹟逃脫故事 哈麗葉特.雅各布斯(Harriet A. Jacobs)著; 郭哲佑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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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6958 男女健康大不同: 吃出健康好身材 王珍妮, 高皇合著 2015-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006965 精油食尚: 跟著坤大師學40道舒壓系料理 張簡勢坤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006972 現代精油刮痧: 開啟刮痧新視野的健康醫學 林玉晴, 楊金生合著 2018-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4524 現代精油與酸痛的秘密: 開起復健新視野的健康醫學壽華林, 林玉晴合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24548 最後,錢不見了: 財富門裡的八個祕密陷阱 孫震斌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501 逆轉人生: 穿透成功的實相與價值 重新定位生命的意義張廣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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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4937 白陽大學講解本. 一, 三綱領八條目 林榮澤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904944 白陽大學講解本. 二, 三綱領八條目 林榮澤講述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904968 白陽中庸讀本: 中庸首章妙訓 林榮澤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904975 一代明師傳道史記: 師尊張天然傳 林榮澤編著 2020-11-00 修訂四版 精裝

9789865904982 注雨甘霖: 白水聖帝法語輯 林榮澤編著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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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117 一貫道藏. 史傳之部. 7, 白陽史紀 臺灣. 三, 韓雨霖老前人林榮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一爐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家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一品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8435 理想的讀本: 國文 向鴻全, 江江明, 何淑貞, 李玲珠, 林淑貞, 張麗珠, 陳惠齡, 彭鏡禧, 黃雅莉, 楊宗翰, 羅智成, 蘇珊玉撰述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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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2291 人體完全指南: 一次搞懂奧妙的結構與運作機制!日本Newton Press作; 許懷文, 陳孟平翻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307 藥物的科學知識: 藥物的機制及新藥的研發 日本Newton Press作; 曾文媛翻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314 腦是什麼: 收錄腦科學的最新研究結果! 日本Newton Press作; 陳朕疆翻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321 春江潮水連海平: 別選唐詩三百首 羅宗濤選註 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4612338 天生我材必有用: 少年讀古詩 周元白, 林庭安編選 2021-02-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4612345 虛數: 從基礎開始輕鬆學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352 數學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mathmatics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376 從零開始學習統計與機率: 從基礎至貝氏統計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筑茵翻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383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基礎入門書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390 全面了解虛數: 平方後為負的神奇數 日本Newton Press作; 衛宮紘翻譯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06 質數: 讓數學家著迷的神祕之數!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13 星系的全貌: 充滿謎團的星系構造與演化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20 對數: 不知不覺中,我們都用到了對數!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37 邏輯大謎題: 培養邏輯思考的38道謎題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44 物理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physics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51 微積分: 讀過就能輕鬆上手!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75 統計: 大數據時代必備知識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筑茵翻譯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4612482 統計. 機率篇: 用數字預測未來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筑茵翻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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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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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10018 聰明理財萬用筆記 王怡之著 2014-10-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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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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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12210 真心話暢活人生: 一秒都不後悔的超強生存法則堀江貴文著; 王韶瑜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12227 純香手工蠟燭= Candle works 笹本道子著; 吳芷璇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3812234 筆記勝經 石井貴士著; 施妍庭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812241 活到一百歲的覺悟: 超長壽時代的生存法則 春日キスヨ著; 邱香凝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12258 情境漫畫圖解蒙特梭利X多元智能親子教育 伊藤美佳著; 王韶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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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98359 風險管理: 肇事科學鑒定實務研究 張漢威主編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04479 佛化生活 釋大容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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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5497 人生的轉捩點: 二0一0年六月六日於台灣台南陳明安主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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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33285 IMSO(math division): a pathway to successful careeredited by Wen-Hsien Sun, Simon L. Chua, Renard Eric L. Chua2020-11-00 平裝

9789576033292 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 試題詳解. 第二輯. 2012-2019= Invitational World Youth Mathematics Intercity Competition朱華偉, 孫文先編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6033308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小學中年級卷(含2014-2020中英文試題). 第二輯=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評註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6033315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小學高年級卷(含2014-2020中英文試題). 第二輯=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評註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6033322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中學初級卷(含2014-2020中英文試題). 第二輯=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評註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6033339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中學中級卷(含2014-2020中英文試題). 第二輯=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評註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6033346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中學高級卷(含2014-2020中英文試題). 第二輯=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評註2021-02-00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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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章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人車路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八方出版



9789576033353 國際小學數學競賽試題詳解. 第二輯. 2013-2019= Elementary mathematics international contest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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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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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8354 律動按摩: 依循依塔.韋格曼醫師之理念 人類學的基礎= Rhythmische massage馬嘉雷特.豪席卡(Margarethe Hauschka)原著; 何品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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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605 早安!太陽: 認識能源發展史 許喻理文字; 徐慧利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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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54990 甲骨文 何偉(Peter Hessler)著; 盧秋瑩譯 2020-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4012 尋路中國 何偉(Peter Hessler)著; 賴芳譯 2020-04-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24012 尋路中國 何偉(Peter Hessler)著; 賴芳譯 2020-04-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24012 尋路中國 何偉(Peter Hessler)著; 賴芳譯 2020-04-00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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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4449 當神成為機械人: 希臘神話如何透過科幻想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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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4456 商務律師的法務課 許杏宜著 2021-03-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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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谷(Dexter Roberts)作; 廖世德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24593 逆轉的東亞史. 3: 非中國視角的華北. 晉、燕、齊篇劉仲敬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24647 大光. 上卷, 清教秩序五百年 余杰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654 大光. 中卷, 歐洲的歧路 余杰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661 大光. 下卷, 華夏的轉型 余杰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678 大光 余杰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24746 數位貨幣的烏托邦= Digital cash: the unknown history of the anarchists,utopians, and technologists who created cryptocurrency芬恩.布倫頓(Finn Brunton)著; 許恬寧翻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753 臺灣為何重要?: 汪浩政論集 汪浩著 2021-06-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24807 逆轉的東亞史. 4, 非中國視角的上海. 上海自由市篇劉仲敬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24869 日本的滋味: 異國勞工食品、國民料理、全球文化符碼,一部日本戰後拉麵史= The untold history of Ramen: how political crisis in Japan spawned a global food craze喬治.索爾特(George Solt)著; 李昕彥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4890 流動的疆域: 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 楊斌著; 韓翔中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4944 逆轉的東亞史. 5: 非中國視角的東北, 滿洲國篇劉仲敬著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4951 謬誤與真相=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著; 洪慧芳翻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63010 人面桃花: 王丹散文集 王丹作 2021-06-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63119 喬.拜登: 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嗎? 歐逸文(Evan Osnos)著; 廖世德譯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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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3254 彼年春天: 廖玉蕙的台語散文 廖玉蕙作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4503261 旅記 黃恭敏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278 12元的高雄 黃信恩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285 青燈有味似兒時 琦君著 2021-02-00 增訂新版 平裝

9789864503308 九歌一0九年童話選之平安相守 黃秋芳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315 九歌童話選之童話小燈. 一0九年 黃秋芳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322 九歌一0九年童話選 黃秋芳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4503339 九歌小說選. 109年 張亦絢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346 九歌散文選. 109年 黃麗群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391 母親牌便當 林育靖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03414 海道: 紫氣東來 曾昭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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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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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23867 我的身體是大儲水袋 李恩熙文; 宋善範圖; 邱敏瑤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874 無所不在的空氣 林璇華文; 趙賢淑圖; 邱敏瑤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123881 超強無敵的頭腦 林淑英文; 李景錫圖; 陳麗如譯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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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人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力暘能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3703 傳統農業轉型生態園區、多角化經營與商業模式之研究: 以天元一炁生態養生文創園區為案例探討王鎮皇(Chen-Huang Wang)著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43727 蔬食運動社會行銷成功關鍵因素與消費者行為之研究: 以跨產業個案10P與4C分析與比較= Research on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successful social marketing of vegetable food movement and consumer behavio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10P and 4C in cross-industry cases黃詠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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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73373 內觀實踐(2020紀念版) 馬哈希法師等著; 林崇安編譯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574473427 高僧神通力運用大解密: 你所不知道的神通度眾法則梁崇明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73434 來自未來的超時代神人: 尼古拉.特斯拉: 足以讓十九世紀進步到2350的慈悲科學家珊朵拉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73441 佛陀的初心: 2550年前最早的正法 呂尚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73458 法華經的宇宙文明: 不可思議的佛國星際之旅呂尚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73472 葉衣觀自在陀羅尼經 黃啟檀編集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73489 日常修持陀羅尼咒集 黃啟檀編集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73496 心經的宇宙生命科學: 一探圓滿究竟的千古般若智呂尚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73502 圖解佛教禪定與解脫: 決定佛陀證悟的關鍵 釋洞恆著 2020-10-00 修訂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3307 無瞳之眼 風花雪悅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四冊

9789860623314 陽奉陰違 雪翼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23321 符與青狐 散狐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卷上

9789860623338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0623345 遊戲結束之前. 4, 絕望禁止 草子信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3352 無威脅群體庇護協會 matthia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23369 無瞳之眼 風花雪悅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0623376 箱庭魔女夏日騷動 午夜藍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0656480 神祕主義至上!為女王獻上膝蓋 一路煩花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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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5621 化學很有事: 元素家族 張慈庭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638 化學很有事!行動の空氣 張慈庭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676 化學很有事!有趣の酸鹼 張慈庭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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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418820 不動產稅法vs.節稅實務 黃志偉編著 2020-09-00 第4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2915 含淚堅強就會出現彩霞 許明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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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40501 傳藝故事 孫綺憶等故事編繪; 龔仁棉主輯 2019-11-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5946 哞哞要去動物園 小牛津編輯團隊企劃編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45953 哞哞開心上學去 余韋德圖; 小牛津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45977 哞希妹妹長大了(中英對照) 小牛津文; 余韋德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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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心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三日月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人物管理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7335 擇日學三十天快譯通 於光泰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87373 陳怡魁食物改運 陳怡魁講述; 顏兆鴻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380 陳怡魁卜筮改運 顏兆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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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2605 古詩帶你去探秘 DOWEL創作中心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42612 古詩帶你去探秘 DOWEL創作中心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42629 古詩帶你去探秘 DOWEL創作中心編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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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96079 這樣學習改變了我: 把杜拉克村上春樹等16位名師帶回家,為你量身打造專屬學習法,陪你一起練出人生致勝球!齋藤孝著; 張智淵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1796093 犬的誕生: 從漫畫看寵物狗的歷史 林秀美作; 陳品芳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109 趣味心理學原來是神隊友: 10秒鐘人生助攻教室10秒鐘教室(Yan)圖文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116 從現在開始了解: 媽咪和我的交換日記= Just us girls: a shared journal for moms and daughters布蘭蒂.萊麗(Brandi Riley)著; 梁若瑜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1796130 剝削首爾: 是炒房者造成我們的貧窮!寄生下流殘酷史,蟻居村全貌紀實李惠美著; 陳品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147 找死的兔子 安迪.萊利(Andy Riley)繪.著; 梁若瑜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154 來去高雄晃一晃: 澎湃野吉旅行趣. 6 澎湃野吉繪.著; 張智淵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178 找死的兔子. 2 安迪.萊利(Andy Riley)繪.著; 梁若瑜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185 找死的兔子: 再見兔兔 安迪.萊利(Andy Riley)繪.著; 梁若瑜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192 就算忙盲茫我決定給自己一點時間 鴨子小姐繪.著; 簡郁璇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208 奇比小語 澎湃野吉繪.著; 楊明綺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215 你和我的測驗題: 增進親密關係的350題趣味問答艾麗西亞.穆諾茲著; 陳錦慧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222 你可以敏感,但不要被敏感控制: 在生活中找到駕馭自己,增強能力的高敏感族練習題愛曼達.卡熙兒(Amanda Cassil)著; 梁若瑜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96239 你和我之間: 找到遠不孤單,近不受傷,剛剛好的距離金惠男著; 何汲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796246 每天只畫一點點: 365個創意驚喜,成為你解壓良方洛娜.史可碧著; 梁若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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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5820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1必背必出文法 吉松由美等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837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N5 寶藏題庫+通關解題(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吉松由美等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844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N1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20-08-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851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4寶藏題庫+通關解題(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吉松由美等著 2020-08-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868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N3寶藏題庫+通關解題(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吉松由美等合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875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必背比較文法大全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882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N2寶藏題庫+通關解題(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吉松由美等合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899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N4,N5必背比較文法大全吉松由美等合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905 韓語入門圖解輕鬆學: 語順全拆解最簡單!(口袋版)金龍範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912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N1寶藏題庫+通關解題(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吉松由美等著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929 日本人天天用的生活單字2000!動詞變化+情境會話+插圖,延伸3倍記憶!西村惠子, 山田玲奈合著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936 絕對合格!關鍵字日檢高得分秘笈,類語單字N5吉松由美等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943 日語發音自學就會: 365天差很大,每天10分鐘練習發音.會話.單字集吉松由美著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65950 修訂版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2: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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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60024 成語典 三民書局成語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2015-05-00 增訂三版 平裝

9789571467917 三民國語小辭典 陳佳君總審訂; 張孝裕注音審訂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68204 台灣現代文選. 新詩卷 向陽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1469584 Cloze Test & Discourse Structure 大考三題型: 克漏字&文意選填&篇章結構簡薰育著 2021-02-00 修訂三版 平裝

9789571469935 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 上經 黃慶萱注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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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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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69980 琦君小品 琦君著 2021-03-00 四版 平裝

9789571470245 猶記風吹水上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余英時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70351 反景入深林: 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 黃應貴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1470535 守護教養法: 不否定、不過度給予、不焦急,日本教育專家教你養出聰明的孩子小川大介著; 林佳翰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0627 旅遊英文這樣就GO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山田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牛頓開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田



9789571470658 基本六法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著 2021-02-00 四版 平裝

9789571470665 專利法理論與應用 楊崇森著 2021-02-00 修訂五版 平裝

9789571470672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張錦源著; 康蕙芬修訂 2021-02-00 修訂二十二版 精裝

9789571470689 西洋哲學史 傅偉勳著 2021-04-00 修訂四版 平裝

9789571470924 管理學: 政府、企業及非營利組織之經營心法與實踐科學王秉鈞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389 劫後餘生: 外交官漫談「結緣人生」 芮正皋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1471396 全民英檢聽力測驗SO EASY. 初級篇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71433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四 林晏如, 胡琬瑞, 陳怡伶, 陳雯漪, 劉羽婷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440 英文小說解讀攻略, 生命篇 陳思安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457 公民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464 公民掌心雷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471 情緒過勞的我,有些話想對自己說 趙玟英著; 馮燕珠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488 歷史掌心雷 三民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495 如果愛是一隻貓 郭飛飛文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1471518 讀書與生活 琦君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571471525 綸的閱讀寫作教室: 從混合題組到國寫 黃健綸, 呂旻勳, 黃莉吟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570 溥言雜憶(中英雙語版) 裴溥言著; 鄭文君(Alice W. Cheang)譯 2021-02-00 其他

9789571471587 少年達力的思想探險 鄭光明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571471594 英國史綱 許介鱗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571471600 韓非,快逃! 李賢中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571471617 史記的人物世界 林聰舜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571471624 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成中英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571471648 文學小事: 廖玉蕙教你深度閱讀與快樂寫作 廖玉蕙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655 戲曲演進史 曾永義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471662 寶枝 張祖詒著 2021-05-00 修訂二版 平裝

9789571471679 英文小說解讀攻略. 冒險篇 GuyHerring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693 民法債編總論 楊芳賢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571471716 演化與人性: 演化倫理學與儒家思想的創新 李雅明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471723 經濟學 王銘正著 2021-05-00 修訂三版 平裝

9789571471839 金瓶梅 笑笑生著; 劉本棟校注; 繆天華校閱 2021-06-00 四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918859 戰爭EVERYTHING 約翰.佩里塔諾, 詹姆斯.斯皮爾斯作; 陳逾前譯 2015-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268486 PLENISH自製冷壓蔬果汁 卡拉.M.L.羅森著; 管惠玲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92191 腦力大挑戰 珍妮佛.史文森作; 許晉福翻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20313 國家地理北歐神話故事: 關於陰謀、詐術、情愛與復仇的故事唐娜.喬.納波里作; 魏靖儀翻譯 2016-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9320320 太平洋天文學會天文觀測完全指南 琳達.蕭爾, 大衛.普洛斯柏, 薇薇安.懷特作; 李昫岱翻譯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20337 國家地理小小攝影師終極指南 南希.霍諾維奇(Nancy Honovich), 安妮.葛瑞菲斯(Annie Griffiths)作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20351 Angry Birds憤怒鳥: 銳德的大冒險 克里斯蒂.烏爾里奇.巴克斯作; 傅思惟翻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20368 貓與獅 岩合光昭作; 張東君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345859 環遊世界五十年 阿爾伯特.波戴爾(Albert Podell)作; 查修傑翻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722859 馬格蘭的街頭智慧 史蒂芬.麥克拉倫(Stephen McClaren)編輯; 張靖之翻譯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8722873 世界琴酒地圖: 跨越50國的終極琴酒指南 喬爾.哈里森(Joel Harrison), 尼爾.雷德利(Neil Ridley)作; 黃覺緯翻譯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8722880 利用簡單機械原理,建造世界上最驚人的超級機器伊恩.葛拉漢(Ian Graham)撰文; 史都華.赫姆斯(Stuart Holmes)插畫; 黃正旻翻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722927 國家地理終極氣象百科 史蒂芬妮.華倫.德里默作; 陳厚任翻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578722934 天空交響曲: 不同角度之下的肯亞及坦桑尼亞= Aerial symphony: Kenya and Tanzania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李秀恒作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578722941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57大無形文化遺產馬西莫.森蒂尼(Massimo Centini)撰文; 盧郁心翻譯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8722958 探險家學院: 星丘大穿越= Explorer academy 楚蒂.楚伊特(Trudi Trueit)著; 韓絜光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8722965 病毒完全圖鑑: 你必須知道的101種病毒的構造、流行史與驚人多樣性瑪麗蓮.盧辛克(Marilyn J Roossinck)作; 鍾慧元翻譯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8722972 邁爾士.戴維斯自傳= Miles: the autobiography 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 昆西.楚普(Quincy Troupe)著; 陳榮彬, 蔣義翻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722996 科學詭案調查局: 吃飯不要看!離奇現象與噁爛實驗的科學研究報告艾莉卡.恩格豪伯(Erika Engelhaupt), 國家地理學會作; 布萊恩尼.莫羅-克里布斯(Briony Morrow-Cribb)插畫; 姚若潔翻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307 動物仿生學 珍妮佛.斯旺森(Jennifer Swanson)作; 徐仕美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314 燃燒跑魂: 挑戰世界50大經典路跑賽 托拜亞斯.繆斯(Tobias Mews)作; 黃意然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321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跟我來!= Baby montessori琪亞拉.皮羅迪作; 安涅絲.巴魯吉繪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6338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是大?還是小?= Baby montessori琪亞拉.皮羅迪作; 安涅絲.巴魯吉繪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6345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動物= Baby montessori琪亞拉.皮羅迪作; 安涅絲.巴魯吉繪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6352 蒙特梭利寶寶啟蒙繪本: 花園= Baby montessori琪亞拉.皮羅迪作; 安涅絲.巴魯吉繪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6369 國家地理聖經故事: 先知、災害、放逐與救贖的經典故事唐娜.喬.納波里(Donna Jo Napoli)作; 克莉絲汀娜.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畫; 鄭淳怡翻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6376 費波納契的兔子: 50個改變歷史的數學大發現= Fibonacci's rabbits亞當.哈特-戴維斯著; 畢馨云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383 艾力克.克萊普頓自傳= Clapton: the autobiography艾力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著; 張靖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390 終極武器百科 羅傑.福特(Roger Ford)等撰文; 于倉和翻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0906 日本刀: 全面剖析日本刀的鍛造與鑑賞藝術 吉原義人, 里昂.卡普, 啓子.卡普作; 邱思潔, 周沛郁翻譯2020-12-00 二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2

大石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290719 刑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1-00 五版 平裝

9789865290801 公民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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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7147 稅法與實務 王如編著 2021-02-00 十五版 平裝 上冊

9789860607185 設計群專業(一)30天輕鬆破關 鄭竹涵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2059 記帳士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5592073 地政士.不動產實用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十九版 精裝

9789865592080 考科. I, 貨幣銀行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3-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5592097 會計學概要 邵康總編輯 2021-02-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5592103 多元型式作文: 新題型實戰攻略(記帳士三版) 陳雲飛, 黎容芝作 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92110 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郭妍編著 2021-02-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5592127 考科. II, 銀行法 林政信編著 2021-02-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92134 銀行招考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五版 平裝

9789865592158 英文題庫攻略(教甄)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92165 國語文題庫攻略(教甄)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92172 嘆薇觀止: Dr. Betty的國考英文隨身書 林薇(Dr. Betty)編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92189 行政法(概要) 李由, 林實恭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189 行政法(概要) 李由, 林實恭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196 臺中捷運站務員/技術員四合一15天速成 陳雲飛, 許文達, 夏進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92202 郵局內勤六合一40天速成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3-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92219 普通物理與化學概要 吳家銘, 蔚晴編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92226 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洪正, 李由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240 機械原理 李非凡, 劉育德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271 機械原理大意(鐵路) 李非凡, 劉育德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288 民法概要(不動產) 羅揚編著 2021-03-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92295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五合一題庫攻略 三民輔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301 食品科學概論 蔡艾程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2318 保險法規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3-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92325 英文(公職五等)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2021-03-00 十九版 平裝

9789865592332 國文(公職五等) 陳雲飛編著 2021-03-00 十九版 平裝

9789865592349 行政學大意(公職五等) 黃彥勳編著 2021-03-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92356 刑事訴訟法概要 陳毅弘, 李由編著 2021-03-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92363 民事與刑事訴訟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37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柯憲榮編著 2021-04-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5592387 稅法與實務 王如編著 2021-04-00 十五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592394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高分速成 三民保險證照名師群編著 2021-03-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92400 郵局內勤六合一題庫攻略 張啟新編著 2021-04-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92417 機械原理(機械概論)題庫攻略 李非凡, 劉育德編著 2021-04-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92493 不動產估價概要(不動產) 陳仕弘編著 2021-04-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92509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劉力, 洪正編著 2021-04-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5592523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三民輔考不動產教學研究組編 2021-04-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92530 民法概要(司法) 羅揚編著 2021-04-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92608 銀行共同科目歷屆試題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92615 不動產經紀人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4-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92622 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 方哲編著 2021-04-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92646 郵局外勤四合一30天速成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4-00 五版 平裝

9789865592653 法學大意(公職五等) 洪正, 劉力編著 2021-04-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5592660 民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92707 人身保險業務員速成 張晴, 陳妍編著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92714 理財規劃人員高分速成 葉俊佑, 齊名揚編著 2021-05-00 五版 平裝

9789865592721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 洪正編著 2021-05-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92776 公民(公職五等) 洪明明編著 2021-05-00 二十二版 平裝

9789865592783 法學大意搶分小法典(公職五等)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2021-05-00 九版 平裝

9789865592837 普通數學題庫攻略 莫非編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92844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高分速成 金融證照名師群編著 2021-05-00 五版 平裝

9789865592851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搶分題庫 三民輔考金融證照研究小組編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92868 法院組織法(大意) 陳毅弘編著 2021-05-00 六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民輔考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三民補習班



9789865592875 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題庫攻略 李由編著 2021-05-00 五版 平裝

9789865592882 民事訴訟法概要 陳毅弘, 李由編著 2021-05-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92899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方澤沛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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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0764 PhotoCap 6影像小達人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9630771 Writer 7.x文書自由學LibreOffice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9630788 Impress 7.x簡報自由學LibreOffice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2021-04-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029 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 1, 樂器倉庫的祕密 金恩愛作; 葉雨純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7036 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 2, 狂熱的競速比賽 金恩愛作; 葉雨純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7043 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 3, 妖怪世界的文具店 林栽根作; 葉雨純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7050 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 4, 火國毒火將軍的結局林栽根作; 葉雨純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7067 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 5, 肚子疼的原因 權錫源作; 葉雨純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7074 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 6, 番茄怪獸的襲擊 林性萬作; 葉雨純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7098 愛唱歌的恐龍 茱麗.巴拉德(Julie Ballard)文; 法蘭切絲卡.甘巴泰沙(Francesca Gambatesa)圖; 謝靜雯譯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41707 和你不一樣的好朋友 許雅聖文圖; 葉雨純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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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8166 Talk to Quqnyin與觀音的對話 林雯莉(Wendy Lin)作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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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51532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路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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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51549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路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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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544767 地牛不翻身 陳素宜文; 法蘭克圖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544767 地牛不翻身 陳素宜文; 法蘭克圖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544767 地牛不翻身 陳素宜文; 法蘭克圖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43488 真相拼圖 陳肇宜著; 鰻魚蛋圖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616 搶救小飛龍 安石榴作; 徐建國插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722 3C白雪公主 張志銘作; 米腸駿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739 青蛙王子的網路情人 陳茵嵐作; 米腸駿插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746 狗屋裡的外星人 黃文輝文; 任華斌圖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753 我的陰陽眼同學 山鷹文; 徐至宏圖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760 好骨怪成妖記 施養慧作; 李長駿插畫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784 小飛龍的黑色危機 安石榴文; 徐建國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791 小飛龍的瘋狂木偶劇 安石榴文; 徐建國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807 脫線黑線三條線 謝鴻文文; 蔡兆倫圖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814 媽媽的愛,有幾斤? 花格子文; 鰻魚蛋圖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838 愛哭鬼國王 洪國隆作; 陳志鴻插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845 又破又舊的麵包車 李威使作; 施暖暖插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876 橋頭外科醫生 李光福作; 嚕嚕插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883 不能說的祕密 陳啟淦文; 徐建國圖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890 天使的約定 林翔文; 法蘭克圖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913 霸王剪刀手 阿德蝸文; SEVEN圖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47920 小飛龍歷險記 安石榴文; 徐建國圖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9047937 小四愛作怪 阿德蝸作; 任華斌插畫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944 瘋狂動物園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951 霹靂二十四孝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968 挑戰孔夫子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975 孟子駕到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47982 三國亂傳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2021-04-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光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小宇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三朵夏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7

小石頭文化



9789865581022 醜小鴨與無形的拳頭 張志銘作; 米腸駿插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1039 我ㄐㄧㄡˋ是帥: 壞東西救援小隊 王華文; 蔡兆倫圖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81046 翻轉童話e起來 張志銘, 陳茵嵐作; 米腸駿插畫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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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8007 四獸島: 孟加拉灣.部落.禁地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8014 哭泣的樓梯 劉潔淇, 鄭立偉故事;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8021 跟世界說嗨!改變世界的19位科學家 角川平方編輯部作; 黃福基插畫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8045 羅剎雪獅子: 西藏.神山.獼猴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8052 四個瞳孔的小孩 劉潔淇, 鄭立偉故事;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8069 跟世界說嗨!啟發世界的20位創作者 角川平方編輯部作; 黃福基插畫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8137 蟾蜍的詛咒 阿毛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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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3254 那些垃圾教我的事 瀧澤秀一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060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Ahn Chi Hyeon文; TeamKids圖; 徐月珠譯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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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6584480 道地韓國媽媽家常菜360道 <>月刊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510 新時代覺活 莫琳.聖傑曼作; 林資香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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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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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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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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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6584633 成為1%創業存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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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6584664 排毒養生果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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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演算法、分享破百萬的九個公式 提姆.史代普(Tim Staples), 喬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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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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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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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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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男辨識術 かずま作; 甘為治譯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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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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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4886 誰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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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平裝

9789576584916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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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111329 敲開人心的社交心理學: 看懂臉色說對話 楊世宇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111343 開運風水大師: 簡易居家風水輕鬆學 常娟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111350 與人交陪、收放自如的人際關係心理學 嚴建興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111367 不耍廢!開外掛的自我提升手冊 呂齊弘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8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小角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三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88376 德意志歷史上最重要的101個人物= Die 101 wichtigsten person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愛德嘉.沃夫倫(Edgar Wolfrum), 史蒂芬.偉斯特曼(Stefan Westermann)著;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88383 每日義詞: 隨手讀B1 方錫華(Francesco Nati)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88390 輕鬆開口說西文. 2= ¡Hola Español! II 金賢真, 胡惠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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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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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7732 邏輯力思考迷宮.競速移動樂園: 迷宮+思考遊戲二合一,每日5分鐘訓練大腦專注力和思考力Maria de Filippo監製; Gabriele Tafuni, Valentina Belloni, Angela Sbandelli, Luca Maggi, Samuele Maggi繪;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 李育倫總編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7749 邏輯力思考迷宮.奇幻童話樂園: 迷宮+思考遊戲二合一,每日5分鐘訓練大腦專注力和思考力Maria de Filippo監製; Gabriele Tafuni, Valentina Belloni, Angela Sbandelli, Luca Maggi, Samuele Maggi繪;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 李育倫總編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7756 專注力觀察迷宮.動物冒險樂園: 迷宮+找一找遊戲二合一,每日5分鐘訓練大腦專注力和理解力Maria de Filippo監製; Gabriele Tafuni, Valentina Belloni, Angela Sbandelli, Luca Maggi, Samuele Maggi繪;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 李育倫總編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7763 專注力觀察迷宮.驚奇探索樂園: 迷宮+找一找遊戲二合一,每日5分鐘訓練大腦專注力和理解力Maria de Filippo監製; Gabriele Tafuni, Valentina Belloni, Angela Sbandelli, Luca Maggi, Samuele Maggi繪; 小果文創編輯部譯; 李育倫總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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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0902 僵腦突破: 打破思考框架的水平思考解謎遊戲書= Lateral thinking puzzles楊東岳, 黃楷倫, 閃雷恩, 涂怡安, 謝清佑, 陳昭儒, 閃琳作2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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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1302 墨象.凝神: 范墨繪畫作品集= Ink images . cohesion of expressions: painting works by Fan Mo范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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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8377 你和麥肯錫菁英的差別只有1% 戶塚隆將作; 李友君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384 聰明工作者都會的防呆技術 飯野謙次作; 林佑純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407 面子領導學 胡孟君(Maya Hu-Chan)著; 李宛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414 似水無形: 李小龍的人生哲學 李香凝(Shannon Lee)作; 廖桓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421 高績效主管,都擅長「假設」= 最高のリーダーは、この「仮説」でチームを動かす阿比留真二著; 高珮琳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438 邊緣人CEO的零社交成功技巧= コミュ力なんていらない 人間関係がラクになる空気を読まない仕事術石倉秀明著; 劉淳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445 有梗: 超過55個對話梗,只要照套運用,電梯簡報、打動異性、求職面談、社交應酬,讓「說得好」改變你一生黃西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548452 黃渤說話的藝術: 為什麼他能讓周星馳佩服、林志玲以他為擇偶標準?劉瑞江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48469 女人的病,99%都是「氣」造成的: 女人都能學會的凍齡易瘦法: 簡養。那些困擾你一生的氣血問題,25年臨床中醫教妳這樣調。李軍紅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483 為了配合你,我總是苛刻的對待自己: 在「從不讓人失望」和「只顧自己」之間,我該站在哪裡?積田美也子作; 李煥然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520 神加了逗號的地方,別忙著改成句點 柳時和著; 賴姵瑜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766 大腦需要的幸福食物: 哈佛醫生兼劍橋廚師,教你靠飲食對抗抑鬱、焦慮、強迫症和失眠等心理困擾烏瑪.納多(Uma Naidoo)著; 謝慈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8797 飆股的長相: 一根K線就能賺價差,比別人先看出「就是這支股票」,以及「何時該賣」的訊號。林則行作; 鄭舜瓏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48889 養成有錢體質: 如何用最快速度存到一百萬,又不會降低生活品質?日本理財大師只靠三本存摺,提早財富自由!橫山光昭著; 方嘉玲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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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0374 一百萬個親親 諶淑婷文; 詹廸薾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80381 喵喵 桂文亞文; 黃海蒂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9714 海龍改改: 消失的猿田彥之眼 張國立原作; 韓采君, 趙大威改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9769 神跳牆. 卷一, 初戰風禾島 顏志豪文; An Chen圖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09776 神跳牆. 卷二, 攻占遊戲島 顏志豪文; An Chen圖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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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2579 會畫直線就會寫: 掌握畫線技巧x立即寫出美文字愛生活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09 簡單戳、立即用: 超Q萌!羊毛氈可愛造型小物: 95款可擦、可洗的舒壓小幫手= Mascot cleaner森岡圭介編著; 呂宛霖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玩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凡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果文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上林文化



9789869962223 就愛那抹綠!抹茶日和: 料理x飲品x甜點,37種甘醇微苦的美味提案肥丁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30 一學就會!用鋼筆畫創意插畫手帳= Creative Layout designAnita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47 一學就會!用鋼筆畫可愛生活插畫= Lovely illustrationAnita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54 格林血色童話. 5: 殘虐癲狂的禁斷之謎 櫻澤麻衣作; 鍾明秀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78 美の日文 日文練習帖: 50音x單字x佳句,快速鞏固日文根基愛生活編輯部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85 超解讀!鬼滅之刃最終研究: 最終血戰解析錄 三才ブックス作; 廖婉伶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2292 抗癌常備菜202道: 天天這樣吃,戰勝癌細胞 劉金英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2706 這本超好用!休日手作服基礎全書 水野佳子作; 劉冠婷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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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0736 Demon inside. 虛空的回音 Jeff Wong漫畫主筆; Jeff Wong, C. T. Yen漫畫編劇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770743 Code H PIG3rd, Noki漫畫; Noki編劇 202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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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1056 歡喜 曾逢景攝影.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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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5559 掛帥北征: 布袋戲音樂劇= Fight for love 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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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8778 救命蔬菜湯: 防疫抗癌不生病 髙橋弘作; 林美琪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8792 不懂這些小眉角 就等別人踩著你升官 森本千賀子作; 沈俊傑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201 畫背景!細膩質感技巧書 佐藤夕子著; 李明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218 COPIC麥克筆上色 打造魅力動漫角色 綠華野菜子作; 蘇聖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225 和服少女畫報: 浴衣與和服插畫圖錄 宗像久嗣作; 黃詩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232 超寫實.格鬥技全作畫指南 大黑屋炎雀著; 王幼正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249 無蛋奶砂糖!零負擔純素甜點= Vegan sweets 今井洋子作; 沈俊傑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256 謝謝妳來到這世上: 沒有眼鼻的寶貝為生命點亮前進方向倉本美香作; 陳姵君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263 簡單上手的植物繁殖法: 扦插嫁接壓條= もっと簡単で確実にふやせる: さし木.つぎ木.とり木高柳良夫著; 元子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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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45053 My dear Ak' i, please don't be upset by Faisu Mukunana; translator Yao-Chung T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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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2038 菌菇博物館= Welcome to the museum: fungarium凱蒂.史考特(Katie Scott), 伊斯特.蓋亞(Ester Gaya)等作; 周沛郁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2076 遊戲設計的藝術: 架構世界、開發介面、創造體驗,聚焦遊戲設計與製作的手法與原理= The art of game design: a book of lenses傑西.謝爾(Jesse Schell)作; 盧靜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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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1803 大河: 青青與我 周涵甯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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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2209 浴室好朋友: 肥皂與朋友們的浴室日常 小島動畫圖.文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42230 阿嬤與Q妹 小島動畫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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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44499 與諾貝爾獎得主一起穿越時空的十二堂課 巴里.馬歇爾(Barry Marshall)作; 吳欣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島動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納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山海文化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省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昧堂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上品生活科技



9789578544505 想飛上天的兔老大 Q-rais作; 許婷婷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44512 校外教學到月球= Field trip to the moon 約翰.海爾(John Hare)作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44659 媽媽是天使 黃郁欽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8544666 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 1, 原來大家都不一樣哲學新媒體, 公羊兄(朱生亦), 蘇子媖作; 林孜育繪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44673 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 2, 喜歡就可以帶回家嗎?哲學新媒體, 公羊兄(朱生亦), 蘇子媖作; 林孜育繪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44680 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 3, 團體合作的成果哲學新媒體, 公羊兄(朱生亦), 蘇子媖作; 林孜育繪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44697 建立孩子哲學思考的第一套橋梁書. 4, 珍貴的生命哲學新媒體, 公羊兄(朱生亦), 蘇子媖作; 林孜育繪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44758 沒有字的明信片 向田邦子原作; 角田光代改作; 西加奈子繪圖; 林真美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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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61782 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 Encompassing music and the arts in education方銘健, 陳曉嫻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061805 中國四大明星 陳降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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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44171 臺灣服務業大評鑑. 2020= 2020 Service survey in Taiwan工商時報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6844188 大陸台商1000大. 2020年: 口罩下台商的危機與轉機于國欽等採訪撰稿; 梁寶華總編輯 2020-08-00 平裝

9789866844195 壯闊東協 台商雄起: 東協台商一千大. 2020 馮建棨等採訪撰稿; 梁寶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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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6393 大貓總裁的婚後日常 莫心傷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35005 大貓總裁的婚後日常 莫心傷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35029 隱秘暗戀= Secret love 卡列夫司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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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8332 如果我沒有真的快樂這個世界還要欺騙我多久?!= If I am not happy,how long would the world deceive me?安效憲口述; 心靈麥可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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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7507 哈克歷險記 馬克.吐溫著; Eason繪圖 2020-07-00 平裝

9789869907514 唐詩宋詞90首 吳秉真編著 2020-08-00 平裝 第2冊

9789869907521 木偶奇遇記 卡洛.科洛迪著; Eason繪圖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07538 唐詩宋詞90首 吳秉真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3冊

9789869907545 綠野仙蹤 弗蘭克.鮑姆(Frank Baum)著; Eason繪圖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07552 三疊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邢立達, 韓雨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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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0903 逆襲 蘇珊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0910 外星研究權威的第一手資料: 5000年來古今可信的幽浮事件全紀錄呂尚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0934 超級病毒全攻略 新冠病毒COVID-19大解析: 一本書掌握病毒、細菌面貌.預防感染之道.日常養生寶典梁崇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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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68032 Step into English: short vowel 王川華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368049 Step into English: initial sound 王川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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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2038 我一個人: 李長青詩選 李長青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2045 向明手抄詩選: 向明詩抄 向明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02052 向明手抄詩選: 草叢裡的詩 向明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士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雅文創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魚乾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麥國際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陸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工商財經數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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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散戶到專業投資人的完美原型,交易市場中戰勝人性的生存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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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1678 塔羅祕典= The secrets of the tarot: origins,history,and symbolism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著; 林曉欽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1685 伊豆之旅 川端康成著; 劉子倩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722 三步決斷聖經 史蒂芬.強森作; 黃庭敏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1739 路米斯繪畫學習經典套書 安德魯.路米斯著; 吳郁芸, 林奕伶譯 2021-05-00 三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1777 機率思考: 職業賭徒與華爾街巨鱷的高勝算思維法，面對機率、風險和不確定性的34堂防彈思考課= Chancing it the laws of chance and how they can work for you羅伯.麥修斯(Robert Matthews)著; 高英哲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784 門 夏目漱石作; 劉子倩譯 2021-06-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11791 盛夏之死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890 畫出心中所見 查爾斯.雷德作; 陳琇玲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920 紀律的交易者: 培養贏的態度,成功的交易80％靠心理,只有20％靠技巧= The disciplined trader: developing winning attitudes馬克.道格拉斯(Mark Douglas)著; 劉真如譯 2021-05-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11944 量化行銷時代[首部曲]: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營團隊都在做,15個關鍵行銷計量指標= Data-driven marketing: the 15 metrics everyone in marketing should know馬克.傑佛瑞(Mark Jeffery)著; 高英哲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11999 長線投資獲利金律 艾德加.羅倫斯.史密斯作; 吳書榆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41001 慾望的魔術師 谷崎潤一郎作; 陳系美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41018 量化行銷時代2.0: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營團隊都在做,5步驟啟動次世代行銷轉型(數位行銷加強版)= Data-first marketing: how to compete and win in the age of analytics娜.德里斯科爾.米勒(Janet Driscoll Miller), 茱莉亞.林(Julia Lim)著; 黃庭敏譯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41032 作手: 獨自徘徊天堂與地獄,一個操盤手的告白壽江著 2021-06-00 三版 平裝

9789860741094 侏儒的話 芥川龍之介作; 銀色快手譯 2021-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0741117 自私的藝術= The art of selfishness 大衛.西伯里(David Seabury)著; 李祐寧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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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3678 秋天的說詞 邵純生作 2017-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03685 十二生肖傳奇 稍定作 2018-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869203692 十二生肖傳奇. 下. 一 稍定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007 健康啟示錄 徐瑞洋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0608014 十二生肖傳奇. 下. 二 稍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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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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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79434 主題式電工原理精選題庫 陸冠奇編著 2020-11-00 第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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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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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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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0701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重點整理+試題演練) 成琳編著 2020-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0718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百分百攻略 成琳編著 2020-10-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0763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傅維廷編著 2020-12-00 第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0770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傅維廷編著 2020-12-00 第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1050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2020-11-00 第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1098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釋義(含歷年函示及公告)黃培誠編著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159 文化行政類(本國文學概論)歷屆試題精闢新解吳姍姍編著 2020-10-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01234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一: 教育理論基礎 舒淮編著 2020-10-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241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二: 教育實務運作 舒淮編著 2020-1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258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 蔡穎, 茆政吉編著 2020-10-00 第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1265 一次考上銀行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 蔡穎, 茆政吉編著 2020-10-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272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2020-10-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1289 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2020-10-00 第十二版 平裝

9789865201302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通關寶典 舒淮編著 2020-10-00 第六版 平裝

9789865201319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徐弘縉編著 2020-10-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5201326 地表最強教育專業科目. 三: 教育政策法規與輔導特教舒淮編著 2020-1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333 逼真!電工機械(電機機械)模擬題庫+歷年試題鄭祥瑞編著 2020-10-00 第六版 平裝

9789865201340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2020-10-00 第十一版 平裝

9789865201357 機械原理(含概要與大意)奪分寶典 祝裕編著 2020-10-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1364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頂極權威勝經 祝裕編著 2020-10-00 第八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大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上揚國際開發



9789865201388 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 德芬編著 2020-10-00 第十四版 平裝

9789865201395 行政法: 獨家高分秘方版測驗題攻略 林志忠編著 2020-10-00 第十六版 平裝

9789865201401 圖解速成票據法 周卡蘿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418 一次考上地政士專業證照(專業科目+國文) 陳椿鶯編著 2020-10-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425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2020-10-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5201432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頻出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20-10-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1456 最新國文: 測驗勝經 楊仁志編著 2020-12-00 第十六版 平裝

9789865201463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2020-11-00 第十八版 平裝

9789865201470 基本電學致勝攻略 陳新編著 2020-1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487 公民(鐵路特考) 邱樺編著 2020-11-00 第十二版 平裝

9789865201494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2020-10-00 第三十版 平裝

9789865201500 文化行政類(世界文化史(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陳書翊編著 2020-11-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20152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駱英, 歐恩編著 2020-11-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5201548 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 成宜, 德芬編著 2020-11-00 第九版 平裝

9789865201555 驗光生滿分題庫合輯 許瑋怡等編著 2020-12-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201562 國文: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司法版) 廖筱雯編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579 社會學 陳月娥編著 2020-10-00 第二十版 平裝

9789865201586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2020-11-00 第十六版 平裝

9789865201609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過關寶典 劉永宏編著 2020-12-00 第十四版 平裝

9789865201616 人因工程過關寶典 劉永宏編著 2020-12-00 第九版 平裝

9789865201623 工業安全管理經典題庫解析 劉永宏編著 2020-12-00 第九版 平裝

9789865201630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2020-12-00 第十四版 平裝

9789865201647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著 2021-01-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1654 移民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2020-11-00 第六版 平裝

9789865201661 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2020-12-00 第十二版 平裝

9789865201678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 109年度 伍湘芬, 吳姍姍, 邱鉦倫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685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四. 109年度陳培林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692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陳盛, 王一周編著 2020-11-00 第十五版 平裝

9789865201708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2020-12-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1715 英文頻出題庫 凱旋編著 2020-12-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1722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哲學與比較教育 舒懷編著 2020-1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739 素養導向: 國小類教師檢定教育專業科目全真模擬試題舒暢編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746 風險危害評估: 重點整理與經典題庫解析 劉永宏編著 2020-1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01753 素養導向: 中學類教師檢定教育專業科目全真模擬試題舒勁編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760 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 祝裕編著 2020-12-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1777 犯罪學(含概要) 王強編著 2020-1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01784 犯罪學(含概要)(司法版) 王強編著 2020-12-00 第十六版 平裝

9789865201791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2021-01-00 第二十版 平裝

9789865201807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司法版) 張良, 方華編著 2021-01-00 第十七版 平裝

9789865201814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2021-01-00 第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1821 中華民國憲法頻出題庫 羅格思編著 2021-01-00 第九版 平裝

9789865201838 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精闢新解(含教行、教心、測統、教史哲、比較、教概等)陳培林編著 2021-01-00 第十二版 平裝

9789865201845 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國民營版) 張千易編著 2021-01-00 第四版 平裝

9789865201852 榜首不傳的政治學秘笈 賴小節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869 工程力學焦點速成+高分題庫 良運編著 2020-12-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201876 國貿業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得分寶典 吳怡萱編著 2021-0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883 人力資源管理(國民營) 陳月娥, 周毓敏編著 2020-1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1890 12堂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課 蘇育群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906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證照10日速成 楊昊軒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913 外幣保單證照7日速成 陳宣仲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1920 主題式電路學高分題庫 甄家灝編著 2020-12-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5201937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2021-01-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1944 行銷學(適用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2021-01-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1975 海巡法規(含概要) 江南編著 2021-01-00 第九版 平裝

9789865202002 機械常識 林柏超編著 2021-01-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2019 金融科技知識焦點速成+模擬試題演練 程凱弘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026 基礎服裝製作(適用女裝丙級檢定) 葉立誠, 邱玉慈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033 國文高分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2021-01-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2040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猜題及歷屆試題 龍田編著 2021-01-00 第二十版 平裝

9789865202057 工業安全工程過關寶典(含機電防護防火防爆)劉永宏, 詹韋洺, 曹徫傑編著 2021-0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2071 素養導向: 國小類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舒淮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088 主題式行政學(含概要)混合式超強題庫 賴小節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095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含概要)一本通 張大帥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101 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謝坤鐘編著 2021-01-00 第六版 平裝



9789865202132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主題式題庫(含歷年試題解析)黃秋樺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149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21-02-00 第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2156 統整式國籍與戶籍法規 紀相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163 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丙級技能檢定學科滿分題庫林惠貞編著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2170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2021-02-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2187 移民政策與法規 張瀚騰編著 2021-02-00 第十二版 平裝

9789865202194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釋義+試題演練)陳旭鳳編著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2200 電子學 陳震編著 2021-02-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2217 電力系統重點整理+高分題庫 廖翔霖編著 2021-0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02224 警察法規(含概要)百分百 成琳編著 2021-02-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02231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重點統整+歷年試題解析二合一過關寶典陳怡如編著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2248 尹析老師的行政法觀念課: 圖解、時事、思惟導引尹析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262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大意) 盧金德編著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2279 英文: 看這本就夠了 劉似蓉編著 2021-02-00 第十七版 平裝

9789865202286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一次過關 可樂編著 2021-03-00 第四版 平裝

9789865202293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賦誠編著 2021-02-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202309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賦誠編著 2021-02-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202316 記帳士證照21天速成 賦誠編著 2021-03-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2330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含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李宜藍編著 2021-02-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2347 國文: 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 鍾裕編著 2021-02-00 第十二版 平裝

9789865202354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寶典 黃皇凱 2021-02-00 第四版 平裝

9789865202361 會計學高分題庫 歐欣亞編著 2021-03-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5202378 主題式行政法(含概要)混合式超強題庫 尹析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385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包括所得稅法、稅捐稽徵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方君編著 2021-02-00 第十九版 平裝

9789865202392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含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歐欣亞編著 2021-03-00 第四版 平裝

9789865202408 完勝英文: 英文的11堂必學課程 雲皓著 2021-02-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5202422 機械力學(含應用力學及材料力學)重點統整+高分題庫林柏超編著 2021-02-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02439 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 甄家灝編著 2021-03-00 第九版 平裝

9789865202460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司法) 南春白編著 2021-03-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5202477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21-03-00 第十九版 平裝

9789865202521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九. 107-109年度 歐昌豪編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02538 人事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21-03-00 第二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2552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玥編著 2021-04-00 第十三版 平裝

9789865202569 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翊銜編著 2021-04-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5202583 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章庠編著 2021-03-00 第十版 平裝

9789865202637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2021-03-00 第六版 平裝

9789865202644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2021-03-00 第八版 平裝

9789865202712 公民: 看這本就夠了 邱樺編著 2021-03-00 第六版 平裝

9789865203177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成宜編著 2021-04-00 第十六版 平裝

9789865203603 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滿分題庫林惠貞編著 2021-04-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04198 法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成宜編著 2021-04-00 第五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58181 身體宣言: 林珮淳個展 鍾經新主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06210 幻鏡山水: 宋璽德個展= Mirror the Illusional Landscape鍾經新主編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06234 非夢不真實: 攝影聯展= Dream as Reality 鍾經新主編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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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50796 教授升等著作 曾清枝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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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5716 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第12屆 謝智玲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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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5723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二十二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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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葉大學教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27

送存冊數共計：127

大象藝術空間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葉大學企管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49503 顛狂世界= Verrückte Welt 阿塔克(Atak)著.繪; 力耘繪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640 夜巡貓 深谷薰著; 丁世佳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549657 潛水鐘與蝴蝶= 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尚-多明尼克.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著; 邱瑞鑾譯2021-04-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49664 跟著浮世繪去旅行: 與歌川廣重探訪江戶日本絕景浮世繪編輯小組編著; 陳幼雯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671 簽名買賣人= The autograph man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著; 郭品潔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49756 溫德斯談藝術: 塞尚的畫素與觀看藝術家的眼光= Die Pixel des Paul Cézanne: und andere Blicke auf Künstler文.溫德斯(Wim Wenders)著; 趙崇任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763 從易經看老子道德經 劉君祖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800 台女 李昭融文; 登曼波, 林建文攝影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817 做自己的工作設計師: 史丹佛經典生涯規畫課: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職場實戰篇= Designing your work life: how to thrive and change and find happiness at work比爾.柏內特(Bill Burnett), 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著; 許恬寧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824 中醫到底行不行 杜李威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831 我會做任何事!= I can be anything! 傑瑞.史賓納利(Jerry Spinelli)文; 幾米圖/翻譯 2021-05-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49855 搖擺時代= Swing time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著; 黃意然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923 成為洞穴 川貝母作 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9930 幸福路上 宋欣穎原作; 羅荷漫畫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49947 幸福路上 宋欣穎原作; 羅荷漫畫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49954 告別失智的大腦活化術: 8項技法x20項大腦運動,讓你輕鬆鍛鍊腦力、預防退化，開啟永智人生林錦堂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961 暗數據: 被看到、被聽到、被測量到的,往往不是「真凶」= Dark data: why what we don't know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we do大衛.漢德(David Hand)著; 賴盈滿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9978 經絡解密. 卷六: 珍藏人體元陰元陽的先天之本與生命之根-腎經沈邑穎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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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20834 Well done,little white fish!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841 Little white fish is so happy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858 Little white fish has many friends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865 Little white fish deep beneath the sea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872 Little white fish and the beautiful sea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0-10-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889 Little white fish and his daddy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896 Little white fish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902 Little white fish gets bigger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919 Bravo,little white fish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1st ed. 精裝

9789578620926 Little white fish counts up to 11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Guido van Genechten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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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11969 読んで面白い、使って便利 中国語の熟語.ことわざ 活用辭典(中日對照)姚義久著 2021-02-00 第1版 平裝

9789863211976 阿美族語言的語音與意涵之美= CIKEMODAY HACA KO SOWAL NO PANGCAH/AMIS= The power of malleability in Amis language黃東秋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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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4256 法式料理加熱技巧聖經 上柿元勝作; 胡家齊翻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14263 巴黎麗思飯店的甜點時刻= Instants sucrés au Ritz Paris方索瓦.佩赫(François Perret)作; 林惠敏翻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14270 法國名店蛋糕卷= Bûches 皮耶.艾曼(Pierre Hermé)等作; 林惠敏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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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3696 鄉居筆記 陳照旗文字; 鐘銘誠繪圖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33702 節氣香草 蔡怡真文字; 呂麗秋繪圖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33719 生活在文化裡的好手藝 莊郁盈, 楊麗琴採訪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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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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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3890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7, 科學偵探vs.超能力少年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智章著; 木木(KIKI)繪; 黃薇嬪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63913 12歲之前一定要學. 4, 訂定計畫&時間管理 花丸學習會作; 伊之文翻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63920 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長不高大人晏嬰秀機智王文華作; 王秋香繪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境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新科技



9789865593001 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結巴貴公子韓非說故事王文華作; 陳虹伃繪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018 全集中5分鐘限時揭密無人島絕境逃生: 一場結合鬥智、邏輯、推理、空間感知的生死搏鬥漫田畫漫畫; 李彥樺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032 新井洋行360度環繞閱讀互動遊戲繪本: 公車 新井洋行文.圖; 蘇懿禎翻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049 新井洋行360度環繞閱讀互動遊戲繪本: 火車 新井洋行文.圖; 蘇懿禎翻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056 日本腦科學權威久保田競專為幼兒設計有效鍛鍊大腦摺紙遊戲久保田競監修; 卓文怡翻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93063 日本腦科學權威久保田競專為幼兒設計有效鍛鍊大腦迷宮遊戲久保田競監修; 卓文怡翻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93124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道路 鹿島建設公司文; 池內莉莉圖; 李彥樺翻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93155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隧道 鹿島建設公司文; 武者小路晶子圖; 李彥樺翻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93179 第一次王國. 1, 走音國王的演唱會 Tojo-San文; 立本倫子圖; 蘇懿禎翻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186 有你多麼幸福 宮野聰子文.圖; 游珮芸翻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93223 幽靈貓福子. 1, 丸子町的守護神 廣嶋玲子文; 薔薇松瞳圖; 王蘊潔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254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8, 科學偵探vs.暴走的AI. 上集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智章著; 黃薇嬪譯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285 第一次王國. 2, 超多草莓的盛宴 Tojo-San文; 立本倫子圖; 蘇懿禎翻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292 人體製造工廠: 便便、尿尿、汗水......35種有形的人體產物藤田紘一郎監修; 戶毛戶毛繪圖; 張東君翻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308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橋梁 鹿島建設株式會社監修; 山田和明繪圖; 李彥樺翻譯2021-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93315 人體製造工廠: 發燒、體臭、咳嗽......36種無形的人體產物藤田紘一郎監修; 戶毛戶毛繪圖; 張東君翻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3346 人體製造工廠 藤田紘一郎監修; 戶毛戶毛繪圖; 張東君翻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93407 兒童精神科醫師專業打造訓練遊戲: 全面啟動大腦學習認知力宮口幸治作; 李彥樺翻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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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9644 我的日本夢= Mon premier rêve en japonais 卡蜜兒.華耶(Camille Royer)作; 韓書妍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9675 失能旅社= Hostel of lost function Gami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49682 法國美食傳奇= The food of France 韋弗利.魯特(Waverly Root)作; 傅士鈴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47808 內褲外穿. 1, 向三角褲致敬!= Culottées. 1: des femmes qui ne font que ce qu'elles veulent潘尼洛普.芭潔(Pénélope Bagieu)作; 陳文瑤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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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57404 公職考試講重點(半導體工程) 劉強編著 2021-06-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7510 公職國營歷年高頻英文字彙 洋碩美語編著; Malone Kao翻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8869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類)共同+專業. 2021(103-109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2020-08-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156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化學類)共同+專業. 2021(103-109年試題)李華, 紫彤, Jacob Wu, 栗絲,蘇菲, Kay, 張北城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422 公職考試講重點(資料結構) 張逸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51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熱力學(含熱傳學、熱工學).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52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流體力學(含流體力學概要、流體力學與水文學、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禾, 林靖, 李祥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54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概要、機械力學概要). 2021(105-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李祥, 姜伯, 祝裕, 程東, 曾永銘, 張皓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55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機械設計(含機動學與機械設計、機械設計概要、機械原理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姜伯, 莊仲, 祝裕, 程東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569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機械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李祥, 林禾, 栗絲, 紫彤, 張皓, 蘇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57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含機械製造學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莊伯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63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含電子學概要、電子學與電路學)).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鄧茗, 劉強, 張鼎, 袁大為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65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半導體工程). 2021(99-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劉強, 袁大為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668 公職國營講重點(電力系統) 林力, 李元編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345968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程逸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69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021(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程逸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29 自動滅火系統(含NFPA &工程實務) 黃鴻勛編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597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含電工機械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陳澤,曾誠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6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本國文學概論(含本國文學概要)). 2021(101-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李華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7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2021(97-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洪澤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81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化工製程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楊華, 林隆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79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文化行政概要)). 2021(101-109試題)(申論題型)洪澤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04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李長綱, 余宏, 林力, 栗絲, 孫廷, 袁大為, 陳澤, 張鼎, 紫彤, 鄧茗, 蘇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11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儀電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余宏, 栗絲, 袁大為, 張逸, 張鼎, 詹森, 紫彤, 鄧茗, 劉逸, 蘇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2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概要). 2021(99-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蔡宏恩, 陳澤, 李元, 孫廷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3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含計算機概要、計算機系統)). 2021(105-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 羅文, 陳峻楓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4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測驗題型)張逸, 羅文, 陳峻楓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59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技師). 2021(102-109年試題)鄧茗, 劉強, 張鼎, 李元, 劉承, 程逸, 陳澤, 林力, 袁大為, 孫廷, 曾誠編著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6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含作文、公文)). 2021(107-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箏, 李華, 紫彤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73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周詳, 楊華, 牧翰, 栗絲, 張元, 張承, 張奇, 張智凱, 紫彤, 楊莉, 鄭瑋, 成俊, 蘇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880 郵政考試講重點(郵政三法大意) 湛址傑, 湛伸彥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903 公職考試講重點. 水處理工程. 上. 給水篇 張晉, 劉力, 劉澤融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5991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稅務法規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何菲, 張天啟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927 線性代數寫真秘笈: 研究所講重點 周易編著 2021-03-00 八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碩教育



9789863459934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公民與英文). 2022(106-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Jacob Wu, 楊華, 文遠, 蔡邑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941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國文). 2022(107-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李華, 林聰, 紫彤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958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財會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栗絲, 張天啟, 揚智, 陳峰, 張翔, 紫彤, 楊華, 楊莉, 蔡琳, 蘇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97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法學知識、英文、綜合法政知識)). 2021(109年試題)(測驗題型)Jacob Wu, 李華, 楊華, 鄭瑋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989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法務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文翊, 李華, 沈尚誼, 栗絲, 紫彤, 筱喻, 鄭瑋, 魏合, 蘇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45999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稅務法規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何菲, 張天啟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01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計學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Szarnya, 李揚, 陳峰, 張玉玲, 揚智, 蔡琳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02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商事法).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文心, 筱喻, 葉權, 賽利絲, 魏合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03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人類學). 2021(97-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永恩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04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世界文化史(含世界文化史概要)). 2021(101-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永恩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077 總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編著 2021-03-00 五版 平裝

9789865479084 個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編著 2021-03-00 五版 平裝

9789865479084 個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編著 2021-03-00 五版 平裝

9789865479091 提綱挈領學統計 張翔, 廖崇智編著 2021-03-00 九版 平裝

978986547911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含程式設計、程式語言概要、程式設計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洪捷, 張逸, 劉逸, 羅文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14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地方自治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文遠, 袁湘琴, 高聞, 高仲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12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社會學(含社會學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劉學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13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文遠, 袁湘琴, 高聞, 高仲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15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含資料結構與資料庫及資料探勘)). 2021(101-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 洪捷, 程功, 張逸, 劉逸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16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運輸管理學(含運輸管理學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趙敏, 張承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18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庫應用(含資料庫應用概要)).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 張逸, 羅文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19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含網路原理與應用)).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 吳鋼, 張逸, 羅文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0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含資料處理概要)). 2021(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吳鋼, 林偉, 張逸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2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含環境微生物學概要、環境化學概要)).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石濤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3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管理(含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與設計概要、系統分析與資訊安全)).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 張瑞, 楊智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4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與管理(含環境規劃與管理概要)).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張郎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5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廢棄物處理工程(含廢棄物處理工程概要、廢棄物工程)).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6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空氣污染與噪音防制(含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概要、空氣污染與噪音工程)).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7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含環境科學概要)).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8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污染防治技術(含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要、水污染與土壤污染防治)).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劉力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29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保行政學(含環保行政學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0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衛生學與環境影響評估技術).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1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水處理工程(含水處理工程概要、給水及污水工程)).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劉力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29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工程技師). 2021(102-109年試題)王瀚, 石濤, 何明, 李祥, 林禾, 林靖, 劉力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36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環工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王瀚, 石濤, 何明, 李華, 栗絲, 紫彤, 楊華, 蘇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43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人資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Kaoru, 文翊, 成俊, 李華, 栗絲, 高士奇, 陳理, 張承, 紫彤, 楊華, 鄭瑋編著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 2021(107-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陳理, 程楊, 鄭瑋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6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政法概要)). 2021(107-109年試題)(測驗題型)陳理, 程揚, 鄭瑋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7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租稅各論). 2021(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381 工程數學寫真秘笈: 研究所講重點 周易編著 2021-05-00 十一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47939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含親屬與繼承編、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2021(107-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沈尚誼, 湛伸彥, 鄭瑋, 賽利絲, 蕭峰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0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含公務員法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鄭瑋, 魏合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11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法學大意). 2022(107-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鄭瑋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2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含民法概要、民法物權編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測驗題型)沈尚誼, 鄭瑋, 魏合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3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租稅各論). 2021(100-109年試題)(測驗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4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立法程序與技術).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文翊, 軒諭, 賽利絲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59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大意). 2022(107-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魏合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6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刑法(含刑法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蕭峰,湛伸彥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7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含刑事訴訟法概要、刑事訴訟法)).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文心, 文翊, 湛伸彥, 筱喻, 賽利絲, 蕭峰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48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含民法概要、民法物權編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沈尚誼, 鄭瑋, 魏合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51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通信與系統(含通信系統概要、通訊系統)). 2021(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時越, 項揚, 余宏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52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心理學(含心理學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心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534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大意). 2022(107-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鄧茗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541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大意). 2022(107-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陳澤, 張鼎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657 郵政考試講重點(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湛伸彥, 湛址傑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664 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法律實務組(普通+專業)). 2021(105-109年試題)Jacob Wu, 文心, 李華, 陳理, 紫彤, 筱喻, 鄭瑋, 賽利絲, 蕭峰, 魏合編著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67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統計學(含統計學概要)). 2021(105-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翔, 張璇, 徐明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688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政風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李華, 紫彤, 楊華, Jacob Wu, 栗絲, 張天啟, 沈尚誼, 蕭峰, 陳理, 賽利絲, 軒諭, 湛伸彥編著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79718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總整理 林文興, 林坤層編著 2021-04-00 三版 平裝

978986073502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經濟學)(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 2021王喆, 牧翰, 周詳, 張天啟, 張智凱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09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學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元, 周詳, 牧翰, 蔡琳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17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移民政策與法規).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熊武, 衛彬, 鄭瑋, 蘇靖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185 經濟魔法書秘笈 楊莉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27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財政學(含財政學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28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籍與戶政法規(含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2021(103-109年題型)(申論題型)陳理, 鄭瑋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58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財政學(含財政學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張天啟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628 國營事業講重點(行政學概要) 謝望民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63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藝術概論(含藝術概要)). 2021(101-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高尚谷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65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移民法規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測驗題型)熊武, 衛彬, 鄭瑋, 蘇靖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67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021(105-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牧翰, 楊莉, 周詳, 王喆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68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2021(103-109年題型)(測驗題型)陳理, 鄭瑋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70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抽樣方法與迴歸分析(含統計實務、統計實務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碩, 司馬騫, 徐明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71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學(含行政學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測驗題型)謝望民, 宏海, 高聞, 高仲, 衛彬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83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政治學概要). 2021(102-109年試題)(測驗題型)謝望民, 宏海, 高聞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871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經濟學(含經濟學概論、經濟學概要)). 2021(105-109年試題)(測驗題型)牧翰, 楊莉, 周詳, 王喆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88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貨幣銀行學(含貨幣銀行學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達昌, 林元, 楊莉, 周詳, 張智凱編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73589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計學概要)). 2021(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Szarnya, 李揚, 陳峰, 張玉玲, 揚智, 蔡琳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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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4061 哈佛的5堂邏輯思維課思考定高度: 面對抉擇時你是賭一把,還是想清楚再做?韋秀英著 2017-12-00 平裝

9789869687355 98%顧客都買單の成交心理學: 為何她用「一句話」，就能勾起顧客的購買欲望?和田裕美著; 黃瓊仙譯 2018-10-00 平裝

9789869687355 98%顧客都買單の成交心理學: 為何她用「一句話」，就能勾起顧客的購買欲望?和田裕美著; 黃瓊仙譯 2018-10-00 平裝

9789578710849 股人阿勳教你價值投資: 圖解基本面,用「價值河流圖」穩穩賺自己的20%!股人阿勳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8710900 業務之神的精準服務= Why customers leave(and how to win them back)大衛.艾弗林(David Avrin)作; 王秋月譯 2020-08-00 平裝

9789578710962 子彈筆記考試法: 學霸校長教你只要100天,讓各科滿分的k書技巧!謝龍卿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4049 銷量暴漲的原理: 27年的永恆行銷經典,教你22個攻略全球的秘密!= The 22 immutable laws of marketing艾爾.賴茲(Al Ries), 傑克.屈特(Jack Trout)著; 謝孟庭譯2021-01-00 平裝

9789865564087 麥肯錫時間計畫 李志洪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564117 50張圖教你學會看懂財報找出飆股賺價差: 股價的魔鬼藏在細節裡,散戶必知的33個技巧= 超解 決算書で面白いほど会社の数字がわかる本福岡雄吉郎著; 黃瓊仙譯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64148 微甜の說話課: 33堂說好話、辦好事的溝通智慧!何亞歌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64162 補強基因的缺陷 天天訓練自癒力 優渥客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64223 金融怪傑.達文熙教你用100張圖學會箱子戰法: 傳承60年經典理論,融合台股贏家思維散戶一學就會的交易SOP大公開達文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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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9846 我是狗 白希那文.圖; 林玗潔譯 2020-01-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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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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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3238 奇怪的客人 白希那文.圖; 林玗潔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3238 奇怪的客人 白希那文.圖; 林玗潔譯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3795 銀劍 伊安.塞拉利爾(Ian Serraillier)作; 趙永芬翻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6067 大家一起玩泥巴 張秀毓文.圖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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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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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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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6180 我的花卉寶寶 陳麗雅文.圖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203 青銅葵花 曹文軒作 2021-04-00 三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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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6234 失去影子的人 阿德貝爾特.封.夏米索, 威廉.豪夫原著; 沙永玲改寫; 張葳繪圖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66265 貓熊弟弟大採購 石川浩二文.圖; 紀富元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272 白希那繪本集: 神奇暖心的日常童話 白希那文.圖; 林玗潔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66302 翻轉!假期! 周姚萍文; 黃祈嘉圖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6319 人體大研究 山田真文; 山內和朗圖; 周佩穎譯 2021-05-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66326 喵-嗚!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0000-00-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66333 糖果樂園大冒險 呂游銘著 2021-05-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66357 我的阿嬤16歲 廖炳焜作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6364 Girls'Talk女生的悄悄話: 女生的性徵、外貌、性與心事翼大文.圖; 林玗潔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6371 慢小黃出任務 宮西達也文.圖; Choyce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66395 髒兮兮國王 嚴凱信文.圖 2021-05-00 二版 精裝

9789865566500 鴨子騎車記 大衛.夏農文.圖; 沙永玲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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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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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2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0

送存冊數共計：111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0

小魯文化



9789577626998 尋找黃色小鴨 馬格努斯.魏特曼(Magnus Weightman)文.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7627001 怎麼說對不起 大衛.拉羅謝(David LaRochelle)文; 麥克.沃那卡(Mike Wohnoutka)圖; 上誼編輯部譯020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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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27025 奇妙的種子 安野光雅著; 鄭明進譯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577627056 我的建築工程磁貼遊戲書 奧利佛.拉提克圖 2020-09-00 初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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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27070 赫威.托雷美感著色書= Livre de coloriages 赫威.托雷(Hervé Tullet)文.圖; 周婉湘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7627070 赫威.托雷美感著色書= Livre de coloriages 赫威.托雷(Hervé Tullet)文.圖; 周婉湘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7627087 不怕輸的才是贏家 卡特琳娜.高斯曼-漢瑟爾(Katharina Grossmann-Hensel)文.圖; 吳肇祈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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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63478 期指當沖操作攻略 陳永達(燚炎)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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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689557 即將到來的全球貨幣動盪與投資風險指南= The great devaluation: how to embrace,prepare,and profit from the coming global monetary亞當.巴拉塔(Adam Baratta)著; 鄭婉伶, 鄭依如, 王婉茜, 陳羿彣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689564 邏輯思維基本概念: 理性決策的各種思考工具謝志高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689571 談判的訊號: 讀懂真實世界中的價格與心理動態力量= Getting(more of) what you want: how the secrets of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an help you negotiate anything, in business and in life瑪格里特.妮爾(Margaret A. Neale), 湯瑪斯.黎斯(Thomas Z. Lys)合著; 趙睿音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689601 數位產品設計心理學: 好介面做了什麼,讓使用者改變行為模式?= Engaged: designing for behavior change艾米.布秋(Amy Bucher)著; 張小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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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8050 簡約人生 禪韻無窮 禪和尚本性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88067 放過自己 海闊天空 禪和尚本性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88074 修學人生 吃飯開始 禪和尚本性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88081 攝心守意 眼觀何處 禪和尚本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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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487527 叢林奇談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著; 聞翊均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487565 黑神駒 安娜.史威爾(Anna Sewell)著; 陳柔含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487596 墓園女孩 麗莎.湯普森(Lisa Thompson)著; 陳柔含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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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0064 奶奶,妳在哪裡呢?= 할머니 어디 있어요? 安恩永文.圖; 陳思瑋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088 關掉電視,找找鳥兒在哪裡= Nature's toy box 溫達.舒爾蒂(Wenda Shurety)文; 哈里特.霍布戴尼(Harriet Hobday)圖; 巫芷玲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101 我說我不想,是因為我會怕= The magic moment 尼亞爾.布雷斯林(Niall Breslin)文; 希娜.鄧普斯(Sheena Dempsey)圖; 賴潔林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118 不要跟我說話!= 나한테 인사하지마! 辛復男文.圖; 莫莉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125 愛告狀的響尾蛇= Diamond rattle loves to tattle 艾希莉.巴特里(Ashley Bartley)文; 布萊恩.馬丁(Brian Martin)圖; 張家綺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132 糖果屋= フンゼルとグレーテル 德國格林童話原著; 小森香折改編; 吉田尚令圖; 林家羽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149 下陣雨了= 소나기가 내렸어 尹貞美文.圖; 陳慧瑜譯 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156 大野狼與七隻小羊= おおかみとしちひきのこやぎ德國格林童話原著; 末吉暁子改編; 猫野ぺすか圖; 黃姿頤譯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194 愛說謊的妮娜= Basta bugie,Nina! 伊莎貝拉.芭亞(Isabella Paglia), 保羅.普柔葉緹(Paolo Proietti)作; 張家葳(Nelly Chang)譯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217 哈柏去上游泳課= Hop op zwemles 艾絲特.凡登伯格(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巫芷玲譯2021-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224 芬妮與黑夜= Fanny et la nuit 梅里斯.道福雷斯(Maylis Daufresne)文;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范堯寬譯2021-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0231 轟隆!轟隆!= 쿵쾅!쿵쾅! 李妙申文; 鄭鎮姬圖; 魏嘉儀譯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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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5992 療癒心靈的芳香療法(經典重譯版) 蓋布利爾.莫傑(Gabriel Mojay)著; 鄭百雅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403 提高心靈療癒力的脈輪芳療: 用8種顏色x26支精油,化解焦慮、不安、高敏的人生,綻放真實自在的自己小林慧著; 賴佳妤翻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427 腎臟病可以靠運動治好!: 第一本專為腎臟病患者打造的運動法,多人已改善腎臟功能,防止病況惡化上月正博著; 蘇珽詡翻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434 以為時間久了,我就會沒事 催光鉉(츼광현)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441 中醫芳療暖宮好孕: 用精油排宮寒、暢氣血,根治婦科病,超過一千對不孕夫妻都自然懷孕了!蔡嘉瑩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458 快速學會!脈輪療癒實作指南: 亞馬遜銷售No.1,一次學會精油、冥想、瑜珈、水晶等6種技巧瑪格麗塔.阿爾坎塔拉(Margarita Alcantara)著; 賴姵瑜翻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465 月相神諭卡: 連接古老的月亮智慧,開創屬於你的夢想和未來雅思敏.伯蘭(Yasmin Boland)著; 舒靈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上趣創意延展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億



9789869915489 親子情緒芳療 萊絲莉.摩登諾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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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9551 南開盃歡樂聖誕成果冊. 2017第一屆 吳青華著 2018-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579568 壓力電子鍋 周振文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579065535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21 張清淵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579065542 魯邦種酵母麵包 賴毓宏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9065559 南開盃歡樂耶誕成果冊. 2020第四屆 陳德勝, 吳青華, 林美珠, 紀璟叡, 徐儷軒, 許志滄, 郭炯村, 廖煥森, 劉正智, 劉佩宜, 鄭心恬, 蕭閔方, 林心如, 溫博淵, 陳弘哲, 張嘉晅, 林採瑄, 陳逸萱, 孟思旻, 吳宜霏, 李千筠, 林澂以, 周昕儀, 張恩慈, 王苗喬, 王琳佳, 林楷彧, 蕭傑安, 莊睿杰, 朱祥寧, 魏榕嶸, 邱珂伃, 劉佩宜, 張瑋宸, 黃玟茜, 楊舒棉, 林韋廷, 李逸蘋, 陳郁涵, 李夏君, 鄧景鴻, 陳益謙, 方婕, 黃冠儒, 林沛佳, 鄭姿薰, 林慈涵, 江昭蓉, 祝立家, 王梓嘉, 周家誠, 吳柏勳, 詹珮筠, 何雯雯, 鄭宇娉, 王湘茹, 邱巧萍, 李佳樺, 張翔宇, 林錫甫, 高佳誼, 游翔宇, 林德勝, 鄭心恬, 盧冠宇, 徐晨洋, 劉佳妍, 蔣秉羱, 蔡溥祐, 徐翊峰, 李益賓, 李方君, 劉潔吟著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579065566 豐富多元烘焙米麵食 邱献勝, 馮寶琴, 陳昱蓁, 鍾昆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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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7009 奈良美智的世界 奈良美智, 村上隆, 吉本芭娜娜, 椹木野衣, 古川日出男, 羅柏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 阿諾.格里姆徹(Arnold Glimcher), 箭內道彥, 小西信之, 加藤磨珠枝, 高橋重美, 藏屋美香, 木村繪理子, 富澤治子, 官綺雲著; 詹慕如, 褚炫初, 蔡青雯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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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5889 花與料理 平井和美, 渡邊有子, 大段真知子著; 賴郁婷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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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60356 更深三寶總攝本尊及大圓滿導引文合集 持明嘉春寧波取藏; 蔣貢工珠仁波切講述; 法護(曾慶忠)漢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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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4080 火沒了 Dr. M文; Shiny Shoe圖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454940 懷舊台灣菜: 小吃篇、宴客篇、點心篇 潘宏基, 江裕春著 2018-04-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668583 減醣健身: 神奇的花椰菜 鄭慶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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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8015 吳冠中: 吳帶當風 莊喬伊主編 2020-12-00 精裝

9789869848022 林風眠: 中國現代藝術之父 莊喬伊主編 2019-03-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984504 吳俊傑的滿點人生 莊舒淇作 2019-06-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3985563 如何在贏者全拿的職場中生存 尼爾.歐文(Neil Irwin)著; 吳凱琳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225 廟宇覺旅 微笑台灣編輯團隊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00 反抗= Revolt 納達夫.埃尤爾(Nadav Eyal)著; 胡宗香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31 隱性優勢 Laura Huang著; 朱靜女譯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86 最高生產力工作法 威爾.迪克萊(Will Declair), 鮑.汀(Bao Dinh), 傑洛姆.杜蒙(Jérôme Dumont)著; 沈聿德譯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393 微營養元素高效保健 陳諦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409 拒絕職場情緒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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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燦宏, 黃惠如, 黃惠宇, 李杰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478 循環台灣 黃育徵, 陳惠琳著 2021-01-00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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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539 思考的框架= The great mental models 夏恩.派瑞許(Shane Parrish)著; 朱靜女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546 三無世代 遠藤功著; 李貞慧譯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577 人生需要酒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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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3986621 跟凱因斯學價值投資,成為散戶贏家 賈斯廷.華許(Justyn Walsh)著; 周沛郁, 陳昌儀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藝術家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醫囝囡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上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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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1804 A GIFT送給自己的禮物: 從前從前自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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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85668 愛麗絲夢遊奇境: 用日文賞析世界名著(中日對照)路易斯.卡洛爾作; 琴葉KAIRA日譯; 林農凱中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8959 TOEFL iBT新制托福閱讀高分指南 YBM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44 領導力藍圖: 別怕砍掉重練!從內在找尋改建原料,量身打造領導模型道格拉斯.康南特(Douglas Conant), 艾美.費德曼(Amy Federman)著; 溫力秦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68 EZ Japan日語會話課: N2語彙聽力全面提升. 在地生活篇今泉江利子, 本間岐理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499 媽媽的毛衣 潔德.珀金(Jayde Perkin)文.繪; 李貞慧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89529 主婦的斜槓人生 林靜如(律師娘)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536 正向教養親子互動工具卡: 提升教養技巧52招簡.尼爾森(Jane Nelsen), 亞德里安.加西亞(Adrian Garsia)著2018-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2489567 IELTS VOCA雅思高頻字彙2000: 首創LR+SW分科單字,30天雅思Band 7!黃俊映, SIWON SCHOOL語學研究所作; 謝宜倫, 趙苑曲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574 韓劇樣貌: MOOKorea慕韓國. 第1期= 드라마 EZKorea編輯部, 趙叡珍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581 內向又怎樣,不刷存在感也能成交: 不炒氣氛、不高談闊論、不強迫推銷,讓內向者自在工作的階段式業務推廣法渡瀨謙著; 張嘉芬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598 一天三分鐘,擺脫憂鬱! 川本義巳著; 伊之文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642 3天搞懂財經資訊: 看懂財經新聞、企業財報不求人,找出年年下蛋的金雞母!梁亦鴻著 2021-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2489710 日文段落論: 提升閱讀寫作技巧= 段落論 日本語の「わかりやすさ」の決め手石黑圭著; 吳羽柔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489727 照護年邁父母的勇氣: 阿德勒心理學x肯定自己x修復親子關係,照護者的心靈自癒指南岸見一郎著; 葉小燕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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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8149 天臺藏教理部: 四教義.天臺八教大義 (隋)智者大師作 201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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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0423 拾景: 林文政創作個展 中友時尚藝廊編輯 2020-10-00 平裝

9789869900430 霧‧嵎‧白: 蕭巨昇當代水墨個展 蕭巨昇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00447 樂翻天: 陳定鴻當代雕塑個展 陳定宏作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00454 春天‧甦醒: 紀向意念藝術創作展 紀向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0454 春天‧甦醒: 紀向意念藝術創作展 紀向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0461 情深中友 倪朝龍油畫版畫個展 倪朝龍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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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4627 今天的點心吃這道好嗎?: 折田菓舖101道超人氣打卡名點隨你選!折田將大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4634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5: 善用南北貨,嘗百鮮、易保存,天天享美味= The encyclopedia of kitchen黃經典, 黃祥恩, 陳冠廷, 蔡敬修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4641 我的功夫菜,就是好吃!: 80道精選必學的好吃開胃菜、飯桌菜、銷魂鍋物到佐酒小菜、幸福點心,金牌名廚陳志昇技藝全圖解,立即就上手。陳志昇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4658 海味廚房= Seafood kitchen 陳秉文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4665 雞胸肉的100種吃法 周維民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4672 今天吃便當: 利用週末採買食材,變化出超過100道兼具營養美味的冷熱便當菜,讓小家庭、上班族、大小朋友都滿足讚不絕口的便當界超強食譜。戀戀家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4689 「太陽之手」頂級減麩質、奶素麵包書 吳武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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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8105 雷龍之力: 不丹鬼才藝術家金寶.旺楚克海外首展= Power of himalaya: Gyempo Wangchuk Solo Exhibition金寶.旺楚克(Gyempo Wangchuk)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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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9129 世界名錶年鑑. 2010-11=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周雨時總編輯 2010-10-00 精裝

9789868919136 世界名錶年鑑. 2011-12=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周凱旋總編輯 2011-10-00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丹之寶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水月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六七八久社會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7

元大投信



9789868919143 世界名錶年鑑. 2012-13=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周凱旋總編輯 2012-10-00 精裝

9789868919150 世界名錶年鑑. 2013-14=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蔡肇恆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9789868919167 世界名錶年鑑. 2014-15=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鞠豪傑副總編輯 2014-10-00 精裝

9789868919174 世界名錶年鑑. 2015-16=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黃筱慧, 簡士傑主編 2015-10-00 精裝

9789868919181 世界名錶年鑑. 2016-17=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王維浩主編 2016-10-00 精裝

9789868919198 世界名錶年鑑. 2017-18=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王維浩主編 2017-10-00 精裝

9789860634907 世界名錶年鑑. 2018-19=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郭峻彰總編輯 2018-10-00 精裝

9789860634914 世界名錶年鑑. 2019-20=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郭峻彰總編輯 2019-10-00 精裝

9789860634921 世界名錶年鑑. 2020-21= Watch calendar: annual collection of the year's best watches郭峻彰總編輯 2020-10-00 精裝

9789860634938 鐘錶專有名詞實用辭典= Horology dictionary 黃筱慧, 簡士傑主編 2015-08-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15287 最高領導力: 讓員工把最好的自己帶入工作中= Good authority: how to become the leader your team is waiting for強納森.雷蒙德(Jonathan Raymond)著; 倪志昇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294 即興表達力: 刻意練習你的魔幻時刻,抓住生涯的關鍵契機= Impromptu: leading in the moment茱迪斯.韓福瑞(Judith Humphrey)著; 王克平, 坰清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00 一個人的無謀小旅行 米果著; 康普特繪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17 你有選擇,悲劇不會真實上演: 重貼標籤、縮小問題、擴大解決方案,動起來,過你想要的人生= Freeing yourself from anxiety: 4 simple steps to overcome worry and create the life you want塔瑪.強斯基(Tamar E. Chansky)著; 吳書榆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24 情緒共振: 親密關係中,如何修復焦慮衝突,一起成長= Anxious in love: how to manage your anxiety,reduce conflict,and reconnect with your partner卡洛琳.戴奇(Carolyn Daitch), 麗莎.羅伯邦(Lissah Lorberbaum)著; 李楠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31 實現: 達成目標的心智科學= Succeed: how we can reach our goal海蒂.格蘭特.海佛森(Heidi Grant Halvorson)著; 王正林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48 靈與異之凱爾特神話 米蘭達.阿爾德豪斯-格林(Miranda Aldhouse-Green)著; 劉漪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55 情與慾之希臘羅馬神話 菲利浦.馬提札克(Philip Matyszak)著; 崔梓健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62 埃及五千年: 文明起源與王朝興衰的故事= The story of Egypt喬安.佛列契(Joann Fletcher)著; 楊凌峰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5379 埃及五千年: 文明起源與王朝興衰的故事= The story of Egypt喬安.佛列契(Joann Fletcher)著; 楊凌峰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5386 三個邏輯學家去酒吧: 燒腦謎題100道,跳脫常規,重組思路,玩出新奇腦洞!= Kommen drei Logiker in eine Bar: Die schönsten Mathe-Rätsel霍格爾.丹貝克(Holger Dambeck)著; 羅松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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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8165 台灣熱門最佳去處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8172 汽車環島樂遊旅程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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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40801 嚴謹與浪漫之間: 范揚松的生涯轉折與文學風華陳福成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2928 緣來艱辛非尋常: 賞讀范揚松仿古體詩稿 陳福成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42928 緣來艱辛非尋常: 賞讀范揚松仿古體詩稿 陳福成著 2016-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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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44731 趙尺子先生全集 趙尺子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144892 拾得: 生活小詩百首 林錫嘉著 201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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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43615 輔愛: 從心出發:志工隊服務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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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1373 你做的檢查、治療都是必要的嗎?: 小心!過度的醫療行為,反而嚴重傷害你的健康!江守山著 2020-10-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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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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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6384 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7個人 李維文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42506 男人為何不明察,女人幹嘛不明說: 37條同理溝通潛規則,教你怎麼說都貼心= 察しない男 説明しない女五百田達成著; 陳怡君譯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0642513 令人大感意外的脂肪: 為什麼奶油、肉類、乳酪應該是健康飲食= The big fat surprise: why butter,meat,and cheese belong in a healthy diet妮娜.泰柯茲(Nina Teicholz)著; 王奕婷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42520 我還能變好嗎?: 自我心理學幫你好好做自己 王軼楠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42599 就你最聰明!: 走出畫地自限的傲慢與偏見,Big 4資深顧問的職場心理學= すぐ「決めつける」バカ、まず「受けとめる」知的な人安達裕哉著; 卓惠娟, 蔡麗蓉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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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5248 愛漂亮的男孩 力力 曾渼津, 許家綺作; 許家綺繪 2020-07-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州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4

輔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戶外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日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2885833 雨聲咖啡屋 張明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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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1325 開啟幸福生活的四把鑰匙 張晉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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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94979 關節放鬆,全身零痠痛= 体のかたさも痛みも解決する! 関節可動域を広げる本原秀文著; 羅淑慧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94986 讓壞情緒和你好好相處: 生氣、傷心、不安、自責都很有用!每天心情不打結,與自己和解的5堂療癒課安娜貝爾.岡薩雷茲(Anabel González)著; 江瑀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0004 在乎別人,是對自己的情緒暴力: 「自我中心」心理學,教你不再因迎合而痛苦、孤獨石原加受子著; 駱香雅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0011 善惡魔法學院. 5: 時間魔晶球= 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a crystal of time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蔡心語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0035 口罩底下的美顏術: 打造小顏、挺鼻、豐脣、蛋白肌!美麗藏不住!越戴越漂亮!= 口罩內美容 こっそりマスク内美容川上愛子, Tommy, 間間田佳子著; 羅淑慧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0073 肌群解剖: 機能分析教練書: 正確鍛練全體幹,有效塑形、避免傷害!提高穩定度,增強肌力、耐力與爆發力!= New anatomy for strength & fitness training馬克.維拉(Mark Vella)著; 吳欣穎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0080 超維度思考: 擺脫暗中操控,用科學拉高維度,精準透視世界童翟雅(Ziya Tong)著; 洪慧芳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7411 數獨好好玩 尤怪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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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02977 12星座健康生活篇 Lala, 雷夢文.圖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6044 漫畫中國史. 番外篇: 學校不教的搞笑上古傳說萬華嵩劇本; 哈雷大叔漫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6051 煉金老師的魔法黑科技!? 林鼎原編劇; 門門漫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6068 空難求生驚魂記 黃嘉俊, 格子幫編劇; 黃嘉俊漫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6075 我不認識你 陶綺彤文; 橘子圖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56082 營養達人我最行 阮聞雪, 羽初作; 子詡漫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6099 遊戲造型大師就是我 KOI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6105 漫話中國史. 2, 大亂鬥之秦漢魏晉南北朝 王禾瑪編劇; 三日旦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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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7618 文創20+,我們依然在路上!: 6條從英國到台灣的探索路徑x6套實驗與實踐心法x6道真實的成長風景= Stay on the road: six paths on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仲曉玲, 郭紀舟, 蔡宜真, 蘇于修, 林慧美, 劉華欣合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7625 離桌武士 黃登漢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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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54799 曲棍球桿效應: 麥肯錫唯一官方力作,企業戰勝困境的高勝算策略斯文.斯密特(Sven Smit), 賀睦廷(Martin Hirt), 克里斯.布萊德利(Chris Bradly)作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843 情緒經濟時代: 如何打造人見人愛的商業模式= The economics of emotion: how to build a business everyone will love凱爾.MK(Kyle M.K.)作; 陳重亨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867 錢包裡的世界史: 從黃金、白銀到比特幣,貨幣如何改變我們?= 世界史の真相は通貨で読み解ける宮崎正勝作; 張瑜庭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4874 會玩才會學= Free to learn 彼得.格雷(Peter Gray)作; 吳建緯譯 2021-04-00 增訂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4317 霜天一劍知: 習武練功筆記之七 徐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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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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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木林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木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尤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化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西樓文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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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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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61469 局部疼痛自療手冊 王莉蓉, 黃士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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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90855 宋代吏治法研究 姜吉仲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90862 方以智禪學研究 鄧克銘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91159 宗經與權變: 儒家經典及思想論叢 鍾永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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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4909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九屆: 天帝教復興四十週年覺世興仁: 憂患中的樂觀李翠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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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25117 表演藝術教材教法與企業組織引導技術= Performing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 business organization facilitation techniques范聖韜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25568 他山之石: 各國緊急應變機制 王尊彥, 李俊毅, 洪銘德, 劉蕭翔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日明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津



9789865226039 AI時代的課程與教學: 前瞻未來教育 黃思華, 張玟慧, 陳劍涵, 王智弘, 卓冠維, 湯維玲, 吳彥慶, 黃文定, 許籐繼, 林玲宜, 張芬芬, 歐陽誾, 顏百鴻, 賴阿福, 曾雲濤, 范進偉, 吳俊憲, 楊易霖合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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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6747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精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Peng-Cheng Zhang]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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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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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卷

9789863597223 藝術、知覺與現實 宮布利希(E.H.Gornbrich), 霍赫伯格(Julian Hochberg), 布萊克(Max Black)著; 錢麗娟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145 靜子 佐野洋子作; 陳系美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8367 我的奮鬥. 1, 父親的葬禮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著; 林後譯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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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8800 創作者: 從喬叟、杜勒到畢卡索、迪斯尼= Creators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作; 蔡承志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8824 我香港,我街道. 2, 全球華人作家齊寫香港 香港文學館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831 為什麼優秀的人都有科學腦?: 從邏輯思辨到自我成長,55種教你突破盲點的科學基本功= 빌 게이츠는 왜 과학책을 읽을까劉廷植著; 游芯歆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848 優秀老師大不同: 成為A到A+的老師必須知道的19件事= What great teachers do differently: 19 things that matter most陶德.威塔克(Todd Whitaker)著; 張家綺譯 2021-05-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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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8862 優秀老師這樣做: 50招課堂管理術,打造高效學習環境= 50 ways to improve student behavior: simple solutions to complex challenges陶德.威塔克(Todd Whitaker), 安妮特.布諾(Annette Breaux)著; 林金源譯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8923 烈火荒原 克里斯.漢默著; 黃彥霖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8947 按摩解剖書= Massage anatomy 艾比.埃爾渥斯(Abby Ellsworth), 佩吉.奧特曼(Peggy Altman)著; 賴孟怡譯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3599036 超級工程MIT. 4, 奔馳南北的高速鐵路 黃健琪文; 吳子平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9050 你是我最艱難的信仰: 凌性傑詩文選 凌性傑著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3599081 你是我最艱難的信仰: 凌性傑詩文選 凌性傑著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3599562 拉筋伸展解剖書= Anatomy of stretching 克雷格.蘭姆齊(Craig Ramsay)作; 賴孟怡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9579 非良心豬肉: 加工肉品如何變成美味毒藥= Cochonneries: comment la charcuterie est devenue un poison吉雍.庫德黑(Guillaume Coudray)作; 劉允華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9616 可傳承的日常: 從葛羅培斯到Philipp Mainzer,一條始於包浩斯的建築路徑徐明松, 倪安宇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9661 給冥王星(2021經典版) 張惠菁作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3599692 如何做一本書: 書中的每個小地方都有存在的用意,了解書的架構,重新認識一本書= Book parts丹尼斯.唐肯(Dennis Duncan), 亞當.史密斯(Adam Smyth)編; 韓絜光譯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99708 我的奮鬥. 2, 戀愛中的男人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著; 康慨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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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73109 創世記與我 李徹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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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65390 最新圖解失效模式分析(FMEA)與實務運用: AIAG FMEA:2008與新版AIAG VDA FMEA:2019解說劉昱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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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5936 元氣之寶「鈣」靈活: 乳酸鈣、膠原蛋白、葡萄糖胺、魚油與負離子的妙用呂鋒洲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5943 難經: 醫經秘錄八十一難 矢建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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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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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63880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21: 健康生活 劉馨嵐, 陳彥呈, 李慧珊彙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生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都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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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送存冊數共計：23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元神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原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963675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20第十二屆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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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63897 三首國民樂派經典作品 鄭立彬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63903 劉天華二胡藝術的演奏與探討: 以「陳家崑二胡演奏會-向二胡大師劉天華致敬」為例陳家崑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63910 貳零貳壹傳統箏樂論壇論文集 樊慰慈總編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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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63835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報. 2021 109學年度畢業班全體同學[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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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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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4705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21 林信宏, 林冠宏, 潘明玉編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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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0567 義大利美食史: 在神話與刻板印象之外= Al dente: a history of food in Italy法比歐.帕拉薩索利(Fabio Parasecoli)著; 柯松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0574 This is 梵谷= This is Van Gogh 喬治.洛丹(George Roddam)著; 絲瓦.哈達西莫維奇(Sława Harasymowicz)繪; 柯松韻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0581 This is高第= This is Gaudí 莫莉.克萊普爾(Mollie Claypool)著; 克莉絲汀娜.克里斯托弗洛(Christina Christoforou)繪; 李之年譯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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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19126 心理學概論= Psychology 葉重新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256 諮詢的理論與實務 鄔佩麗, 黃兆慧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19294 國民中小學數學詞彙知識測驗: 指導手冊 吳昭容, 曾建銘, 陳柏熹編製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55 社會與情緒學習行動方案: 正向支持體驗活動=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action: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to positively impact school climateTara Flippo著; 彭文松, 陳志平, 賈士萱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79 兒童與青少年諮商: 理論、發展與多樣性 Sondra Smith-Adcock, Catherine Tucker主編; 陳增穎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393 輔導手札: 一位助人者的心靈向度 潘正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409 囤積症的斷捨離: 治療手冊= Treatment for hoarding disorder: therapist guideGail Steketee, Randy O. Frost原著; 唐國章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416 囤積症的斷捨離: 自助手冊= Treatment for hoarding disorder: workbookGail Steketee, Randy O. Frost原著; 唐國章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423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親職教育的規劃與實施蔡春美, 翁麗芳, 洪福財, 涂妙如, 陳麗真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430 精神分析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林家興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447 言語科學: 理論與臨床應用= Speech scienc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ory and clinical practiceCarole T. Ferrand著; 彭書韻,林香均,林珮瑜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19454 特殊教育概論: 現況與趨勢 孟瑛如, 陳志平, 陳虹君, 周文聿, 謝協君, 胡瑀, 李翠玲, 黃國晏, 江源泉, 簡吟文, 田仲閔, 黃姿慎, 陳國龍, 黃澤洋著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19492 幼兒發展、學習評量與輔導 王珮玲著 2021-02-00 七版 平裝

9789861919683 如何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 從特殊教育課程導入林素貞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19812 威廉斯創造力測驗(指導手冊) =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F. E. Williams編 2020-12-00 初版九刷 平裝

9789861919911 影像式職業興趣量表(題本) 鳳華, 徐享良, 王筱婷, 許德良, 蔡玫芳, 鍾瑾瑜編 2020-11-00 初版三刷 其他

9789861919928 PISA臺灣學生的表現. 2018 洪碧霞, 鄒慧英, 陸怡琮, 林素微, 林哲彥, 江培銘, 吳康民, 王長勝作; 洪碧霞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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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6472 雲合效應: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刊. 第十五屆= Cloudsurge effect: 15th graduation exhibition.yearbook 2021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 Design Ch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李祉瑩, 張靄暄總編輯 2021-05-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971987 租稅實務與規劃 宋義德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中國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廣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園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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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7600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21年版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3523 李夢舟律師涉臺法律實務文摘 李夢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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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82571 58年鑑: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 2021 台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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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22324 LET'S DOIT: 中華大學創新創意校園新運動= Chung Hua University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campus new movement 2010-2025研發處創新與創意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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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0257 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50周年特刊= Taiwan Dyestuffs & Pigments Industrial Association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企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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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111852 唐前山水銘文研究 丁振翔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1869 宋代「四大書」編纂出版與流傳 張圍東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1876 當代臺灣本土大眾文化. 第二冊: 鄉情深知與影劇創新精選集陳正茂, 張憲堂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1913 知識、技藝與身體美學: 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析論陳伯軒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1975 解構兩岸知識產權證券化: 法律實踐及其潛在挑戰費暘, 范建得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1999 淨土生活的示現: 依於<> 胡順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2002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林巧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2019 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 從當代臺灣本土觀察視野的研究開展及其綜合性解說江燦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7112026 唐代宮廷防衛制度研究: 附論後宮制度與政治羅彤華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2040 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 從當代臺灣本土觀察視野的研究開展及其綜合性解說江燦騰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7112064 鍾肇政大河小說論 錢鴻鈞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7112071 鍾肇政大河小說論 錢鴻鈞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7112101 自比特幣技術的特徵論虛擬貨幣的法律特性及其相關議題陳丁章, 范建得, 黎昱萱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12156 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 從當代臺灣本土觀察視野的研究開展及其綜合性解說江燦騰著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7112194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巴黎協定 范建得, 方肇頤, 廖沿臻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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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4905 醫療品質研討會論文集. 2021= The 2021 Conference of Quality in Healthcare System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編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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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55861 星光體: 阿乙莎帶你解鎖DNA,淨化精微體,還原人神合一的生命實相譚瑞琪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878 養心: <>進階版.提升能量的修心三法 高堯楷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885 真正無懼的身心防彈術: 美國特勤局專家帶你提升心理素質,面對各種挑戰伊芙.波普拉斯(Evy Poumpouras)作; 甘鎮隴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922 換個工作,更好嗎?: 用科學數據幫你找到最適合的工作鈴木祐作; 謝敏怡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977 世界很亂,但至少我們還有愛 彩虹大叔(蔡意欽)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5991 只吸引到好事的結界 碇紀子作; 龔婉如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6011 沒人看見你的好,你要懂得自己誇: 掌握勇敢自我推銷的藝術= Brag better: master the art of fearless self-promotion梅樂迪斯.芬曼(Meredith Fineman)著; 甘鎮隴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756066 提問力,決定你的財富潛力 朱楚文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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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13011 流轉的時光: 臺南府城文化風華 陳添壽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中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釩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

中國租稅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夢



9789864713035 古籍之美: 古籍的演變與發展 張圍東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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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40592 中醫居家病歷範本. 2020=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ome care賴榮年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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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5380 愛奶奶,憶起趣 張淑卿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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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1030 永遠的小太陽: 林良先生作家與作品研討會論文集游珮芸等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9531047 漫遊世界.童心童畫: 劉宗銘作品集 劉宗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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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9722 空間設計學術論文及設計作品發表研討會. 第十七屆: 健康福祉生活創新空間設計與實務論文摘要手冊陳若華主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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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52468 CAID學術專刊: 2018-2019室在幸福全齡無礙 2020-2021智能空間全齡關懷王美方, 江哲銘, 吳學明, 李孟杰, 林葳, 林子鏗, 林嘉慧, 林憲德, 邵宜翔, 張宏彰, 張芳民, 陳上元, 陳政雄, 陳柏宗, 曾俊愷, 曾思瑜, 黃耀榮, 潘振宇, 蔡錦墩, 謝坤學, 聶志高, 羅時麒作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8052468 CAID學術專刊: 2018-2019室在幸福全齡無礙 2020-2021智能空間全齡關懷王美方, 江哲銘, 吳學明, 李孟杰, 林葳, 林子鏗, 林嘉慧, 林憲德, 邵宜翔, 張宏彰, 張芳民, 陳上元, 陳政雄, 陳柏宗, 曾俊愷, 曾思瑜, 黃耀榮, 潘振宇, 蔡錦墩, 謝坤學, 聶志高, 羅時麒作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8052468 CAID學術專刊: 2018-2019室在幸福全齡無礙 2020-2021智能空間全齡關懷王美方, 江哲銘, 吳學明, 李孟杰, 林葳, 林子鏗, 林嘉慧, 林憲德, 邵宜翔, 張宏彰, 張芳民, 陳上元, 陳政雄, 陳柏宗, 曾俊愷, 曾思瑜, 黃耀榮, 潘振宇, 蔡錦墩, 謝坤學, 聶志高, 羅時麒作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8052468 CAID學術專刊: 2018-2019室在幸福全齡無礙 2020-2021智能空間全齡關懷王美方, 江哲銘, 吳學明, 李孟杰, 林葳, 林子鏗, 林嘉慧, 林憲德, 邵宜翔, 張宏彰, 張芳民, 陳上元, 陳政雄, 陳柏宗, 曾俊愷, 曾思瑜, 黃耀榮, 潘振宇, 蔡錦墩, 謝坤學, 聶志高, 羅時麒作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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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982 專題郵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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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0675 博物館智慧財產管理=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museums芮娜.伊斯特.潘塔洛妮(Rina Elster Pantalony)著; 張瑜倩, 蔡立德, 洪誠孝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50682 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COM Kyoto 2019,selected papers from Taiwan= 博物館作為文化樞鈕: 傳統的未來: 國際博物館協會京都大會京都大會論文選輯.臺灣chief editor Kuo-N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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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54285 騎幻印度旅程= An incredible journey in India 阮光民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954292 An incredible journey in India author Ruan Guang Min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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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1418 蒙特梭利教具操作實錄. 感官教育篇, 應證自主學習教育張源生, 林瑄蓉, 劉艷俠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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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4919 臺陽美展畫集. 第八十四屆= Art works by Tai-Yang Art Society 2021吳隆榮, 簡嘉助, 吳王承, 白景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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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5730 鋼結構銲道目視檢查手冊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台灣銲接協會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陽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鋼結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蒙特梭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專題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間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室內裝修專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62199 2021國際大數據與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2021 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論文光碟=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2021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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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2324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 愛新覺羅毓鋆札記; 張景興圖文; 顏銓潁, 范暘沐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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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0533 回歸遺址專輯. 第二集: 石器回家去= Return to the site album. 2: stoneware go home林雲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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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3231 中華傳統數術文化. 第十集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推廣教育學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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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9097 水落石出: 聖經真相探討 林盈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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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2309 隋書 (唐)魏徵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16 南史 (唐)李延壽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23 北史 (唐)李延壽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30 舊唐書 (晉)劉昫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47 新唐書 (宋)歐陽修, 宋祁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54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61 宋史 (元)脫脫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78 金史 (元)脫脫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85 元史 (明)宋濂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12392 明史 (清)張廷玉撰 2020-11-00 重製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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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2683 洛克的倫理推證論及其德育意涵 歐陽教(Oscar Jiaw Ouyang)著; 李彥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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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9815 越南阮朝紹治帝讚美順化京都廿景詩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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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3800 喜馬拉雅藝術寶藏= Hidden treasure Buddhism art of Himalaya林芮竹, 張鳳祝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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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1203 感恩與傳承散文集 謝明瑞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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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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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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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原生復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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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奉元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40304 華人新聞界藝術創作暨兩岸名家邀請聯展. 2021= The album of 2021 Chinese Press Art Exhibition & The Invitation Exhibition of Co-Straits Artists, Taipei喻文芳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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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5504 全球經濟展望. 2021年: 疫後超前布署 展現經濟韌性彭素玲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95511 臺灣碳社會成本的模擬分析= Country-level social cost of carbon for Taiwan劉哲良, 吳珮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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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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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55707 扎根本土的宣教: 宣教處境化的實踐模式 史考特.莫羅(Scott Moreau)著; 張洵宜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355714 世界等待的福音: 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發揮宣教影響力= The global gospel: achieving missional impact in our multicultural world沃爾納.米胥克(Werner Mischke)著; 鄭素芳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6355738 勝任輔導: <>實踐本= The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亞當斯(Jay E. Adams)著; 周文章, 薛豐旻, 鄭超睿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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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35162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20年版=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2020-11-00 精裝

9789869735179 台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21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2021-03-00 第14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06718 獨立董事必備法規手冊. 2021新版 駱秉寬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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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1821 破解意識程式 韓乃國, 李圓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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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2293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徵件展-<>攝影180週年展= Taipei photo 2020蔡文祥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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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114657 數位平台之相關法律問題 Gsell Beate, Mustafa Aksu, 方旭天, 侯英泠, 顏雅倫, 陳汶津, 葉婉如合著; 侯英泠主編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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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29358 打造你的歷史博物館 Claudia Martin文; Mike Love in the style of Beatrice Blue圖; 楊惠君翻譯2020-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419 樂高小創客. 2, 打造連環機關,STEAM再升級! KLUTZ編輯團隊作; 魏嘉儀翻譯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29532 聖桑動物狂歡節音樂故事(古典布紋封面典藏版)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黃筱茵譯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594 你在媽媽肚子裡的樣子 瑪莉歇爾.馬提(Meritxell Marti)文; 澤維耶.薩羅莫(Xavier Salomo)圖; 艾可譯2020-07-00 二版 精裝

9789579529617 我是怎麼生出來的呀?= Kriebels in je buik. Warr komen baby's vandaan?波琳.奧德(Pauline Oud)文圖; 魏嘉儀譯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655 空空的聖誕襪(暢銷紀念版) 理察.柯提斯(Richard Curtis)文;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圖; 黃筱茵譯2020-10-00 二版 精裝

9789579529662 下雪日的約定(暢銷紀念版) 理查.柯提斯(Richard Curtis)作;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繪; 劉握瑜譯2020-10-00 二版 精裝

9789579529716 媽咪在哪裡?= Where's mommy? 貝芙莉.唐諾費歐(Beverly Donofrio)作;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繪; 陳慶祐翻譯2020-12-00 二版 精裝

9789579529761 燕子遷徙日記= Journey above the earth: diary of a swallow奧嘉.普塔世尼(Olga Ptashnik)圖; 帕維.卡瓦塔諾夫(Pavel Kvartalnov)文; 張東君翻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778 小寶寶快來了= Soon 莉比.葛利森(Libby Gleeson)文; 潔妲.羅巴德(Jedda Robaard)圖; 柯倩華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808 我的家,你的家= Kriebels in je buik. Mijn familie,jouw familie波琳.奧德(Pauline Oud)文.圖; 魏嘉儀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29877 我是誰?: 給孩子的第一本哲學思考繪本= Who am I?菲利浦.邦廷(Philip Bunting)著; 褚士瑩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燃燈印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APEC研究中心

中華新聞記者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529274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八屆: 奇膽濡妙筆 雄文睨中臺楊豪森總編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905270 素養五力實戰課 陳欣希主編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4905393 自學.共好.有策略: 我會籌組小說讀書會 陳欣希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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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6507 茶妖的飼養方式 玉子采漫畫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36514 茶妖的飼養方式 玉子采漫畫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36521 姑娘壯如山 一撇漫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6538 教練我好想殺球 一撇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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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8004 想像七星潭.天地共纏綿 葉日松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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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506 幼幼牙助的入門筆記 牙醫助理崩壞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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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295531 聊齋誌異 蒲松齡原著 2020-10-00 三版 精裝

9789864295555 彩色英漢字典= A practice pictoria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0-09-00 修訂初版二刷 其他

9789864295791 生蛋快樂 孫莉莉文; 谷米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5807 媽媽好菜 許麗萍文; 陳愛斯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5814 逆轉腦年齡: 樂齡腦遊100題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295821 逆轉腦年齡: 樂齡腦遊100題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295869 新注新譯古文古事 吳紹志校譯 2020-12-00 二版 精裝

9789864295890 新注新譯史記列傳 司馬遷原著; 吳紹志注譯 2020-12-00 二版 精裝

9789864295906 新編婦人良方大全 (宋)陳自明原著; 鄧榮坤編著 2020-12-00 四版 精裝

9789864295920 漫畫.爆笑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高章欽改編.繪圖 2021-01-00 二版 平裝 全套

9789864295937 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原著 2020-12-00 四版 精裝

9789864295975 精選史記故事 司馬遷原著; 吳紹志編譯 2021-01-00 二版 精裝

9789864295982 恐龍大搜密 林靈作; 顏銘辰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5999 臺灣地形小百科= Encyclopaedia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6002 錢幣小百科= Encyclopaedia 娜歐米編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6026 小學生的跨領域閱讀. 中年級 黃瑞芳編著; 世一文化編輯群改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033 小學生的跨領域閱讀. 高年級 熊鴻文編著; 世一文化編輯群改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064 世界之最全知道! 梅洛琳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071 三隻小豬(內含拇指姑娘)= The three little pigs 杜冠臻, 李玉倩繪圖; 林文珠, 沈豔紅編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6088 針灸大成 (明)楊繼洲原著; 吳塤村編著 2021-03-00 四版 精裝

9789864296095 連一連故事著色本 莊雅芸總編輯 2021-03-00 再版 平裝

9789864296132 童話大冒險迷宮 莊雅芸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149 遊樂園大冒險迷宮 莊雅芸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187 中文兒歌歡樂唱 莊雅芸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6194 台語兒歌歡樂唱 莊雅芸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6200 英文兒歌歡樂唱 莊雅芸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6231 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2021-03-00 修訂6版 精裝

9789864296293 寵物小百科= Encyclopaedia 曹毓倫, 陳俊中編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6422 精選歷屆試題英文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439 ㄅㄆㄇ星樂園 張清榮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446 數學星樂園 賴玟潔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牙醫助理崩壞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融動漫拼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籌委會



9789864296453 全生活星樂園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460 精選歷屆試題自然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477 精選歷屆試題社會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484 精選歷屆試題數學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491 精選歷屆試題國文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590 泡棉拼圖書: 動物 蔡靜枝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804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296811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296828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4296835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4296842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4296880 就是愛摺紙. 3, 海洋動物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897 就是愛摺紙. 4, 趣味生活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6958 角落小夥伴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8266 國小必背300英語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莊雅芸總編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280 國中必背1200英語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303 我最愛聽的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8310 我最愛聽的童話故事= Fairy tales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768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三年級) 黃瑞芳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805 活力成語100分. 1年級 黃美麗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829 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864299959 世界之最小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4299973 國小數學總複習. 2年級 許世宏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299980 國小數學全攻略. 3上 許世宏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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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7015 鹿寮客棧The Lu-Liou Inn 范毓雯圖.文 202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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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0222 嘴巴裡的戰爭 目川編輯小組作; Schemme插畫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10239 勇闖流感異世界 王一雅, 王暐棱作; Schemme插畫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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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42642 在轉角,為愛朗讀 吳錦發作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2942666 William和阿嬤(中日韓英對照) 蔡秀菊作; たにけいこ繪圖; 保坂登志子日文翻譯; 金尚浩韓文翻譯; 詹琲晶英文翻譯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2942710 曹俊彥快點來上班: 忙碌充實的兒童美術編輯生涯曹俊彥撰文.繪圖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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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8862 臨床常用內外科護理技術 王麗雲, 宛碧惠, 林劭,羅百真編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7620 社區衛生護理學 吳瑞文等編著 2020-07-00 9版 平裝

9789869907668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於護理系學生護理報告撰寫能力之教學成效= Utilizing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nursing students' competency of nursing report writing謝春滿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7675 化學 李安榮, 鄒台黎, 李翊銘, 金佩齡, 劉世淼編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07682 影片融入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以婦女健康課程為例= The study on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programs through video integration-taking female health course as examples江曉菁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7800 兒科護理學重點精粹 林寶玉, 林琦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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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42206 黑風城戰記 耳雅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4942213 黑風城戰記 耳雅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4942305 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JittiRain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4942312 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JittiRain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4942329 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番外卷 JittiRain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942343 小行星 微風幾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942367 小行星 微風幾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942350 小行星 微風幾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5

仙人掌鄉土工作室



9789864942381 夜畫帳. 第二部. 第三卷 Byeonduck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942398 Love Storm戀愛風暴 Mam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942404 Love Storm戀愛風暴 Mam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942466 黑風城戰記. 第二部 耳雅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4942473 黑風城戰記. 第二部 耳雅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864942480 黑風城戰記. 第二部 耳雅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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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8182 馬來素描= Malay sketches 亞非言(Alfian Sa'at)著; 蘇穎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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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29175 花舞.非花.藝綿延: 花與藝術整合創作展 陳少仁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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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8030 杏林春暖,師意芬芳 陳映璿編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3156 死生 童庭貓宴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23170 死生 童庭貓宴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23163 死生 童庭貓宴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中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48805 蓬萊生財錄 陳玉謹, 江玉平, 周庭安, 曾惟之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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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919776 黃帝內經今義 陳九如原作; 林伯欣編修 2020-07-00 臺二版 平裝

9789570919783 我也繪漢字. Ⅲ(正簡通用版) 陳學志, 林振興, 張瓅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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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1809 玉世家翡翠珍藏選輯: 道法自然 吳雅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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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6145 執念與心魔: 不放棄的冤案辯護 鍾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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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314978 微交談: 告別「聊天終結者」!只要3步驟,一開口就能在5分鐘內贏得好感,陌生人也能馬上變朋友!戴愫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985 英文同義字圖鑑: 超圖解!秒懂英文同義字正確用法清水建二著; 鄭曉蘭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14992 逆襲的詞人 白白老師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002 量子天命 李欣頻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033 如果一年後,我已不在世上 清水研著; 林于楟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040 良性衝突 黎安.戴維(Liane Davey)著; 林靜華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095 哥,就是個狠角色: 細數戰國風雲人物,誰能縱橫天下?金哲毅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118 不完美,最完美: 寫給所有30+女人的魅力指南 卡洛琳.狄.梅格赫(Caroline de Maigret), 蘇菲.瑪斯(Sophie Mas)著; 林師祺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125 臉書、Google都在用的10倍故事力 麥可.馬格里斯(Michael Margolis)著; 聞翊均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156 下半輩子,不再為工作而活: 給厭倦了生活只剩下工作的你金江美圖.文; 陳彥樺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6163 聰明工作,讓你更自由 大衛.芬克爾(David Finkel)著; 王瑞徽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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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玉世家珠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古學庫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北中南東設計團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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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15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花藝協會



9789865596170 三言兩語,把話說到心坎裡!聊天心理學 吳秀香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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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7252 珍愛卡= Cherish cards 陳盈君作 2021-03-00 二版二刷 平裝

9789860626513 十三月亮曆法實踐書: 2021.07.26-2022.07.25 陳盈君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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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99149 蔗一站: 探索蔗糖的情緒 收集糖的秘密 王毓雯, 王家敏, 李丹妮, 黎欣儒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99156 我的糖遊記 王毓雯, 王家敏, 李丹妮, 黎欣儒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99187 蜜麻覓麻: 綠色生活繪本= Searching & recycling jute陳儀珍, 盧咨妘, 郭琬蓁, 郭鷹皓, 馬忠鐸圖文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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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5367 COMSOL Multiphysics®電化學分析與電池模擬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2020-10-00 平裝

9789869215374 COMSOL App應用工具書: 從入門到精通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405847 角落小夥伴: 天空藍的每一天 橫溝由里原作; 高雅溎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5854 孟婆傳奇: 沅宸篇 李莎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405892 人生不是單選題: 夢想能被踐踏,才足以撐起強大!少女凱倫教你如何跑得讓世界來不及為你貼標籤少女凱倫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5915 能量就在你心裡,宇宙正在呼喚你 楊璽民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5953 麵包狗: 住在麵包屋的小狗狗 kodama文.圖; 高雅溎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5960 王可樂日語中高級直達車 王可樂日語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5977 王可樂日語高級直達車 王可樂日語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009 桃園作家日常 謝鴻文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030 明公啟示錄:解密禪宗心法 范明公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一冊

9789865568139 卓越人生的十個感動:10位人生導航教練X影響人生至深的100句名言郭語慈, 謝兆豐, 詹佳誠, 蔡英杰, 牟伯鴻, 阮侑宸, 郭詩銘, 林裕翔, 陳心琳文; 賈俊國總編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146 心靈牌卡私房書: 從一對一小團體到班級課程的輔導運用周詠詩作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68177 說故事的人 陳美蓮, 陳潁茂等`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865568207 莉絲老師的19能量法: 提升運勢、療癒自我、增強人緣、開啟感應力,運用自己的雙手掌握幸福張若涵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214 22K輕鬆買房子致富實戰寶典 Simon, 傅曉霖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221 LINE社群營銷實戰寶典 陳韋霖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252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等我回家的你 黃阿瑪, 志銘與狸貓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269 鈔級文字力: 文字力教練Elton教你的關鍵20堂熱銷文案寫作課!從賣點、受眾到表達的銷售技術林郁棠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283 五花馬非馬: 中文不古板,經典舊案翻一翻 曾孟卓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368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 結合東西方思想及文化精髓而形成的教養學體系范明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375 從零開始賺一億. 4 呂原富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450 解密禪宗心法:《六祖壇經》般若品 范明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68467 解密禪宗心法:《六祖壇經》般若品 范明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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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8580 逆齡熟女的幸福之路: 獻給渴望活出幸福的每一位女人吉兒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8603 解密禪宗心法: 《六祖壇經》般若品 范明公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568641 解密禪宗心法: 《六祖壇經》般若品 范明公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568771 在長大之前,紀錄片1819拍攝紀實 陳毅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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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0126 三俠五義 石玉昆著 2019-02-00 其他

9789865700133 海上花列傳(旁註版) 韓邦慶, 杜起生著 2019-05-00 其他

9789865700140 唐人傳奇: 白話精選集 杜起生, 沈既濟等著 2019-06-00 其他

9789865700157 儒林外史 吳敬梓;杜起生 2020-06-00 其他

9789865700164 深淵 法蘭克.諾里斯著; 徐靜雯譯 2018-06-00 其他

9789865700171 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著 2018-11-00 其他

9789865700188 章魚 法蘭克.諾里斯著; 王幼慈譯 2018-06-00 其他

9789865700195 乾隆下江南 2018-10-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8

立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皮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左西心創藝



9789865700201 楊乃武與小白菜 黃南丁氏著 2018-10-00 其他

9789865700218 飛龍全傳 吳璿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5700225 世界推理小說選. 卷二 恩尼斯.布拉瑪等著; 陳祖懿譯 2018-05-00 其他

9789865700232 斜陽 太宰治著; 杜起生譯 2018-10-00 其他

9789865700249 青鳥 莫里斯.梅特林克著; 任汝芯譯 2018-05-00 其他

9789865700256 伯爵的舞會 雷蒙.哈狄格著; 王玲琇譯 2018-05-00 其他

9789865700263 西遊記 吳承恩著 2018-07-00 其他

9789865700270 兒女英雄傳 文康著 2018-10-00 其他

9789865700287 水滸傳 施耐庵著 2018-08-00 其他

9789865700294 搜神記 干寶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5700300 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5700317 送信給加西亞 阿爾伯特.哈伯德著 2018-04-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55100 千里共嬋娟: 聆閒雅集 吳玲嬋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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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2542 妙哉老子: 道德經的智慧(手寫本) 馬叔禮作 2016-04-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69825 希望: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祖往北港徒步進香. 2020駱調彬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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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4908 法饗人生= France。feast。fantasy 加貝太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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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4434 學校在窗外潮本 黃武雄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0601602 地球深歷史: 一段被忽略的地質學革命,一部地球萬物的歷史馬丁.魯維克(Martin J.S. Rudwick)著; 馮奕達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1619 街頭隱形人: 人類學家臥底紐約清潔隊的田野故事= Picking up: on the streets and behind the trucks with the sanitation workers of New York City羅蘋.奈格爾(Robin Nagle)著; 高紫文, 林浩立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66618 大科學: 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麥可.西爾吉克(Michael Hiltzik)著; 林俊宏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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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06551 網路小神通 巨岩出版編輯群,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806568 Windows 10電腦入門 巨岩出版編輯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806575 Google酷學習 巨岩出版編輯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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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7970 厚黑學: 最受歡迎的思維: 一生受用的人間哲理方東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336 猶太人商業定律 林郁主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0350 從三國讀懂用人智慧 莫嘯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50374 智慧處世7大黃金定律 艾德.孟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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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0398 曹操最出色的優勢領導 方東野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708 曹操最聰明的用人之道 方東野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715 男女黃金定律 莉莉安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722 決定版.一分鐘讀心術 蒼井剛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746 男女吸引力法則 莉莉安主編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760 別鬧了,墨菲= Stop it,Murphy 于珊主編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784 善惡的彼岸=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尼采著; 宇峰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791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尼采著; 文竹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巨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沙屯媽祖婆網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加貝先生與加貝太太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可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北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210723 司康&比司吉Scones & Biscuits: 日本人氣名店A.R.I的獨家配方大公開!森岡梨作; 許孟菡翻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210730 日本常備菜教主「日日速配。快速上菜調理包」103道松本有美作; 胡家齊翻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6210747 新手也能輕鬆零失敗 酸酸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210754 終極美味麵包.三明治圖鑑 金子健一作; 胡家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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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2454 魚龍舞. 卷十二 默默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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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8096 不可思議的科學魔法書: 玩具實驗 七色王國作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02 不可思議的科學魔法書: 美味實驗 七色王國作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19 3D驚奇翻翻書: 星球大解密 Patricia Geis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26 3D驚奇翻翻書: 火山大解密 Patricia Geis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33 動手玩童話: 阿拉丁= Aladin Sofie Kenens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40 動手玩童話: 美女與野獸= Bellebete Paku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64 寶貝聞聞看: 找一找,世界各地的味道? Marta Sorte作.插畫; 李旻諭譯 2020-09-00 精裝

9789865528171 好想知道環保做的事! YOYO studio作.插畫; 廖彥甄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88 好想知道寵物們的事! YOYO studio作.插畫; 廖彥甄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195 農場探險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201 叢林探險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218 海洋探險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225 史前探險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2020-09-00 精裝

9789865528232 昆蟲摸摸看!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249 怪獸摸摸看!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256 鯊魚摸摸看!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263 恐龍摸摸看!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270 環遊全世界 Julien Milési-Golinelli作; Angelika Scudamore繪; 李旻諭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8287 數字的祕密 Julien Milési-Golinelli作; Manu Surein繪; 李旻諭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8294 人體的奧祕 Julien Milési-Golinelli作; Ed Meyer繪; 李旻諭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8300 祕密派對 勵馨基金會作; 陳沛奇插畫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324 我的超棒動物書 Make Believe Ideas Ltd作; Dawn Machell插畫; 廖佳儀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331 我的超棒魔法生物書 Make Believe Ideas Ltd作; Dawn Machell插畫; 廖佳儀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348 我的超棒恐龍書 Make Believe Ideas Ltd作; Dawn Machell插畫; 廖佳儀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386 水滸傳翻翻看 方政, 任達森作; DADA插畫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393 小手觸摸隨身聽: 我會跟著讀唐詩 呦呦童作.插畫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09 菜市場探險趣 Ingela P Arrhenius作.插畫; 李旻諭翻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16 走到哪玩到哪!: 童話益智隨身玩 Céline Potard作; Marie Margo插畫; 張之逸翻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23 走到哪玩到哪!: 度假益智隨身玩 Céline Potard作; Patrick Morize插畫; 張之逸翻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30 走到哪玩到哪!: 交通益智隨身玩 Céline Potard作; Romain Guyard插畫; 張之逸翻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47 走到哪玩到哪!: 動物益智隨身玩 Céline Potard作; Audrey Brien, Betowers, Chiara Nocentini插畫; 張之逸翻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54 齊天大聖西遊記 吳承恩作; 周美強插畫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85 動動小指,拼拼看ㄅㄆㄇ 廖佳儀作; 林欣儀插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8492 小手觸摸隨身聽: 我會跟著說ㄅㄆㄇ 禾流文創編輯團隊作; 呦呦童, 禾流文創編輯團隊插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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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08268 純露: 芳療的新趨勢 蘇珊凱帝(Suzanne Catty)作; 原文嘉審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408275 照照大腦,根治病痛: 用磁波消除疲勞失眠,有效止痛,改善憂鬱、失智症久賀谷亮作; 藍嘉楹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282 改變世界的碳元素 齋藤勝裕作; 衛宮紘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299 給不小心就想太多的你: 49個正念禪語錄,擔心事瞬間消失松原正樹著; 楊玉鳳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05 養好脾胃不生病: 飲食、運動、穴道,直接又簡單的健運脾胃養命法王淼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12 哈佛醫師的荷爾蒙抗老法則: 搞懂內分泌,掌握時間醫學!根來秀行作; 卡大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408329 不敢當壞人,永遠被當濫好人: 遠離道德騷擾、退貨走偏的人際關係,拒絕當自己的加害者Joe作; 楊玉鳳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36 滅絕生物學: 失敗者的生存策略 池田清彥作; 陳朕疆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43 3小時讀通單位知識 伊藤幸夫, 寒川陽美作; 陳朕疆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未來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出版菊文化



9789865408350 懶人圖解統計學: 統整複雜數據,看穿大數據背後真相今野紀雄作; 陳朕疆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67 (看圖自學)漢方醫學:氣血.五行.四診.八綱,一本書讀懂漢方.生藥原理與基礎運用方法緒方千秋, 坂田幸治作; 簡毓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74 不完美,也很好: 找回心靈能量,遇見更好的自己枡野俊明作; 江宓蓁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81 給初學者的財務金融通識課 田渕直也作; 童湘芸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398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位元與二元 結城浩作; 陳朕疆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08404 糖尿病有救!降糖全書: 數百種實用小方法,輕鬆降低高血糖劉維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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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0970 不屈服的島: 台灣民主地圖. 完結卷 余杰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0987 九隻羊的心靈札記 楊玖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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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3150 世界宗教博物館年報. 2020年=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bulletin. 2020陳國寧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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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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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26041 性別化創新作為科技性別主流化新技術 蔡麗玲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326119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理論、政策與實務 王珮玲, 沈慶鴻, 韋愛梅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7326126 屏東管理學= PingTung management 賴碧瑩, 潘怡君, 劉毅馨, 李國榮, 郭子弘, 黃露鋒, 朱全斌, 陳宗輝著; 賴碧瑩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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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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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3740 四經合刊(漢語拼音版): 金剛經.藥師經.普門品.阿彌陀經(附大勢至菩薩圓通章)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3719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2020-12-00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9789869953726 慈悲三昧水懺 2020-12-00 修訂二版二刷 精裝

9789869953788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漫畫版)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9953795 十善業道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08 佛說阿彌陀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15 地藏菩薩本願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22 文昌帝君陰騭文(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39 了凡四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46 太上感應篇(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53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60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漫畫版) 林鉅晴繪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25677 浴佛功德經 (大唐)沙門釋義淨譯 2021-04-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89940 甜甜圈特攻隊: 正修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 110級賴岳興主編 2021-04-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正修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宗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主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48607 麵包製作動物造型 許博倫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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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8317 鄉村作家的話: 上帝也說本地話 祂也關心部落= Misapodan ni To'as a Sasowalen星.歐拉姆(Sing 'Olam)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9898324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898331 異象與領導力: 以尼希米記為例 陳吉松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8348 舊約主題脈絡要義: 以賽亞書 黃登煌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8355 神蹟的器皿: 不一樣的人生 陳斯隆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8362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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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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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8114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2)=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72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121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3)=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73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138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4)=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74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145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5-1976)=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75-1976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152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7)=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77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169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8)=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78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8176 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 海事建設=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arine construction許峰源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78183 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 海事建設=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arine construction許峰源主編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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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8410 家書= Letters to comrades 邵永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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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4009 夢裡不知身是客: 我的寫字歲月札記 逸之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047 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制霸. 二 漢娜作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84115 神拿滿級分: 數學學測總複習 林岳璋, 呂傑瀚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139 數學科歷屆學測試題 希葛瑪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146 滿分應試王: 歷史學測總複習 郭雅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153 地理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地理編輯小組彙編 2021-04-00 增訂八版 平裝

9789865584160 國文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5584191 歷史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增訂六版 平裝

9789865584214 化學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化學編輯小組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221 地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地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238 滿分應試王: 數學學測總複習 趙志益, 陳月娥, 林志銘, 楊佳霖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245 物理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物理編輯小組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269 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B總複習講義 孫宏洋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276 物理掌心雷 三民物理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283 生物掌心雷 三民生物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290 地科科青素報 嚴融怡編著 2021-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06 地科掌心雷 三民地科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13 物理科青素報 曹盛威編著 2021-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20 數學掌心雷 三民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37 技術型高中數學C公式一把罩 東大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44 生物科歷屆學測試題分類解密 三民生物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68 技術型高中數學B公式一把罩 東大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75 生物科青素報 張景淞編著 2021-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82 化學掌心雷 三民化學編輯小組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4399 英文掌心雷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永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雅三民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加乘烘焙手工坊



9786263070196 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A版). 第五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70745 神拿滿級分: 英文學測總複習 孫至娟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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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54929 勞保實務教戰100% 鄭正一著 2021-05-00 七版 平裝

9789574854936 不動產信託實戰第一線: 辦理登記與稅務規劃範例黃振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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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86135 赤色恐怖: 列寧的共產主義實驗 白夜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6504 所有的繩結 謝文賢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6795 魔方: 說不出口的真相 郭良蕙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6986 南城驚夢 郭乃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465 異時共生: 抗老血漿置換術 潘扶適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526 晚霞滿天: 台美歲月 周明峰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588 唯識三十頌白話 無知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25 微不平凡 原子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49 暴雨翩飛 梁耀忠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56 黃昏的初戀: 我遇見賽斯心法 停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687 財政非稅收支綜論 張蔚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00 3 piece stories(中英對照) Cindy Lee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17 推翻共產黨政府犯法嗎? 謝光宏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31 無名之歷 阿米娜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79 我的拉丁美洲: 在混亂美感中擁抱自由 邵澤琴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86 被遺忘的埃及. V: 重生 Ruowen Huang著.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793 只是當時已惘然 見澤居士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823 Rabbet & her friends by MuChing Chen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59854 什麼!?這座島被征服者姐姐統治了! 歷史謎團文; 小迪哥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861 李宗瑞反敗為勝 李宗瑞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59878 Middle flavour：create fine dining curisine in your own kitchenby Arlene Hsu 2021-03-00 精裝

9789865559885 味蕾之間: 在自家廚房也能做出融合亞洲風味的高級法式料理許安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59892 當心禍從口出: 公然侮辱的罪與罰 袁興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59908 紙墨行旅人生 李安根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15 近體詩三百首範例 蔡妍妮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22 古典格律詩雅集 蔡妍妮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39 嘎比雞的地球冒險 王欣宜著.繪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46 解结悟真 了知生命实相 黄怡甄编着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53 破执归源 活出生命价值 黄怡甄编着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60 失業 柴克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77 孫子兵法的思維方式 王天驌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84 走出生活的陷阱,走入喜悅的生命 廖步凡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9991 進軍美國零售通路的祕密 陳坤廷Steven Chen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000 寫給在Alaska的: 陳乙緁散文集 陳乙緁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017 王品餐飲集團品牌形象與體驗規劃設計 林承謙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031 死亡荷爾蒙 李熙麗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079 經彩 紫雲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086 出埃及記: 陳一夫的詩 陳一夫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093 水渍 庞固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178 活水 晨露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185 暇滿.慢行 蔡韻瓊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192 關西紀行 高榮廷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215 毛髮趣史: 簡單的毛髮 不簡單的故事 曾海帆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277 微妙的均衡: 传统医学理论的系统学诠释 叶梗梗着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314 字母表謎題 大山誠一郎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321 2019: 預言到兌現 王慈愛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345 品質管理大補帖 王祥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376 洲際.共遊 許承智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390 靈學與科學. 2: 靈靈逍遙遊 覺性種子的萌芽 余依陽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406 我叫汪足女: 歌樸灘的冷暖人間 汪足女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451 慕光羽錄.詩趣 慕羽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8475 統一場論 胡萬炯著 2021-06-00 增訂四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象文化



9789865488611 美人魚的逆襲時代 長堤美女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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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5836 佛藏經講義. 第十輯 平實導師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850 佛藏經講義. 第十一輯 平實導師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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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63966 屬靈領袖學校 李永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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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4007 壯圍鄉古結保安廟歷史沿革 林子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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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91971 運動與健康 陳孟娟, 羅雅文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169 讀而自由: 安頓身心的12堂公民行動課 陳夏民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176 那一天,我終於讀懂愛 張子樟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251 藏在心裡的疤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282 好預兆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299 特色節慶好味道: 6則飲食文化溯源、10個節慶飲食習俗、24道中華美食典故管家琪著; 尤淑瑜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343 看得見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 謝文賢文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92350 蘿兒的家庭筆記= Notes on my family 艾梅莉.克里奇利(Emily Critchley)作; 南君繪; 柯清心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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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0589 心意合一,運動與意識融為一體,體驗運動新感受。吳彬, 叢遠新, 呂韶鈞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596 姊弟煮廚: 廚房,超乎你的想像 Paulina, Jerry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602 陪你走過一道道傷痕: 安寧護理師的生命教育課. 2李春杏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619 深夜的電話: 小酒井不木偵探短篇集 小酒井不木著; 侯詠馨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626 一頁銷售賺錢兵法: 爆單銷售頁公式全揭密 曾蘋果(曾薇玲)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657 新手貓奴日誌: 動物醫生為你準備的完整照護指南留博彥, 郭嵐忻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718 每一趟旅行都是愛與夢的分享: 眭澔平寫給媽媽的十三封旅遊情書眭澔平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732 慢旅。台灣: 風俗建築: 跟著深度旅行家馬繼康遊台灣馬繼康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0749 慢旅。台灣: 尋味訪古: 跟著深度旅行家馬繼康遊台灣馬繼康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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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1189 看IG學英文: 9大單元,120個實用場合,1200個流行單字 透過熱搜話題、時事哏學單字,輕鬆提升字彙力!看IG學英文編輯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1196 豆漿娘娘駕到: 貓奴阿晧的跪安日常 阿晧(漿爸)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0114 女力日本史: 男人主宰歷史,女人主宰男人?!決定日本歷史的42個美女、才女與毒女本鄉和人監修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0145 交換謊言日記 櫻伊伊予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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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8500 孩子的夢境遊學= kacuing na ken ni kakakaka a kivangavanglangpaw.kaljuvung, 邱健維, pawles.rusudraman, 朱正勇文字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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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1513 聽!那記憶深處的笛響。: 吳榮秦臺灣鐵道寫真集= Listen to the whistle of nostalgia: Wu Rung-Chin's Taiwan railway photographs吳榮秦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1520 漂浮庇所: 柯比意改建的混凝土船= Asile flottant遠藤秀平, 西尾圭悟編著; 謝宗哲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卡路風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結保安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以斯拉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6814 Nancy Clark運動營養指南 Nancy Clark作; 李寧遠等譯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06821 素養導向體育教學設計: 在身體活動中建立自信和能力的遊戲Heather Gardner原作; 施登堯等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838 運動生理學= Physi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W. Larry Kenney, Jack H. Wilmore, David L. Costill作; 林貴福等譯2020-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9906845 物理治療精選. 1, 解剖與生理學(含職能治療) 駱明潔作 2020-12-00 第七版 其他

9789869906852 傷害照護之運動按摩= Sports massage for injury careRobert E McAtee作; 張曉昀, 吳汶蘭, 王信民, 林威秀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869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學 潘璦琬, 張雁晴, 褚增輝, 呂淑貞, 劉智民, 王勝輝, 詹佩穎, 吳國榮, 鄭南鵬, 張自強, 汪翠瀅, 陳薇安, 陳明德, 蘇韋列, 吳建徳, 柯瑋婷, 陳德群, 陳韻玲, 吳佳芳, 施以諾, 李致瑩, 范珈維, 李翊溱, 簡位先作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876 神經物理治療學 王瑞瑤, 林光華, 林桑伊, 胡名霞, 張雅如, 陳綉儀, 游祥明, 湯佩芳, 蕭世芬, 戴英子, 謝宗勳, 楊雅如作2021-02-00 第三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06883 神經物理治療學 王瑞瑤, 林光華, 林桑伊, 胡名霞, 張雅如, 陳綉儀, 游祥明, 湯佩芳, 蕭世芬, 戴英子, 謝宗勳, 楊雅如作2021-02-00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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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0806 不老職人: 鏡頭下的凝視 邱垂龍撰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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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01630 達賴喇嘛說般若智慧之道= Transcendent wisdom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藏文口述; 艾倫.華勒士(B. Alan Wallace)英譯; 陳琴富中譯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01647 財富大思考: 四大課題九堂課 葉仁昌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01654 自由與命運: 羅洛.梅經典= Freedom and Destiny羅洛.梅(Rollo May)著; 龔卓軍,石世明譯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01661 創造的勇氣: 羅洛.梅經典= The courage to create羅洛.梅(Rollo May)著; 傅佩榮譯 2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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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37469 100 Kisses before bedtime Mack van Gageldonk著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37476 Does giraffe eat alone? Anita Bijsterbosch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37513 Blij bang boos Guido van Genechten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37520 Odd one out Guido van Genechten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37537 My birthday Anita Bijsterbosch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437841 動物最強王圖鑑 實吉達郎監修; 平井敏明繪; 許郁文譯 2021-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2437858 妖怪最強王圖鑑 多田克己監修; なんばきび繪圖; 許郁文譯 2021-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2437865 滅絕動物最強王圖鑑 實吉達郎監修; 平井敏明繪圖; 許郁文譯 2021-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2437872 幻獸最強王圖鑑 健部伸明監修; なんばきび繪圖; 許郁文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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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5940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專業版教師用). 民國111年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2021-04-00 平裝

9789869805957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特大本). 民國111年 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2021-04-00 平裝

9789869805964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大本). 民國111年 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2021-04-00 平裝

9789869805971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平本). 民國111年 正福堂造曆館, 蔡典宏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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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90720 義大利,不只有披薩: 深入「慢半拍」的義式生活哲學松本浩明著; 蔡麗蓉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2590737 焦慮不是你的錯: 走出恐慌泥潭,緩解不安的練習陳志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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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220202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佛說阿彌陀經, 觀世音菩薩... (合刊)祥雲法師鑑定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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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8509 Jo與你一起過生活: 創作、經驗、諮商三種力量謝秋雯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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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3907 採藥足跡 張景堯總編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樺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巧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正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古裕發商號



9789869983914 臺灣優質藥材圖鑑= Taiwan high-qual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terials張景堯總編輯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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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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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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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3833 貓計程車司機 南部和也文; 佐藤彩圖; 鄭淑華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840 基度山恩仇記=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原著; 林文月改寫; 蔡豫寧繪圖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857 沒有名字的貓 竹下文子作; 町田尚子繪; 黃惠綺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864 森林包包店 福澤由美子作.繪; 游珮芸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888 風暴守護者= The storm keeper's island 凱薩琳.道依爾(Catherine Doyle)著; 朱恩伶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83901 歌劇魅影= Le fantôme de l'opéra 卡斯頓.勒胡(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原著; 管家琪改寫; 奇亞子繪圖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3918 親愛的漢修先生= Dear Mr. Henshaw 貝芙莉.克萊瑞(Beverly Cleary)作; 保羅.歐.傑林斯基(Paul O. Zelinsky)繪; 柯倩華譯2021-05-00 二版 精裝

9789863383925 滑溜溜的麵條游泳池 江口佳子作; 降矢奈奈繪; 李慧娟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932 企鵝馬戲團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83949 小鯨魚馬維好想長大 H@L作.繪; 陳瀅如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970 藏在蛋裡的科學 塞西樂.朱格拉, 傑克.吉夏爾作; 羅鴻.西蒙繪; 陳怡潔譯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83987 企鵝探險隊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83994 鐘樓怪人= Notre-Dame de Paris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原著; 許文心改寫; Cin Cin繪圖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3384007 我們之間= Between us 克萊兒.阿特金斯(Clare Atkins)著; 郭恩惠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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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5241 雨中行: 陳千武現代詩選 戰爭小說 詩人賞讀 吳櫻總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8635258 信鴿: 陳千武的文學與人生 吳櫻著 2021-05-00 平裝

9789868635265 密林: 陳千武學術研究論文集 阮美慧, 李敏勇, 金尚浩, 陳采玉, 許建崑, 邱各容, 莫渝, 林孟寰著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4237 真正的驅魔師= The real exorcist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34275 靈界散步: 步向光彩絢麗的新世界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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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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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4611 邁向科學與公眾溝通之知識建構: 「對話就是力量: 2019科普與科學傳播跨學科實務交流會」議題分析與前瞻報告= Towa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 analysis of current topics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區曣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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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9405 臺灣美展免審作家協會會員聯展. 2020= The Prominent Selected Artists Association of Taiwan Provincial Art Exhibition. 2020林文仁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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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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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2707 翰墨天下聯展. 2020 林金環, 林文炯總編輯 2020-07-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茶書畫藝術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美展免審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調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英文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東方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15023 綠色技術與管末處理 陳見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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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3700 頂工頂藝: 台灣頂極工藝協會會員圖錄. 2020 李明松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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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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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4016 台灣揚琴好聲音: 揚琴合奏曲集. II 鐘泉波總編輯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4023 台灣揚琴好聲音: 揚琴合奏曲集. III 鐘泉波總編輯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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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0210 悉曇普庵咒: 普庵咒悉曇梵音之探討: 以<>打譜為例廖秋蓁著 2021-05-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2915 台灣電網及電力交易市場現況與未來展望 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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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8104 真愛不會一路平坦: 牽手旅行的天窗亮話 張雪芳, 沈中元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628111 省出一棟房: 24招易上手的存錢絕技 陳泰源著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37908 影響力投資的故事: 行善致富. 國際篇= Impact investing: do well by doing good吳道揆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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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1717 臺灣失智症治療指引= Taiwan dementia treatment guideline白明奇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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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2505 客庄遶尞: 三0分鐘走遶客庄 鍾道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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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3304 旅行護照. 鐵道篇= Taiwan travel passport 楊鵬飛等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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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5752 設計好味道 梅原真作; 陳令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769 看菜單,點歷史: 創造世界的75頓飯= Menus that made history文森.富蘭克林(Vincent Franklin), 亞力.強森(Alex Johnson)作; 林凱雄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776 小島製帚: 台灣清掃的日常風景= 島の伝統箒: 台湾掃除の日常林雅雯撰文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5783 重塑日本風景: 頂尖設計師的地方創生筆記 梅原真作; 方瑜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鍾姓宗親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鐵道故事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遊讀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揚琴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琴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頂極工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35510 人生的金字塔= The pyramid of life 黃肇瑞主編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635527 臺灣工業教育搖籃: 臺北工業學校 鄭麗玲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635534 臺灣攝影史的黎明 王雅倫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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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7366 朱德群: 寧靜.光燦百歲誕辰紀念展= Chu Teh Chun朱德群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77397 汖鷠.騷: 李振明後文人彩墨創作= Ink art of Lee Cheng-Ming李振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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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6546 reBrand品牌進化實務 高培偉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5521 墨子之窗 松本州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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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4336 臺院訓錄(庚子). 卷三十二 至聖先天老祖, 蓮臺聖, 孚聖, 濟佛, 尚真人等合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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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59520 禪與道概論 南懷瑾著 2021-04-00 臺灣二版 平裝

9789866059537 宗鏡錄略講 南懷瑾講述 2021-03-00 臺灣二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6059544 善本易經 2021-04-00 臺灣六版 平裝

9789866059551 原本大學微言 南懷瑾講述 2021-04-00 臺灣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6059568 原本大學微言 南懷瑾講述 2021-04-00 臺灣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6059575 了凡四訓新解 周勳男著 2021-05-00 臺灣二版十三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4579 正念擁抱大地: 當我們觀想自己為一棵樹...= The world we have: a Buddhist approach to peace and ecology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汪橋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94586 你的貓: 完整探索從幼貓、成貓到中老年貓的照顧,照著這樣做,讓愛貓活得健康、幸福、長壽!每一位貓奴及獸醫的必備經典指南!=Your cat: simple new secrets to a longer,stronger life伊莉莎白.哈吉肯斯(Elizabeth M. Hodgkins)作; 謝凱特(aka酒鬼)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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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17610 國中國文科閱讀測驗題組: 白話文 國中國文科教研會編著 2021-03-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7627 數學應用題加強練習. 國小1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3-03-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634 數學應用題加強練習. 國小2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3-03-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641 數學應用題加強練習. 國小3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3-03-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658 數學應用題加強練習. 國小4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3-03-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665 數學應用題加強練習. 國小5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3-03-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672 數學應用題加強練習. 國小6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3-03-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689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低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1冊

9789574817696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低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2冊

9789574817702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低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3冊

9789574817719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低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4冊

9789574817726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中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1冊

9789574817733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中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2冊

9789574817740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中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3冊

9789574817757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中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4冊

9789574817764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高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1冊

9789574817771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高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2冊

9789574817788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高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3冊

9789574817795 國小奧林匹克數學講義. 高年級 吳建豪編著 2015-07-00 平裝 第4冊

9789574817801 品德教育閱讀每日10分鐘. 國小1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3-07-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818 品德教育閱讀每日10分鐘. 國小2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3-07-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825 品德教育閱讀每日10分鐘. 國小3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3-07-00 修訂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成大出版社



9789574817832 品德教育閱讀每日10分鐘. 國小4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3-07-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849 品德教育閱讀每日10分鐘. 國小5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3-07-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856 品德教育閱讀每日10分鐘. 國小6年級 資優國語文教研會編著 2013-07-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4817863 悅讀品德故事. 國小1年級(全冊) 陳文山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870 悅讀品德故事. 國小2年級(全冊) 陳文山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887 悅讀品德故事. 國小3年級(全冊) 陳文山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894 悅讀品德故事. 國小4年級(全冊) 陳文山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900 悅讀品德故事. 國小5年級(全冊) 陳文山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917 悅讀品德故事. 國小6年級(全冊) 陳文山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924 國小階梯數學智力測驗(合訂本). 1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4-05-00 平裝

9789574817931 國小階梯數學智力測驗(合訂本). 2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4-05-00 平裝

9789574817948 新編基礎數學. 國小4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4-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955 新編基礎數學. 國小5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4-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962 新編基礎數學. 國小6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2014-07-00 第2版 平裝

9789574817979 數學推理訓練幼兒園大班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2021-03-00 第3版 平裝

9789574815517 幼兒頭腦奧林匹克訓練. 2-3歲 丁昀編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815524 幼兒頭腦奧林匹克訓練. 3-4歲 丁昀編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815531 幼兒頭腦奧林匹克訓練. 4-5歲 丁昀編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815548 幼兒頭腦奧林匹克訓練. 5-6歲 丁昀編 200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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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98591 愛的精力湯: 生活智慧故事 陳基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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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523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小辭典 陳思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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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7236 圖解楞嚴經 石見明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250 圖解<>.圖說漢字 (東漢)許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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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9365 教孩子跟情緒做朋友: 不是孩子不乖,而是他的左右腦處於分裂狀態!(0-12歲的全腦情緒教養法)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M.D.), 蒂娜.布萊森(Tina Payne Bryson, Ph.D.)作; 周玥, 李碩譯; 番紅花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9839372 覺醒父母: 找回你和孩子的內在連結,成為孩子最佳的心靈成長夥伴喜法莉.薩貝瑞(Shefali Tsabary)作; 蔡孟璇譯; 穆宣名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9839389 未來預演: 啟動你的量子改變 喬.迪斯本札(Dr. Joe Dispenza)作; 謝宜暉譯; 徐圳朗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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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7576 民灋 李洙德編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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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65749 啟動遠距工作,設計你的理想生活 佐依Zoey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756 這些話,就是言語勒索: 10歲起就該懂!29個場景帶你識破並適度反擊森山至貴著; 許郁文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787 去你的正常世界 大坦誠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817 30歲起輕鬆練!穿衣好看免修圖塑體操 森拓郎作; 張佳雯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824 其實你胖得很冤枉: 家醫科女醫師教你重啟健康體重基礎閾值,身體自然瘦陳欣湄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65855 會賺錢的人,說話永遠二選一: 年收破億的20個致富語法金川顕教作; 張佳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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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63197 神來一筆: 扶鸞的回顧及展望 張家麟等著; 陳桂興主編 2020-12-00 第一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41

吉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2617 必取小人: 逆境菩薩修心大法 黃子容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2624 牛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21 黃子容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2631 看開看淡,人生就能捨得放下 黃子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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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5964 上學的第一天,我的肚子裡有蝴蝶=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and other school hazards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文.圖; 黃筱茵翻譯 2020-10-00 二版 精裝

9789866215971 喀嚓喀嚓爺爺的恐龍王國 松岡達英文.圖; 周郁寧翻譯 2020-10-00 二版 精裝

9789866215995 我的完美願望 麗莎.曼徹芙(Lisa Mantchev)文;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游珮芸翻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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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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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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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諾特(Paul Nolte)著; 陳中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67979 地緣政治入門: 從50個關鍵議題了解國際局勢帕斯卡.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著; 粘耿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67986 鹿苑長春= The yearling 瑪喬莉.金南.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著; 周沛郁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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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6957 臺灣大案鑑識現場 謝松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7405 節稅的布局. 2021年版: 搞懂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與房地合一稅,你可以合法的少繳稅,甚至一輩子不繳稅。胡碩勻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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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34059 地球時空歷險指南: 給光的孩子: 活出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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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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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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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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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7268 用Scratch輕鬆學AI 程瑋翔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9637275 乘坐麥昆plus小車前往AIOT世界: micro:bit及MakeCode在人工智慧(AI)及物聯網(IoT)的合作演出黃文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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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8691 帶光給世界: 為人類未來奮鬥: 5G,擴增實境和物聯網= The struggle for a human future: 5g,augmented reality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傑瑞米.納德勒(Jeremy Naydler)著; 何修瑜, 蔡宜璇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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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2019 拾到寶: 李明則個展= Serendipity: a solo exhibition by Lee-Ming-tse 2020/07/04-2020/08/08李明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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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6575 臺北知府陳星聚傳奇 馬文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香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織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果出版

光采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49374 寓言集. 3: 芻狗啟示錄 廖繼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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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64992 溫暖的執著. IV: 關於一所可愛學校的導師故事中國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編輯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71102 法學概論 楊東連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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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7107 人體彩繪職類不分級技能職類測驗 吳立安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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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56518 講理就好有聲書. 第1輯 洪蘭主講 2008-11-00 初版 其他 全套2CD

9789869756525 成語這麼說. 第二輯 田麗雲主講 2012-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9756532 成語這麼說. 第三輯 田麗雲主講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9756549 與歷史對話: 戰國領導統御. 決斷篇 劉燦樑主講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9756556 與歷史對話: 戰國領導統御. 領導篇 劉燦樑主講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9756563 談判.無所不在: 職場說話術 劉必榮主講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9756570 談判.無所不在: 老闆溝通術 劉必榮主講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9756587 談判.無所不在: 逆轉勝 劉必榮主講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9756594 與歷史對話: 戰國領導統御. 變革篇 劉燦樑主講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04 成語這麼說. 第四輯 田麗雲主講 2013-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11 成語這麼說. 第一輯 田麗雲主講 2011-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28 成語這麼說. 第五輯 田麗雲主講 2014-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35 陳韻琳說紅樓 陳韻琳主講 2008-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59 我愛談天你愛笑. 第一輯 劉炯朗主講 2007-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66 我愛談天你愛笑. 第二輯 劉炯朗主講 201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73 我愛談天你愛笑. 第三輯 劉炯朗主講 2015-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80 講理就好. 第1輯 洪蘭主講 2008-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33597 講理就好. 第2輯 洪蘭主講 2009-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02 講理就好. 第3輯 洪蘭主講 2009-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19 講理就好. 第4輯 洪蘭主講 2009-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26 講理就好. 第5輯 洪蘭主講 2010-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33 莊子辛說. 卷一, [逍遙遊]上 辛意雲主講 2012-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40 莊子辛說. 卷二, [逍遙遊]下[齊物論]上 辛意雲主講 2012-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57 莊子辛說. 卷三, [齊物論]下 辛意雲主講 2012-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64 莊子辛說. 卷四, [養生主][人間世]上 辛意雲主講 2012-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71 莊子辛說. 卷五, [人間世]下 辛意雲主講 2012-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88 莊子辛說. 卷六, [德充符]上 辛意雲主講 2012-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095 莊子辛說. 卷七, [德充符]下[大宗師]上 辛意雲主講 2013-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101 莊子辛說. 卷八, [大宗師]下[應帝王] 辛意雲主講 2013-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163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基督山恩仇記 小青姊姊主講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170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宮澤賢治短篇童話 小青姊姊主講 2020-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187 墨子辛說. 卷一, [親士][修身][所染] 辛意雲主講 2014-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194 墨子辛說. 卷二, [法儀][七患][辭過] 辛意雲主講 2014-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00 墨子辛說. 卷三, [辭過]下[三辯][尚賢]上[尚賢]中辛意雲主講 2014-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17 墨子辛說. 卷四, [尚賢]中[尚賢]下[尚同]上 辛意雲主講 2014-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24 墨子辛說. 卷五, [尚同][兼愛] 辛意雲主講 2015-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31 墨子辛說. 卷六, [兼愛]下[非攻] 辛意雲主講 2015-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48 墨子辛說. 卷七, [非攻] 辛意雲主講 2015-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55 墨子辛說. 卷八, [天志] 辛意雲主講 2015-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62 論語辛說. 卷一, [學而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08-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79 論語辛說. 卷二, [學而篇]下[為政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09-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86 論語辛說. 卷三, [為政篇]中 辛意雲主講 2009-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293 論語辛說. 卷四, [為政篇]下[八佾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09 論語辛說. 卷五, [八佾篇]中 辛意雲主講 201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16 論語辛說. 卷六, [八佾篇]下[里仁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23 論語辛說. 卷七, [里仁篇]下[公治長篇][雍也篇]上辛意雲主講 201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30 論語辛說. 卷八, [雍也篇]下[述而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1-03-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科廣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安信認證國際



9789860728347 論語辛說. 卷九, [述而篇]下[泰伯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5-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54 論語辛說. 卷十, [泰伯篇]下[子罕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6-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61 論語辛說. 卷十一, [子罕篇]下[鄉黨篇][先進篇]上辛意雲主講 2016-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78 論語辛說. 卷十二, [先進篇]下[顏淵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6-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85 論語辛說. 卷十三, [顏淵篇]中 辛意雲主講 2016-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392 論語辛說. 卷十四, [顏淵篇]下[子路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6-08-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408 論語辛說. 卷十五, [子路篇]下[憲問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6-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415 論語辛說. 卷十六, [憲問篇]中 辛意雲主講 2016-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422 論語辛說. 卷十七, [憲問篇]下[衛靈公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7-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439 論語辛說. 卷十八, [衛靈公篇]下[季氏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7-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446 論語辛說. 卷十九, [季氏篇]下[陽貨篇]上 辛意雲主講 2017-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453 論語辛說. 卷二十, [陽貨篇]下[微子篇][子張篇][堯曰篇]辛意雲主講 2018-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28460 童話急轉彎: 床邊故事大探險 李曉卿主講 2009-06-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076 藝術ABC 陸潔民主講 2008-08-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083 今晚我可以讀詩 田麗雲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090 創新小學堂 張靜宜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06 經典定律小學堂 IC之音節目部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13 贏戰.企業+ 劉忠繼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37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阿拉丁神燈 小青姊姊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44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 小青姊姊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51 City driver運匠英語時間. 第1輯 施子美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68 古典新晴. 第1輯 曾陽晴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75 行在水中. 第1輯 方力行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82 妙語連台. 生活處事篇 孟玉賢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199 妙語連台. 飲食篇 孟玉賢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205 我的英文我的心. 第1輯 尤菊芳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212 超級賽因斯. 第1輯 李家同, 袁常捷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229 李家同校長 作品選讀. 第1輯 李家同, IC之音節目部主講 2020-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0736236 藝饗人生: 藝術家系列. 第1輯 李梅齡, 田麗雲主講 202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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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54532 費華中提琴練習曲(大譜版)= Wohlfahrt 60 etudes op.45 for the viola張家禎編訂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6054549 大提琴的遊樂園: 大提琴重奏曲集: 三聲部與四聲部(總譜及分譜). 3, 影視配樂篇= Cello Garden cello ensemble collections for cello trio and quartet(score and parts) 3 soundtrack musicR.T. Chiang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54556 費華中提琴練習曲(大譜版). 中下= Wohlfahrt 60 etudes op.45 for the viola張家禎編訂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54563 J.S.Bach意大利協奏曲及四首二重奏: 巴赫指法與觸鍵=Italian concerto & four duets宋允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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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82226 最新人體解剖生理學 下正宗等原著; 蔡岳熹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2790 漫畫圖解身體檢查: 紐子醫師帶你聽、看、觸診全身森皆ねじ子原著; 吳得進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520 軟組織與激痛點放鬆術: 治療師操作指引 Jane Johnson原著; 林育嬋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544 識別精神疾病: 你的DSM-5®指南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原著; 林奕萱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551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年 王姵云, 黃郁庭, 郭家瑜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568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8年 王姵云, 李建慈, 林昱瑄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575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年 廖芃慈等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582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年 李家誠等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599 心電圖學必備= The only EKG book you'll ever needMalcolm S. Thaler原著; 賀立婷譯 2021-03-00 九版 平裝

9789863683605 復健及物理醫學. 基礎篇=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賴金鑫, 畢柳鶯, 王亭貴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精裝

9789863683612 復健及物理醫學. 臨床篇=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賴金鑫, 畢柳鶯, 王亭貴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精裝

9789863683629 兒科常見疾病診療手冊 林奏延主編 2020-09-00 二版 精裝

9789863683636 風濕病學 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編著; 黃文男總編輯 2020-09-00 三版 精裝

9789863683643 醫師國考Winner: 骨科學 黃尚豪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650 最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牙體技術學概論= The newest series of textbooks for dental technologist: dental laboratory practice administration末瀨一彥等著; 林富滄, 林錫禎, 彭子祐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667 肌肉骨骼超音波診斷與導引注射: 實務操作指南= Diagnostic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and guided injection: a practical guidePeter Resteghini原著; 吳威廷, 徐伯誠, 徐幼鈞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674 臨床皮膚病學彩色圖譜 趙辨等編著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3683681 血液透析手冊= 透析ハンドブック 小川洋史, 岡山ミサ子, 宮下美子監修; 蔡岳熹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698 當代醫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modern medicine 楊辰夫原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704 關節徒手鬆動術. 一, 四肢的評估和治療= Manual mobilization of the joints. volume I, the extremitiesFreddy M. Kaltenborn原著; 蘇錦勤, 何兆邦譯 2021-02-00 九版 平裝

9789863683711 偏癱患者的復健治療: 川平式反覆性誘發療法的理論與介入手法= 片麻痺回復のための運動療法 促通反復療法「川平法」の理論と実際川平和美, 下堂薗恵, 野間知一原著; 林儒宜譯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3683728 彩色圖解心律不整 駱惠銘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83735 支氣管鏡清洗消毒規範 涂智彥等編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6

全音樂譜



9789863683742 內科肋膜腔鏡操作指引 涂智彥等編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3683759 牙體技術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年 張稚蕙, 沈志恩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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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9310 創新論著猝死急救法: 基本救命術 李德福作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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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6135 年長者的肌筋膜伸展運動圖解全書: 5大部位x90個伸展運動和變化版,45支專業影片輔助,提升學習效果瑪麗亞.荷瑟.波爾塔勒.朵莉賽斯(María José Portal Torices)著; 賴姵瑜譯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142 愛書人: 2000本書、超過47個世界級書店、36個圖書館,療癒畫風插圖,喚起你的閱讀魂珍.蒙特(Jane Mount)著; 徐曉珮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159 簡單種綠色植物: 植物殺手也能養活的紓壓盆栽美好生活實踐小組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166 簡單種香草&蔬菜: 手殘者也能養活的食用植物美好生活實踐小組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173 簡單調製雞尾酒: 調酒新手的第一本書 李佳紋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180 可愛療癒的貓咪刺繡300款: 14種基本技法step by step教學,喵星人隨手也能繡楊孟欣等著; 莫少閒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6197 中餐素食證照教室: 素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實作&學科滿分題庫劉瑋如, 王鉦維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3601 BrianCuisine不萊嗯的麵包學: 圖文詳盡的7萬字麵包科學、31道必學經典甜麵包、21款原創天然酵種歐陸麵包、8道私房抹醬、45支專業影音示範,內容貫通基礎必學以至職人專修,是一本麵包自學者的必備工具書。Brian Lin作.攝影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3618 社大名師親授中式麵點完美配方: 麵條、湯包、餃子、餛飩、春捲和餅類劉妙華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3625 飲料調製證照教室: 飲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寶典＆學科滿分題庫許可函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3632 中式米食證照教室: 米食加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實戰祕笈&學科滿分題庫曾家琳, 林國富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3649 水果&蔬菜造型蠟燭: 仿真度100%,日本名師傳授獨家調色配方、製作細節和訣竅兼島麻里著; Demi翻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3663 簡單吃麵: 用心選料、慢慢享用,最單純的最美味!蔡全成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3670 自家製酒200品: 1 天也可成的!果實酒、蔬菜酒、花及香草酒、茶酒及藥用酒全攻略福光佳奈子著; 林姿呈, 陳文敏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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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7137 當時小明月 林佳樺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144 與世界一起散步: 小日子小堅持 蔡詩萍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151 浮世短歌: 這次,多談點自己 王溢嘉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7168 文案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盧建彰(Kurt Lu)著; 盧願繪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30 鏤空與浮雕 范俊奇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085 孤獨培養皿 鄭宜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7550 由藝術座標到星際座標: 從畫廊主到畫協理事長的望遠與踏實楊清彥, 鍾經新合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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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6329 全國兒童美語: 可愛動物園= Go for English: animals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2-00 其他

978986997634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自己穿衣服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3-00 其他

9789869976350 Go for English: in the park= 全國兒童美語: 在公園裡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4-00 其他

9789869976367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自己吃飯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4-00 其他

9789869976374 全國兒童美語: 衣服= Go for English: clothes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5-00 其他

9789869976381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我喜歡刷牙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2021-05-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668279 甘小姐的半枝桃花 慕之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9668286 月光下的羊欄 楊寒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668293 殼Another Girl 楊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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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8738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Therapeutic hand book of common drugs陳長安編著 2021-01-00 第54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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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國藥品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全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米國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全國口對鼻吹氣急救CPR推廣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2056 他是憂鬱,不是失智了: 老年憂鬱症,難以察覺的心病和田秀樹著; 楊詠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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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2144 氣功養生治病 林孝宗作 2020-12-00 修訂壹版 平裝

9789869522151 自發功 林孝宗著 2021-02-00 修訂貳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3901471 天地經.開卷文: 天地經應運文輯錄. 一 翁瑞沛著 2019-09-00 1版 平裝

9789863901631 無畏的希望: 歐巴馬的總統之路 趙越, 孔謐主編 2021-02-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3901648 改變才有機會: 歐巴馬的變革之路 趙越, 孔謐主編 2021-02-00 修訂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9188562 美.臺灣: 人文攝像集= Ilha Formosa! the beautiful isle!陳亮君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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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35679 丙級會計事務技能檢定術科講義 王美慧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5754 鍛鍊習本: 普通化學 洪鼎惟, 沈信良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36607 高中歷史. (一), 透析教學講義 卓絢, 林韋宏作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71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 I, 波以耳實驗手札蔡佳怡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72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 II, 波以耳實驗手札蔡佳怡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782 台灣傢飾類文創品牌之設計意象 王麗卿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36850 國民中學科技. 第三冊(習作簿): 資訊科技八年級= Information technology張啟中, 林光耀, 郭再興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86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生命教育(活動手冊) 陳美綨作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87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生命教育 胡百敏, 陳雅英編撰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6904 歷史. 1, 閱讀題本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37154 認識3D列印玩出獨創設計 鍾明桉, 許嘉醇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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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5914 連棋五福臨門弈法 蔡肇祺著 2021-05-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1387 CIA洗腦計畫 史蒂芬.金瑟(Stephen Kinzer)著; 朱怡康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1394 無形資產 瓊.萊恩(Joan Ryan)著; 駱香潔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2943 十二週見效、一生受用的健腦計畫書= Keep sharp: build a better brain at any age桑賈伊.古普塔(Sanjay Gupta)著; 張瓊懿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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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6710 好命密碼. 感情解讀篇 愛德華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6727 好命密碼. 股市贏家篇 愛德華Edward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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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0731 光藏覺醒卡. 4: 人生寶藏圖 聖光曌宇(陳怡安), 范雅芸(Zara), 龐愛文圖卡創作; 聖光曌宇(陳怡安), 施旭芬(Suvidya), 許家瑜(Akarya)文字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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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遠心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光華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光華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1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發功研究室



9789865768867 生命的禮讚 許天從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68874 給想看懂道德經的初學者: 書桌上的第一本經典廖玉琬作 2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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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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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4101 看見台灣.林磐聳 林磐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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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4229 裝甲雄獅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四部, 巴巴羅沙征俄作戰滕昕雲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4236 淞滬會戰: 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 Die Schlacht bei Shanghai佚名作; 滕昕雲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4243 裝甲雄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五部, 莫斯科在戰慄= Da schauert Moskau: Aufstieg,Kampf und Untergang der deutschen Panzertruppen im 2. Weltkrieg Band 5滕昕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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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74863 論語之雍也篇 癡翁編撰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6574870 呂祖百字碑講記 癡翁編撰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6574887 人生決勝點 邱華君編撰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574894 論語之述而篇 癡翁編撰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574917 論語之泰伯篇 癡翁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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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43778 圖像思考的練習: 這樣做,推動10億生意、調解糾紛、做出成果平井孝志作; 李璦棋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808 也許你該跟未來學家談談: 一堂前所未見的人生規畫課,所有問題你都可以問= The future you: break through the fear and build the life you want布萊恩.大衛.強森(Brian David Johnson)著; 葉妍伶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815 40歲,精采人生才開始: 從1萬人的經驗談看見真正該做的事大塚壽作; 沈俊傑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846 寫給忙碌父母的育兒百事: 一本搞定,專家認證有效,對孩子最重要!加藤紀子作; 蕭嘉惠, 黃瓊仙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43877 史丹佛人際動力學: 連開50年的課,教你好關係從真情流露開始= Connect: building excep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friends and colleagues大衛.布雷弗德(David Bradford), 凱蘿.羅賓(Carole Robin)著; 蔡惠伃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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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6700 自然B計畫. 2021 米蘭老師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6717 自然A計畫. 2021 米蘭老師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6724 Ａ++聖經. 2021 米蘭老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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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5400 詩歌楷書 吳啓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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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70661 南傳論藏之一發趣論: 從二十四緣發趣剖析禪定身心大腦與道果大乘禪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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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5366 臺灣與各地寺廟之美 陳益源主編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75366 臺灣與各地寺廟之美 陳益源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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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沐日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吳啓禎書法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米蘭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戰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多識界圖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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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德品牌設計



9789869971805 三個太陽 徐世賢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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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2465 韋嘉與他的學生們= Wei Jia and his students 韋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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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01494 夢中轉來: 古能豪台語詩集= The poetry of Gu Neng Hao古能豪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6501500 掌門42詩展風: 同仁詩選. 4 掌門詩學社同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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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2987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1年= Proceedings of 2021 Conference on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Management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編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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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8895 做夢的勇氣 門田英司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2508 在別人的地圖上,找不到自己的路 澈言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2508 在別人的地圖上,找不到自己的路 澈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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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5527 佛法真義= Buddha-Dharma: pure and simple. 3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574575626 無盡燈: 星雲大師全集讀後 妙凡, 張靜之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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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5794 小欣的三好日記 滿觀法師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575848 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寶典(中文版) 蔡孟樺主編; 星雲大師總監修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4575855 明清<>珍稀注釋選輯 陳帥, 簡凱廷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575862 明清<>珍稀注釋選輯 陳帥, 簡凱廷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575879 遇見彌陀: 學佛感應記 林慈超作; 董依雯繪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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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7006 老師開講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13 大數據考點直擊: 國文(測驗題) 林嵩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20 經濟學: 大數據考點直擊 林仲編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37 大數據考點直擊: 民法(測驗題) 池錚, 龍律, 張青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44 就業服務乙級超神記憶攻略 林閔政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51 企業管理(含管理學)必K 600組關鍵考點 藍天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68 大數據考點直擊: 政治學(測驗題) 韓菲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75 大數據: 刑法(測驗題) 陳介中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7082 大數據考點直擊: 刑法總則(申論題) 司平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04 大數據考點直擊: 社會學(申論題) 湯淮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11 大數據 民事訴訟法 宋定翔編 0000-00-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28 行政學: 重要名詞 程明, 王濬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35 民事訴訟法: 全彩心智圖表4.0 宋定翔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42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總則篇 李允呈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59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分則篇 李允呈編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66 大數據考點直擊: 民法總則(申論題) 池錚, 龍律, 張婕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73 大數據考點直擊: 民法(申論題) 池錚, 龍律, 張婕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80 大數據考點直擊: 台灣自然人文與地理(測驗題)宙勉編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4597 老師開講 民法(親屬.繼承) 袁翟編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09 老師開講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稽徵法與租稅法吳軍編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16 刑事訴訟法全彩心智圖表4.0 戴蒙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30 憲法: 全彩心智圖表4.0 王為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47 刑法(總則)全彩心智圖表4.0 陳介中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54 行政法全彩心智圖表4.0 柯釙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大學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沐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谷公館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文館圖書



9789865597061 民法(債)全彩心智圖表4.0 燕齊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78 刑法(分則)全彩心智圖表4.0 陸奢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85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試題Q&A 保成名師聯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092 民法(身分法)全彩心智圖表4.0 梁維珊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08 民法(總則)全彩心智圖表4.0 施宇宸(苗星)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15 大數據考點直擊: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測驗題)韓菲編 2021-04-00 ㄧ版 平裝

9789865597122 民法(物權)全彩心智圖表4.0 賴佩霞, 施宇宸(苗星)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39 大數據考點直擊: 郵政三法大意(測驗題)(內勤)韓菲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46 老師解題: 民事訴訟法 宋定翔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53 大數據考點直擊: 行政法(申論題) 子雲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60 抉對選擇: 犯罪學 王瑀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84 民法總則(法律系轉學考) 柳宿一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191 考前30天: 警察法規概要 程譯編 2021-03-00 ㄧ版 平裝

9789865597207 刑法總則(法律系轉學考) 莊閎凱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214 憲法(法律系轉學考) 于歆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221 司律第一試行政法定江山. 2021: 極重點整理+經典題演練孫權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245 老師解題: 監獄行刑法概要(測驗題) 霍華德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252 司律第一試綜合法學 七小科立大功. 2021: 極重點整理+經典題演練棋許, 武羿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269 大數據考點直擊: 法學緒論(大意)(測驗題) 棋許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283 抉對選擇: 法學緒論(大意) 呂晟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290 80/20法則: 民法(總則)體系解題課 宋定翔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306 企業管理: 全彩心智圖表4.0 程希編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97320 老師開講 法律倫理 袁翟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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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3008 架構式刑法概要測驗題庫Q&A. 110版 周昉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3947 高考租稅各論. 110版 鄭漢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5144302 教育行政學 黃天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145781 大法官釋字白話工具書 劉邦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5880 經濟學大意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11版 許偉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5965 土地法(概要)大意. 111版 林育智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5996 法學大意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題庫. 111版 顏台大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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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6016 基本電學大意: 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111版 程金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6023 初等主題式法學大意讀本.題庫二合一. 111版 陳晟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047 運輸學大意. 111版 林敏玄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5146054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11版 林茵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6061 法學大意. 111版 程怡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6573 知識圖解: 法院組織法 陳敬曜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146764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雙Q歷屆試題解析吳俊, 吳江林編著 2021-01-00 十版 平裝

9789865146863 國考英文─從zero到hero: 破解單字與必考題 黃百隆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146870 企業管理毅卡通 王毅編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147013 私藏讀本: 公共管理 張本原編著 2021-01-00 [3版] 平裝

9789865147129 企業管理題庫: 破point 王毅編著 2021-01-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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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7235 會計學(含中會)申論&測驗百分百. 110版 柏威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242 會計學(含中會)申論&測驗百分百. 110版 柏威編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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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7297 (台電)基本電學3Point. 110版 程金, 陳逸青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7327 生物統計學主題式申論題庫全解 王瑋編著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147365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考前速成綜合題庫(國文、英文、法學緒論、企業概論、管理學、經濟學). 110版李楓, 顏弘, 顏台大, 王毅, 許偉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372 台電新進僱用人員綜合行政考前速成題庫(國文、英文、行政學概要、法律常識、企業管理概論). 110版李楓, 顏弘, 陳翎, 鄭中基, 王毅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7396 國際法(含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重點命題&混合題庫破解顏台大編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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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7426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電機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國文、英文、電工機械、基本電學). 110版李楓, 顏弘, 古正信, 程金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433 台電新進僱員(機械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題庫(國文、英文、物理、機械原理). 110版李楓, 顏弘, 信飛, 陳廣明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440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輸、配電線路/變電設備維護)考前速成(國文、英文、物理、輸配電學、基本電學). 110版李楓, 顏弘, 信飛, 程金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457 架構式刑事訴訟法申論題庫Q&A. 110版 周昉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464 憲法秒速記憶. 110版 宮井鳴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471 政治學秒速記憶 劉沛編著 2021-03-00 [第四版] 平裝

9789865147488 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 韋伯編著 2021-03-00 [七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志光數位出版



9789865147495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秒速記憶 劉秀編著 2021-03-00 [四版] 平裝

9789865147501 政治學秒速記憶 韋伯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47518 法學大意. 110版 程怡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147525 高普: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本. 110版劉奇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532 鐵路: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本. 110版劉奇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549 記帳士考試 記帳士考前OK啦. 110版 蕭靖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147556 台電企業管理測驗題庫Q&A(含非測驗式試題). 110版公孫策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47570 郵政考試企業管理測驗題庫Q&A(含非測驗式試題). 110版公孫策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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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0600 沐光畫會五週年紀念畫冊 呂和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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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1309 莫忘大笑: 奇蹟課程之比爾.賽佛寬恕回憶錄= Never forget to laugh: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Bill Thetford, co-scribe of A Course in Miracles卡洛兒.郝(Carol M. Howe)作; 王詩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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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380713 小意達的花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周惠玲改寫; 夏仙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13 小意達的花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周惠玲改寫; 夏仙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13 小意達的花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周惠玲改寫; 夏仙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20 年輕的國王= The young king 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 黃筱茵改寫; 陳怡庭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20 年輕的國王= The young king 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 黃筱茵改寫; 陳怡庭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20 年輕的國王= The young king 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 黃筱茵改寫; 陳怡庭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37 懶洋洋的噴火龍= The reluctant dragon 肯尼斯.葛拉罕(Kenneth Grahame)原著; 黃筱茵改寫; 廖書荻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37 懶洋洋的噴火龍= The reluctant dragon 肯尼斯.葛拉罕(Kenneth Grahame)原著; 黃筱茵改寫; 廖書荻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737 懶洋洋的噴火龍= The reluctant dragon 肯尼斯.葛拉罕(Kenneth Grahame)原著; 黃筱茵改寫; 廖書荻繪圖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380812 探險家旅行圖誌: 歷史上的僧侶、自然學家和旅人們的世界遊記伊莎貝.明霍斯.馬汀(Isabel Minhόs Martins)文; 貝納多.卡瓦赫(Bernardo P. Carvalho)圖; 張淑英翻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874 木之繪本: 發現春天 張哲銘文.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874 木之繪本: 發現春天 張哲銘文.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874 木之繪本: 發現春天 張哲銘文.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881 木之繪本: 拜訪森林 張哲銘文.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9380898 張哲銘畫寫自然「木之繪本」套書 張哲銘文.圖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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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11894 官方頒訂新版多益13大情境學習指南課程學習本/考題解析本= Thirteen real-life scenarios in new TOEIC test: the words and phrases you need to know陳豫弘總編輯 2017-10-00 三版 其他

9789864412037 New TOEIC 7大題型拿滿分秘技=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Holly Lin, Kathy Chyu教材編撰 2018-01-00 再版 其他

9789864412068 圖表解構New TOEIC必考7大題型=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beginners陳豫弘總編輯 2018-02-00 再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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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13447 New TOEIC聽力+閱讀滿分超狂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2019-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413898 TOEIC全面備戰: 7大題型應考策略+13大情境必備詞彙陳豫弘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3898 TOEIC全面備戰: 7大題型應考策略+13大情境必備詞彙陳豫弘總編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109 Come to live: starter(student's book)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4414208 New GEPT完全命中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模擬試題(試題+解析)=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陳豫弘總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246 Reading all around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2021-01-00 1st ed. 平裝

9789864414338 The fox and the goat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376 See the world extended worksheets. A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2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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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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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沐光畫會



9789864414482 The old street lamp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499 Ready go!. 1,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2020-09-00 二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505 Ready go!. 1,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eria Huang 2020-09-00 二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512 Ready go!: get ready,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eria Huang 2020-08-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529 Ready go!: get ready,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2020-08-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536 Taking off. 1, Assignment book 林芸儀, 余昊樺編 2020-08-00 二版七刷 平裝

9789864414543 Taking off. 2, Assignment book 余昊樺, 黃曉琦編 2020-10-00 二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550 Taking off. 3, Assignment book 余昊樺, 黃曉琦編 2020-05-00 二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567 Taking off. 4, Assignment book 黃淑芬, 林芸儀, 黃曉琦, 葉上瑜編 2020-10-00 二版三刷 平裝

9789864414574 Taking off. 1, Practice book 林芸儀, 余昊樺編 2020-08-00 二版七刷 平裝

9789864414581 Taking off. 2, Practice book 余昊樺, 黃曉琦編 2020-10-00 二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598 Taking off. 3, Practice book 余昊樺, 黃曉琦編 2020-05-00 二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604 Taking off. 4, Practice book 黃淑芬, 林芸儀, 黃曉琦, 葉上瑜編 2020-10-00 二版三刷 平裝

9789864414611 Taking off(intro workbook) 余昊樺, 黃曉琦編 2020-08-00 初版七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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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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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14642 Story time. 1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20-09-00 二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659 Story time. 2 managing editor Amber Gong 2020-11-00 一版六刷 平裝

9789864414666 Story time. 3 managing editor Amber Gong 2020-09-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673 Story time. 4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20-11-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680 Ready go!. 2,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2020-11-00 一版六刷 平裝

9789864414697 Ready go!. 2,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2020-11-00 一版六刷 平裝

9789864414703 Ready go!. 3,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eria Huang 2020-09-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710 Ready go!. 3,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eria Huang 2020-09-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727 Ready go!. 4,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eria Huang 2020-07-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734 Ready go!. 4,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eria Huang 2020-07-00 一版五刷 平裝

9789864414802 Ready go!. 5,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2020-09-00 一版四刷 平裝

9789864414819 Ready go!. 6,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2020-12-00 一版三刷 平裝

9789864414826 Story time. 8 managing editor Mandy Chen 2019-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833 Story time. 7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20-09-00 一版二刷 平裝

9789864414840 Ready go!. 6,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2020-12-00 一版三刷 平裝

9789864414857 Story time. 6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2020-12-00 一版三刷 平裝

9789864414864 Story time. 5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2020-09-00 一版四刷 平裝

9789864414871 Ready go!. 8,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Mavis Yeh 2019-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888 Ready go!. 8,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Keira Huang, Mavis Yeh 2019-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4895 Ready go!. 7,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2020-09-00 一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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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15007 Live science. 1, Experiment log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014 Live science. 2, Experiment log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Mandy Chen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021 It's a big world(activity book) managing editor Mavis Yeh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038 雙語小學堂(初階) LiveABC編輯群 2019-07-00 一版二刷 平裝

9789864415045 Ready go!. 7,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2020-09-00 一版二刷 平裝

9789864415052 Ready go!. 5,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Rita Yu 2020-09-00 一版四刷 平裝

9789864415069 Cambridge English: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Pre A1, Starters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076 Cambridge English: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A2, Flyers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083 Cambridge English: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A1, Movers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090 職涯探索美語營(進階) managing editor Grace Chao, Mandy Chen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106 職涯探索美語營(初階) managing editor Grace Chao, Mandy Chen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311 Come to live starter(New edition). workbook A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328 Come to live starter(New edition). workbook B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335 Come to live(ABC book) managing editor Angela Lin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342 Taking off. 5, Practice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15359 Taking off. 5, assignment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756058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2020-07-00 第4版 平裝

9789862756065 捷運招考 司機/站務員專用 歷屆題庫4合1 得勝等編著; Maggie Y.Y.主編 2020-07-00 平裝

9789862756072 捷運招考 司機/站務員專用 速成總整理 得勝等編著; Maggie Y.Y.主編 2020-07-00 平裝

9789862756089 經濟部聯招 (機械類組)考試專用 歷屆題庫6合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2756096 經濟部聯招 (資訊類組)考試專用 歷屆題庫6合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2756102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 柳威廷編著 2020-07-00 第29版 平裝

9789862756119 經濟部聯招(政風類組)考試專用 歷屆題庫6合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2756126 記帳士重點整理: 會計學概要 巫毓琪, 馬心屏編著 2020-07-00 第1版 平裝

9789862756133 企業管理1000題(企業概論、管理學) 楊鈞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2756140 經濟部聯招(財會類組)考試專用 歷屆題庫6合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2756157 會計學概要(對應IFRS) 劉憶娥編著 2020-08-00 [第1版] 平裝

9789862756164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葉倫編著 2020-08-00 [第1版] 平裝

9789862756171 票據法概要 林崇漢編著 2020-08-00 [第1版] 平裝

9789862756188 銀行法概要 林崇漢編著 2020-08-00 [第1版] 平裝

9789862756195 營造作業主管 經典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2756201 環保局甄試(清潔隊員、儲備駕駛)專用精選題庫完全攻略宏典文化環保局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2756218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林崇漢編著 2020-08-00 第15版 平裝

9789862756225 初階授信人員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2020-08-00 第15版 平裝

9789862756232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柳威廷, 詹偉成編著 2020-08-00 第4版 平裝

9789862756249 信託業業務人員 劉憶娥編著 2020-08-00 第16版 平裝

9789862756256 初階外匯業務人員 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2020-08-00 第16版 平裝

9789862756263 理財規劃人員速成 林冠秀編著 2020-08-00 第16版 平裝

9789862756270 國文. 2021 蔡襄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287 英文. 2021 羅然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294 中華民國憲法. 2021 蕭培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300 法學緒論. 2021 麥特, 凌雲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317 行政法(概要). 2021 林憲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324 民法(概要). 2021 劉忻編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2756331 行政學(概要). 2021 賴曉節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2756348 會計學(概要)含中級會計學. 2021 吳佩樺, 丁彥鈞, 詹偉成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355 經濟學(概要). 2021 葉倫, 金月聖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362 公文. 2021 王翔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379 作文. 2021 王翔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756386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總整理 柳威廷編著 2020-10-00 第30版 平裝

9789862756393 財產保險業務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忠義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09 洗錢防制法大意. 2021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16 郵政考試.國文(外勤). 2021 余訢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23 郵政考試.國文(內勤). 2021 余訢, 得勝, 鍾虹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30 郵政考試.英文. 2021 簡捷, 拿芬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47 郵政招考.台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樂達, 周宇, 杰魯編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756454 企業管理大意重點整理 楊鈞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61 郵政企業管理. 2021 楊鈞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78 郵政三法大意 邵之驊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85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邵之驊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2756492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一科速成總整理 廖乃麟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2756508 金融科技知識 柳威廷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2756515 郵政內勤題庫攻略 邵之驊等編著; Maggie Y.Y.主編 2020-11-00 平裝

9789862756522 郵政外勤題庫攻略 邵之驊等編著; Maggie Y.Y.主編 2020-11-00 平裝

9789862756539 人身保險經紀人證照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吳佩樺, 張文耀, 黃卓盛, 呂佳縝, 黃賜錄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862756546 企業管理大意與洗錢防制法大意 楊鈞, 林崇漢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2756553 洗錢防制法大意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2756577 經濟學(含概要). 2021 葉倫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2756584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 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 2020-11-00 平裝 上冊

9789862756591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 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 2020-11-00 平裝 下冊

9789862756607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柳威廷編著 2020-11-00 [修訂第四版] 平裝

9789862756614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2020-11-00 第16版 平裝

9789862756638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275669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速成 柳威廷, 詹偉成編著 2020-12-00 第5版 平裝

9789862756713 信託業業務人員 劉憶娥編著 2020-12-00 第17版 平裝

9789862756720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林崇漢編著 2021-01-00 第16版 平裝

9789862756775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保健食品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 2021-01-00 增修訂十二版 平裝

9789862756782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 2021-01-00 增修訂十二版 平裝

宏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677755 白雲居士專論四化飛星紫微斗數 白雲居士, 蔡炳睿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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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1918 慧黠遊藝 如意揮灑: 風景系列彩繪臺灣: 畫作DVD影音光碟首部曲= Painting the landscape of Taiwan江慧如作 2020-09-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432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一. 110年度夏良宙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449 新知研討會蛋雞飼養與營養線上研討會. 110年度夏良宙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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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627339 低敏食材自由配 42款無麩質安心甜點 森崎繭香著; 丁廣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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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4874 AI登陸: 決戰魔羯星 邱傑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14881 劫鏢: 科幻故事集 邱傑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14898 噓,不哭! 蘇飛圖.文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1400 團子你好!我想和你做朋友 蘇飛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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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9227 坐井觀天: 生活隨筆 于德湖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9234 故鄉文化之旅 于德湖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9241 海上歲月長 于德湖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49258 家政領域技術教育 蔡宜萱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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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32474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481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498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04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11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28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35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42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59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66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73 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80 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597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03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10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27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34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41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田潔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58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65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72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89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696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良品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2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呈果美學



9789860732702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19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26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33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40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57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64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余惠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71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88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5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795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01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18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25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5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32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49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56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63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5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70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87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上 吳珍珠編 2019-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894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00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17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24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31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48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55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62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79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鄧安琪編 2020-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86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2993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5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01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18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25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32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5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49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56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63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70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5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87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094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下 吳珍珠編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00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17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24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31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48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55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62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79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86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193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09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16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23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30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47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54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61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78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鄧安琪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85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292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08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15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22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39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46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53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60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77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84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391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407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414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421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438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445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鄭愛妮編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0738452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鄭愛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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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8648 賞花賞詩: 止微室談詩 秀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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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68536 五月詩社截句選 郭永秀主編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833 栽種番薯的基督: 臺灣本土基督教社會實踐研究蔡維民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857 人性反思與敘述魅力: 嚴歌苓小說論評 李仕芬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864 曠遠迷茫: 詩的生與死= Life and death of poetry蘇紹連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871 穿山甲,共和國 李浩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901 兼職詩人 謝顥作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918 涵虛書室論文集 李建崑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956 反思「死亡」: <>的死亡故事與主題研究 金明求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8970 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 張存武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卷1

9789863268987 隱藏的人群: 近代中國的族群與邊疆 黃克武主編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9007 血火之舞: 抗戰文學期刊與中國社會思潮(1931-1938)韓晗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9014 清代寶卷鈔本經眼錄 謝泳作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9021 人生的片隅: 夏眉散文集 夏眉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3269045 耳語與旁觀: 鍾鳴詩歌倫理研究 張媛媛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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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9033 竹科四十: 為年輕人說故事: 30位產業人物分享精采故事王麗娟等作; 李慧臻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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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6922 大海融入一滴: 卡比爾詩選 卡比爾著; 鍾七條, 智嚴, 張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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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5899 Rebuild 雷小盈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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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73188 你的心,就讓植物來療癒: 劍橋出身的心理師帶你以自然與園藝,穩定內在、修復創傷= The well gardened mind: the restorative power of nature蘇.史都華-史密斯(Sue Stuart-Smith)著; 朱崇旻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195 信任溝通: 全球頂尖心理學家解讀人心的四種方法愛蜜麗.艾利森(Emily Alison), 勞倫斯.艾利森(Laurence Alison)著; 吳宜蓁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218 鬼滅之刃心理學: 打造強韌內在的38個法則 井島由佳著; 林詠純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232 半神: 安住亂世、活出神性的30個生命基礎課熊仁謙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73256 清理你的心理雜訊: 10個降噪練習,使你不再自卑、自責、自憐山根洋士著; 李璦祺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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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1228 30天戰勝英文句型超強秘笈 許豪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含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妙高峰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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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宏津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99

秀威經典



9789869941235 高效衝刺!英語7000單字大突破: 速記例句X文法X搭配詞,不只看懂更會運用!許豪英語教學團隊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242 高效衝刺!英語文法結構大突破: 從零開始學文法,詞類X簡單句X動詞時態輕鬆掌握!鍾君豪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259 高效衝刺!英語閱讀效率大突破: 從零開始練閱讀,步驟解密╳閱讀訓練╳文章實例直覺反應!許唐(Justin), 林軒(Jo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259 高效衝刺!英語閱讀效率大突破: 從零開始練閱讀,步驟解密╳閱讀訓練╳文章實例直覺反應!許唐(Justin), 林軒(Jo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259 高效衝刺!英語閱讀效率大突破: 從零開始練閱讀,步驟解密╳閱讀訓練╳文章實例直覺反應!許唐(Justin), 林軒(Jo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1259 高效衝刺!英語閱讀效率大突破: 從零開始練閱讀,步驟解密╳閱讀訓練╳文章實例直覺反應!許唐(Justin), 林軒(Jo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6056 玩出邏輯腦!260道益智推理題 智力開發編輯部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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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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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32847 中醫婦科診治心法: 中西醫結合 鄭淑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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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870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乙版)盧佩君, 洪德華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53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第五冊= Physical education方進隆, 卓俊辰, 李佳融, 莊秀婉, 戴琇惠, 侯銀華, 王永在, 余明錦, 何長仁, 施惠方, 林昕翰, 夏士傑, 歐靜潔, 黃玉娟, 李嘉苓, 許晉祿, 李玉齡編著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60 運動與健康: 身體活動與體重管理 元多摩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77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 健康與護理模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84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 健康與護理模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791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 物理模模考 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807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 物理模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814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 生物模模考 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818821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 生物模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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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93447 張猛龍碑基礎入門 宋耀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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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78812 I can read: friends and family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016-07-00 Reprinted 其他

9789574778829 I can read: all about m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015-10-00 Reprinted 其他

9789574778836 I can read: costume party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018-06-00 Reprinted 其他

9789574778843 I can read: no garbag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014-10-00 Reprinted 其他

9789574778850 I can read: Billy and Silly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014-10-00 Reprinted 其他

9789574778867 Annie and Eddie; No! max! Writers Ellen Liang, Cynthia Chang 2018-07-00 Reprinted 平裝

9789574778874 Let's hunt!; Who is that? Writers Cynthia Chang, Ellen Liang 2018-11-00 2nd ed. 平裝

9789574778881 What's your job?; Down the chimney Writer Sunny Hung 2018-11-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8898 The meat eater; Little red riding hood writer Ellen Liang 2018-11-00 2nd ed. 平裝

9789574778904 Go to the dentist; First day of school written by Kirsty Firkins, Tse-Huei Lim 2016-01-00 Reprinted 其他

9789574778911 KK Kit: KK音標工具書(Student Book) 蔡譯萱, 黃小芳主編 2019-08-00 其他

9789574778928 Roger wants to play; Where is Dennis?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Madeline Smith; Illustrated by Ariel Chuang, Explorer Studio2016-03-00 1st ed. 其他

9789574778935 The new student; Benny's sunday written by Luke Springfield, Jessica Yeh;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Jo Jo Studio2016-05-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8942 Campground fun; Animal adventures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Madeline Smith; Illustrated by Xu Yonghe, Lin Xiuling, Jacky Su2016-10-00 1st ed. 其他

9789574778959 A surprise party; School play written by Jessica Yeh, Amy Simpson; Illustrated by Jo Jo Studio, Red Chen2016-10-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8966 The clubhouse; Fair games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Cassie Empey; Illustrated by Jo JO Studio, Liu Chou Huei2017-04-00 1st ed. 其他

9789574778973 Dear diary; The chocolate factory written by Madeline Smith, Jessica Yeh; illustrated by Jo Jo Studio, Jacky Su2017-04-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8980 Seven summits; What a day! written by Gerry du Plessis, Jessica Yeh; illustrated by Jo Jo Studio2017-10-00 1st ed.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我愛中華筆莊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宏道文化



9789574778997 Marco's terrific trade; Monster medicine written by Cassie Empey, Madeline Smith; Illustrted by Jacky Su, Jo JO Studio2017-10-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9000 How'd you do that? written by Cassie Empey; Illustrated by Jo JO Studio 2018-03-00 1st ed. 其他

9789574779017 The greatest fashion designer in the world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Jo Jo Studio 2018-03-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9024 Water and life written by Gerry du Plessis 2018-03-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9031 Emma's secret writen by Gerry du Plessis;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2018-03-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9048 The haunted house written by Gerry du Plessis;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2018-09-00 1st ed. 其他

9789574779055 Food for thought written by Gerry du Plessis 2018-09-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9062 Careless chuck written by Jessica Yeh; illustrated by Liu Chou Huei 2018-09-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9079 Our different talents written by Yulia Berezneva;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2018-09-00 1st ed. 平裝

9789574779086 Fun World. workbook 陳昭玲主編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779093 Fun World. workbook 陳昭玲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779109 Fun World. workbook 陳昭玲主編 2020-1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779116 Fun World. workbook 陳昭玲主編 2020-06-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779130 eSTAR. student book 朱育瑩, 張曉莉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574779123 eSTAR. student book 朱育瑩, 張曉莉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4779147 Go magic!. 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2020-04-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779154 Go magic!. 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2020-1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779161 eSTAR. workbook 張曉莉,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2020-06-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574779178 eSTAR. workbook 張曉莉,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2020-1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779185 eSTAR. workbook 張曉莉,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2020-03-00 再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779192 eSTAR. workbook 張曉莉,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2020-12-00 再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779208 eSTAR. workbook 張曉莉,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2020-12-00 再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4779215 eSTAR. workbook 朱育瑩, 陳昭玲主編 2020-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9574779222 eSTAR. workbook 朱育瑩, 張曉莉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4779239 eSTAR. workbook 張曉莉, 蔡莉蓉主編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574779246 Go magic!. workbook 朱育瑩, 蔡依蓉主編 2020-03-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779253 Go magic!. workbook 朱育瑩, 蔡依蓉主編 2020-1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779291 Beyond the sky. workbook writer Jessica Yeh 2018-09-00 1st ed. 其他 第10冊

9789574779307 Beyond the sky. workbook writer Jessica Yeh 2019-03-00 1st ed. 其他 第11冊

9789574779314 Beyond the sky. workbook writer Jessica Yeh 2019-11-00 1st ed. 其他 第12冊

9789574779260 Beyond the sky. workbook writer Jessica Yeh 2017-04-00 1st ed. 其他 第7冊

9789574779277 Beyond the sky. workbook writer Jessica Yeh 2017-08-00 1st ed. 其他 第8冊

9789574779284 Beyond the sky. workbook writer Jessica Yeh 2018-02-00 1st ed. 其他 第9冊

9789574779345 Story House. workbook 張琪珍編寫 2011-07-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779352 Story House. workbook 張琪珍編寫 2019-11-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779369 Story House. workbook 張琪珍編寫 2020-03-00 再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4779376 Story House. workbook 黃鈺婷編寫 2018-08-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779383 Story House. workbook 黃鈺婷編寫 2013-07-00 再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779390 Story house. workbook 謝嘉芬, 黃鈺婷編寫 2017-12-00 再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779406 Story house. workbook 黃琪珍, 黃鈺婷編寫 2019-11-00 再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779437 Story house. workbook 葉佳宜編寫 2019-11-00 再版 平裝 第11冊

9789574779413 Story house. workbook 葉佳宜編寫 2018-07-00 再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779420 Story house. workbook 葉佳宜編寫 2018-11-00 再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4779444 Story house. workbook 張曉莉編寫 2018-11-00 再版 平裝 第10冊

9789574779451 Story house. workbook 劉宇芯編寫 2015-12-00 再版 平裝 第12冊

9789574779468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陳昭玲編寫 2019-12-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779475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陳昭玲編寫 2019-1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779482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張曉莉編寫 2019-12-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779512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張曉莉編寫 2015-09-00 初版 其他 第10冊

9789574779499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張曉莉編寫 2014-06-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9789574779505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張曉莉編寫 2015-08-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9789574779529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黃鈺婷編寫 2018-10-00 再版 其他 第5冊

9789574779536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黃鈺婷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779543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黃鈺婷, 張曉莉編寫 2019-12-00 再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779550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黃鈺婷, 張曉莉編寫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8冊

9789574779567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劉宇芯, 張曉莉編寫 2015-10-00 初版 其他 第11冊

9789574779574 Story house. advanced workbook 楊貽惠, 張曉莉編寫 2015-11-00 初版 其他 第12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3283 有趣到睡不著的天文學: 黑洞的真面目是什麼?= 面白くて眠れなくなる天文学縣秀彥著; 鄭曉蘭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290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1, 我想交朋友: 現在就要懂的社交技巧小禾心理研究所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3900 天才達文西的藝術教室: 像藝術家一樣，設計、創造和製作STEAM藝術作品艾米.萊特克(Amy Leidtke)著; 李弘善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75

快樂文化



9789860633900 天才達文西的藝術教室: 像藝術家一樣，設計、創造和製作STEAM藝術作品艾米.萊特克(Amy Leidtke)著; 李弘善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3924 我相信自己: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2, 培養自信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3948 我能掌握情緒: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3, 培養情緒控制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72442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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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54623 大學白話小註 袁翥鶚講述; 陳樹旺整理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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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9805 a firetime story 包惠玲, 白宇心, 石倉敏明, 林怡華, 吳思嶔, 高國曦, 高蘇貞瑋, 陳豪毅, 港千尋, 黃博志, 楊天帥, 楊雨樵, 劉還月, 龔卓軍作2021-04-00 平裝

9789869939812 放映間= Between screenings 林羿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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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4134 開家賺錢的冰品專賣店 吳佩諭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4141 致富小本滷味 柚子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4158 宮廷點心 顏金滿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4165 微奢華的焦糖甜點 李湘庭, 陳君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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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0076 零麩質低敏烘焙 今井ようこ作; 江宓蓁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090 糕點研究控的完美麵團&麵糊 ムラヨシマサユキ作 ; 李亞妮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106 世界の米料理經典72選 荻野恭子作; 江宓蓁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120 綿密香濃法式布蕾&酥鬆圓潤法式芙朗塔 高石紀子作; 許郁文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137 令人著迷的夢幻馬林糖 金召佑著; 賴毓棻翻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144 面積迷宮. Vol.2, 進階篇 村上綾一作; 陳聖怡, 伍言菀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151 最強配色選色速查圖典 紅糖美學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5520168 高蛋白雞肉料理152 奧田和美著; 許郁文翻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175 職人漢堡= The burger 柴田書店編; 邱婉婷譯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20182 完美戚風蛋糕教科書 福田淳子作; 李亞妮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199 奇妙森林的不思議刺繡帖 倉見紗代作; 周欣芃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05 面積迷宮. Vol.3, 挑戰篇 村上綾一作; 陳聖怡, 伍言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12 好設計,會說話 紅糖美學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29 澎湃鍋 江田淳哉; 作; 許郁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36 蛋與吐司的美味組合公式 永田唯(ナガタユイ)著; 江宓蓁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43 8週自癒的香蕉奇蹟 松生恒夫監修; 林俞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50 豆腐瑪芬&豆漿司康卷 今井ようこ著; 鍾佩純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67 健身運動訓練理論圖解全書 佐久間和彥作; 陳聖怡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0274 實力派職人割田健一的麵包講座 割田健一作; 李亞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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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0028 我和我的四個伴舞 娜可露露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0097 一寸丹心 眉如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0103 囂張 巫哲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50110 囂張 巫哲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50127 囂張 巫哲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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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0158 完美關係 羲和清零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5550165 完美關係 羲和清零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5550189 白羊= White sheep 麟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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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2202 1-5歲 藝術感覺統合探索. A, 春夏 謝茵寧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沒譜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克蘭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育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親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33603 媽媽,琦琦,和她們的女兒: 突破性別身分與家庭風暴,迎向愛與療癒的自學課李詣琦作; 琦琦, 太座, 怪力貓朗讀 2019-11-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5705 一天內寫的詩 鄭明析作; 李潔茹, 鄭語光譯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5729 智慧的箴言: 箴言. 第12集= 지혜의 장언 鄭明析著; 明言翻譯部翻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95736 智慧的箴言: 箴言. 第13集= 지혜의 장언 鄭明析著; 明言翻譯部翻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95743 智慧的箴言: 箴言. 第14集= 지혜의 장언 鄭明析著; 明言翻譯部翻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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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8720 魂動 楊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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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6622 色染古韻= An ancient fabric dyeing tricks 曾啟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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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84417 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 黃明山總編輯 1997-08-00 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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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6453 緬懷師恩 泮道傳芳: 泮山書會聯展. 2020年第十四屆廖富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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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932415 牧場實習. 中小型家畜篇 白火城等編著 2021-02-00 修訂三版 平裝

9789571932491 莊子的生命哲學 葉海煙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1932552 老子: 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 劉笑敢著 2021-05-00 四版 平裝

9789571932569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4 卜勻濰, 王涵郁, 林梧衛, 洪可欣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606 佛性思想 釋恆清著 2021-04-00 三版 平裝

9789571932613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吳怡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571932620 窗外有棵相思 逯耀東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57193266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A版). 第五冊王韻婷, 王櫻珍, 林麗英, 張清秀, 章翔, 傅慈貞, 楊慧君, 謝政倫, Ian Fletcher, Theodore J. Pigott編著2021-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1932705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穆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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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07290 騎鵝歷險記 賽爾瑪.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原著; 糊塗塌客故事改寫; 李進文童詩創作2008-12-00 其他

9789862907320 騎鵝歷險記 賽爾瑪.拉格洛芙著 2008-1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2004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大塚真一郎Art Works Re:BOX大塚真一郎作; 許國煌譯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0368 繼母與女兒的藍調 桜沢鈴作; 晚於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20375 繼母與女兒的藍調 桜沢鈴作; 晚於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0702 Nein(非聖) トジツキハジメ作; 籃球丸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0719 Nein(非聖) トジツキハジメ作; 籃球丸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1044 15歲的神明遊戲 凱伊漫畫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1525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山口悟作; 霖之助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1617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太田勝, 漥田一裕作; 謝孝薇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明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泮山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芥子山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也文旅景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人出版



9789865123932 STANDBY.KISS: 我的專屬秘密XX 筋作; 李芝儀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3949 STANDBY.KISS: 我的專屬秘密XX 筋作; 李芝儀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3956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3963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彦作; 夏德爾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3970 小繆將軍歐賣尬 まつだこうた原作; もりちか作畫; 倪湘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3987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3994 小林家的龍女僕 康娜的日常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木村光博漫畫; 依文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4007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 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4014 立方體世界 臼井ともみ作; 陳秀玫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021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6冊

9789865124038 今夜、想與你同眠 滝端作; 和靜清寂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045 老師,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 ィガラシュイ作; 洪兆賢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052 我的老師 淺井西作; 何硯鈴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069 你是下流的人 鹿島こたる作; HARU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076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 飛田二木壱作; 弁天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083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24090 快打旋風30週年美術設定集: Beyond the World KADOKAWA作; 林睿斌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106 我家的兒子大概是GAY おくら作; 李殷廷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113 盛開在籠中的陰之花 羽野ちせ作; 風花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120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24137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24144 烏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沈嘉瑋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4151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陳秀玫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168 怪物事變 藍本松漫畫; 伶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4175 溺愛這種事絕對不承認! 須坂紫那作; 和靜清寂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182 替換人生 オオイシヒロト作; 小天野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4199 解放: 妻子外遇的理由 LINDA作; 小天野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205 女僕.IN.非社交系少女 三角頭作; 伶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212 WOLF PACK狼族 ビリー.バリバリー作; 籃球丸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229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124243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24250 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女兒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不辛苦大小判作; 譚志瑋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274 霰草忍法帖 春暉作; yoshiki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281 魍魎少女 白石純作; 依文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298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24304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山口悟作; 霖之助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4724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山口悟作;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311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24342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24366 魔王的女兒太溫柔了!! 坂本遊也作; 陳秀玫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373 魔女三百才開始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4380 羅密歐的純情 カキネ作; 鍾明秀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397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み漫畫; 霖之助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4403 放學後堤防日誌 小坂泰之作; 洪兆賢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4410 怪奇物語 白鳥うしお作; 倪湘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427 姓高嶺的華小姐 ムラタコウジ作; 沙輪忍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434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4441 狂賭之淵(假) 河本ほむら原作.監修; 川村拓作畫; 湯伊蘋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458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24465 死亡鐮刀波濤胸湧 さふぁ太作; CHIKA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472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97冊

9789865124489 名偵探柯南: 灰原哀 祕密檔案 青山剛昌著.原作; 劉瀞月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496 名偵探柯南 犯人.犯澤先生 神庭麻由子作; 李芝儀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4502 伏魔殿 クール教信者作; 蘇奕軒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519 白刃與黑牡丹 ゆくえ萌葱作; 鍾明秀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526 才不相信什麼催眠術呢!! イイモ作; 籃球丸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533 小不點前輩太可愛了。 あきばるいき作; yoshiki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540 人外後宮 雨宮かよう作; 何硯鈴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557 FAKE REBELLION虛假反叛 ささきゆうちゃん作; 晚於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564 5分後的世界 福田宏作; 倪湘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571 醜男真戰士 弘松涼原作; 上月ヲサム漫畫; 陳鈞然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588 澀谷金魚 蒼伊宏海作; 晚於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4595 彌賽亞的鐵鎚 あみだむく作; 湯伊蘋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601 優等生的祕密工作 あずまゆき作; 捲毛太郎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618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625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24632 給傷心男子一陣春天風暴 ココミ作; ALATA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649 摺紙戰士A 周顯宗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4656 終結的熾天使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弁天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124663 笨拙至極的上野 tugeneko作; CHIKA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670 異國日記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4687 殺手也想當戀愛守護者 隈浪さえ漫畫; 李殷廷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694 偶像大師百萬人演唱會! 門司雪作;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原作; 蘇奕軒譯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4700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伶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717 完美美少女般的天才正太與溺愛自己的漂亮姊姊共同創作震驚業界遊戲同時聽到遊戲製作的恐怖故事!竹井10日作; 賴詠新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755 被召喚到異世界的我不能做色色事情的理由. Answer:2, 用HP外掛開無雙大城功太作; 張凱鈞翻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762 理組女友的誘惑實在笨拙得可愛 長田信織作; 李殷廷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779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786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月夜淚作; 風花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793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Ex4, 最優紀行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809 黑絲襪風情WIDE GOT編輯部作; 林其磊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830 別.碰.我! 結城アオ作; 和靜清寂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24847 別.碰.我! 結城アオ作; 和靜清寂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4854 勇者大人,水溫這樣子還可以嗎? 綠藻作; 洪兆賢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4861 放蕩兒子與戀愛洞穴 九號作; 游若琪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878 乳乳乳乳 クール教信者作; 小天野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4885 我們之間沒有的 ハルノ晴作; 湯伊蘋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4892 老師的溫柔殺人方法 反転シャロウ作; 湯伊蘋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4908 在這世界裡不能不詛咒人 木場健介, うるまなつこ作; 陳秀玫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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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4922 名偵探柯南: 紅色校外教學 青山剛昌原作; 呂郁青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939 鏡頭前的初體驗 百瀨あん作; 風花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946 織田肉桂信長 目黑川うな作; CHIKA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24953 模擬後宮體驗 齊藤祐作; yoshiki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4960 那個大叔享受著第二輪的異世界生活 月夜淚原案; 橘白兔漫畫; 九十九夜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4977 遊戲到此為止 松本ミーコハウス; 和靜清寂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4984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125004 想和無知的你做的事 小鴨作; 鍾明秀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011 黑王子 りーるー作; 游若琪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028 這個世界不同尋常 伊吹有作; 逝人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035 國八分 各務浩章作; 小天野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042 狼不會入眠 支援BIS原著; 新川權兵衛, かかし朝浩作; CHIKA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059 失色世界 KENT作; 湯伊蘋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066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25073 不幸君的幸運 真作; 何硯鈴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080 山與食欲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5097 女僕.IN.非社交系少女 三角頭作; 伶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103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125110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彦作; 夏德爾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5127 姬乃妹妹要談戀愛還太早 ゆずチリ作; 沙輪忍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134 英雄小姐與前女幹部 そめちめ作; 沈嘉瑋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141 勇者成為魔王的媽媽了! 片岡とんち作; 小天野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158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125165 神明與不會飛的神使 hagi作; 何硯鈴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172 DINER殺手餐廳 河合孝典作; 譚志瑋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189 那個大叔享受著第二輪的異世界生活 月夜淚作; 九十九夜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5196 全班都被召喚到異世界去,只有我被留下來 サザンテラス作; 林其磊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202 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 貓又ぬこ作; 陳柏安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5219 雖然不確定你會不會喜歡我,但是我有自信愛上你鈴木大輔作; 王啟華翻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226 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世界了 あし作; 某Y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233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 1, 然後,她將甦醒 佐藤真登作; 譚志瑋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257 獲得超弱技能「地圖化」的少年跟最強隊伍一起挑戰迷宮鴨野うどん作; 御門幻流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5264 巨人族的新娘 ITKZ作; 富海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271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25301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紺青之拳 青山剛昌原作; 李芝儀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25318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紺青之拳 青山剛昌原作; 李芝儀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5325 狗狗過來,我幫你摸摸! ロッキー作; HARU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332 為親愛的我致上殺意 井龍一原作; 伊藤翔太作; 湯伊蘋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349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25356 埃及豔后與鐵十字 真鍋讓治作; 逝人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363 家族求生。 關口太郎原作; 霖之助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5370 秘密的乾高潮大叔 りーるー作; 和靜清寂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387 執著與狗 梢子作; 鍾明秀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394 毫無招架之力的老婆 矢野トシノリ作; 弁天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400 甜蜜的家、檸檬水 波真田かもめ作; 李芝儀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417 報復性愛 仙道ますみ作; 陳柏伸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5424 翔太弟弟與怪阿公 tunral作; 沙輪忍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431 詠歌女神 極樂院櫻子作; 小天野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448 罪惡與快感 染谷ユウ作; 陳秀玟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455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25462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25479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奇天烈大百科 藤子.F.不二雄作; 黃蓁蓁, kimi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486 鏡頭前的初體驗 百瀨あん作; 風花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493 魔女的怪畫集 晴智作; 李殷廷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5509 魔獸世界視覺美術設定集 Blizzard Entertainment作; 風花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516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5523 醜男真戰士 弘松涼原作; 上月ヲサム漫畫; 陳鈞然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530 鯊魚系女子的領域 樂樂作; 晚於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547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5554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25561 入夜之後的我 益子悠原作; 一X漫畫; yoshiki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578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5585 不知內情的轉學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纏了上來。川村拓作; 蘇奕軒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5592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謝孝薇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25608 天保桃色水滸傳 八月薰, 粕谷秀夫作; 捲毛太郎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615 本大爺是魔女 赤尾でこ原作; ウラミユキ漫畫; 弁天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622 妖怪手錶. 光影之卷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639 佐伯同學在睡覺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小菊路よう漫畫; 霖之助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646 我的少年 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5653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 飛田二木壱作; 弁天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660 來自深淵 官方創作集: 深陷其中的探窟家們 竹書房作; 伶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677 怪物事變 藍本松漫畫; 伶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5684 勇者以想要成為朋友的視線看了過來! 機村械人作; 黃品玟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691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5707 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 1, 被最強小隊放逐的廚師(Lv.99)在鄉下如願以償開設了冒險者餐廳君川優樹作; 林孟潔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714 雖然是預定沒落的貴族 閒來無事只好來深究魔法三木なずな作; 林其磊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721 神淵古紀. II, 龍淵殘卷 上海燭龍某樹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25738 神淵古紀. II, 龍淵殘卷 上海燭龍某樹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5745 中選為壞人大小姐的話,就優雅地演出吧! 柚子れもん作; 黃盈琪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752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眷族編年史, episode芙蕾雅大森藤ノ作; 御門幻流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769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25776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25783 古劍奇譚. II, 永夜初晗 上海燭龍 某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25806 古劍奇譚. II, 永夜初晗 上海燭龍 某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5790 古劍奇譚. II, 永夜初晗 上海燭龍 某樹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865125813 雖然不太清楚不過我好像轉生到異世界了 あし作; 某Y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820 戰神官方小說 J.M.Barlog原作; 林叡斌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837 明明已經從最強職業<>轉職成初級職業<>,不知為何仍然備受勇者們的信賴天羽衣白一作; 許國煌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844 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女兒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不辛苦大小判作; 譚志瑋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851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好 三嶋与夢作; 王啟華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868 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婦. SUMMER 平鳥コウ作; 御門幻流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5882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 滝川廉治作; 弁天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899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25905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5912 喜歡的偶像搬到隔壁來了 脊髄引き抜きの刑作; CHIKA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929 被撿到的吸血鬼的色色研究 つむみ作; 李芝儀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936 殺手也想當戀愛守護者 隈浪さえ漫畫; 李殷廷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943 砲友關係 甘詰留太作; 逝人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950 恰如細語般的戀歌 竹鳩えく作; 小天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5967 勇者死了!因為勇者掉進我這個村民挖的陷阱裡。昇一作; 陳鈞然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25974 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 柚木N'作; 逝人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5981 佐伯同學在睡覺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小菊路よう漫畫; 霖之助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5998 如果30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法師 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26001 在這世界裡不能不詛咒人 木場健介, うるまなつこ作; 陳秀玫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018 在1年以內會被捕食系女主角吃下肚 森下suu作; 蘇奕軒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025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26032 少年啊!要光耀耽美 美樹麻樹作; 和靜清寂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26049 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 東ふゆ作; 倪湘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056 DINER殺手餐廳 河合孝典作; 譚志瑋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6063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6070 戀愛廚房! カキネ作; 呂郁青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087 麗莎難以入口的餐桌料理 黑鄉滸作; CHIKA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094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み漫畫; 霖之助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6100 彌賽亞的鐵鎚 あみだむく作; 湯伊蘋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117 解放: 妻子外遇的理由 LINDA作; 小天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6124 新婚生活行不行 水瀨マユ作; 陳秀玫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131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126148 許瑞峰老師作品集 許瑞峰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155 洪育府老師作品集 洪育府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162 青文無限誌原創漫畫大賞得獎集. 2019 青文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179 小林家的龍女僕 露可亞是我的xx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歌麿漫畫; 洪兆賢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186 小林家的龍女僕 艾瑪的OL日記 クール教信者原作; カザマアヤミ漫畫; 依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193 堤亞穆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漫畫版)杜乃ミズ作; 張凱鈞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209 在異世界享受慢活(願望) 長賴作; 賴詠新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216 影宅 走馬燈作; 陳鈞然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223 影宅 走馬燈作; 陳鈞然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230 與青梅竹馬的上司FALL IN LOVE 箱石タミイ作; 風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247 暖陽星光 いちかわ壱作; 風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254 黑辣妹後宮學校 双龍作; shaunten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261 全班都被召喚到異世界去,只有我被留下來 サザンテラス作; 林其磊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278 堤亞穆帝國物語: 從斷頭台開始,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餅月望作; 張凱鈞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285 在異世界享受慢活(願望) シゲ作; 賴詠新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292 摺紙Q戰士 周顯宗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308 周顯宗漫畫宇宙短篇集 周顯宗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322 人間行 山崎龍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315 異世界風俗漫畫短篇集 一迅社作; shaunten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339 翻轉思慕X新生情懷 天乃忍作; 小天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346 15歲的神明遊戲 凱伊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6353 魔物獵人發想的法則. 2, 禁忌之書 ambit作; 御門幻流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26360 魔女與野獸 佐竹幸典作; 蘇奕軒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6377 霰草忍法帖 春暉作; yoshik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391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天空的劫難船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郎作畫; 何硯鈴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407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天空的劫難船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郎作畫; 何硯鈴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421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26438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26445 越嶺: 三多摩大學登山社錄 空木哲生作; 蘇奕軒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452 脫皮吧!龍崎同學 一智和智作; 依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469 脫不下來的聖劍妹妹! 熊ノ球作; 何立心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476 終結的熾天使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弁天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126483 您喜歡幸福結局吧? 西原ケイタ作; MON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490 鬼哭的童女: 異聞大江山鬼驅除 麻貴早人作; 逝人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506 閃耀幻想曲 きららファンタジア製作委員會原作; 鴻巣覚作畫; 小天野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513 直到成為家人為止 黑麦はぢめ作; yoshik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26537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7冊

9789865126544 不愧是貓咪前輩! 卯月よう作; 林香吟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551 小不點前輩女友太可愛了。 あきばるいき作; yoshik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568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126575 Y之方舟 天樹征丸原作; 石蕗永地漫畫; 沈嘉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582 JK王國♡東京 鷹巣☆ヒロキ作; 林香吟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599 33歲單身女騎士隊長。 天原作; 梁勝哲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605 明明已經從最強職業<>轉職成初級職業<>,不知為何仍然備受勇者們的信賴@comic天羽衣白一原作; 幸路漫畫; 許國煌翻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612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八ツ橋皓原作; 四つ葉ねこ漫畫; 黃品玟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629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好 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王啟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636 把這裡當作異世界! 稻木智宏原作; やとみ漫畫; 湯伊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643 我家的奶奶被前任不良少年盯上了! 星倉ハル作; 何立心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650 我家狗狗撿到喵。 竜山沙由里作; MON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667 我的朋友是膽小的吸血鬼 勇者工作室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674 死靈羅曼史 堂本裕貴作; 何立心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681 此花綺譚 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26698 失色世界 KENT作; 湯伊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704 詠歌女神 極樂院櫻子作; 小天野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711 真.三國志妹. 3: 從今天起我成了新妹魔王呂布的小白臉!?春日みかげ作; 陳柏安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728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26735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26742 月收50萬卻覺得人生乏味的大姐姐,用30萬僱用我對她說「妳回來了」,這工作真是好賺黄波戸井ショウリ作; 曾柏穎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759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26766 非人之狼 元ハルヒラ作; ALATA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773 On Doorstep靠近你身旁 CTK作; 游若琪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780 Midnight Rain午夜雨 CTK作; 游若琪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797 8人的戰士 池玲文作; 和靜清寂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803 巨人族的新娘. 2 ITKZ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810 精靈寶可夢SPECIAL太陽.月亮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827 碁幻傳說 薰の名原作; 許瑞峰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6834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126841 喜歡你的臉 金魚鉢でめ作; midor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858 白金PASTA 新田祐克作; 何硯鈴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865 See you later,Mermaid晚點見,美人魚 早寝電灯作; 戴西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872 漫漫話台灣. 動物篇 山崎龍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919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好 三嶋与夢作; 王啟華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5127244 靈異醬有口難言 橋本かヱ原作; 本多創漫畫; MON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7251 死靈羅曼史 堂本裕貴作; 何立心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6902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限定版). 11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896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限定版). 7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6889 魔女之旅(限定版). 10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28739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李素菁, kim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28746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李素菁, kim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28753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李素菁, kimi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28883 精靈寶可夢太陽&月亮: 寶可夢全國大圖鑑 小學館作; 霖之助譯 2020-12-00 初版11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9919 增訂武經註解.吳子 夏振翼纂訂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9926 毓老師講<>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陳明德, 沙平頤, 劉昊筆錄整理2020-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889933 奉元語要. 伍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奉元出版編輯委員會選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9940 毓老師講<>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顏銓穎, 范暘沐整理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9957 增訂武經註解. 六韜 夏振翼, 湯綱纂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9964 毓老師講<>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蔡宏恩, 許晉溢筆錄; 許晉溢整理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889971 毓老師講<>. 卷一, 乾坤繫說序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林世奇整理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9988 毓老師講<>. 卷二, 屯蒙需訟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林世奇整理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9995 龍德而隱: 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逝世十周年紀念展徐泓, 白培霖, 賈秉坤, 劉昊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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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1458 Abc Storytime author James Culpepper, Kirsty Webeck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1465 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 2021素養題型(題本+詳解). 初級王祈堯總編 2021-0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931472 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 2021素養題型(題本+詳解). 初級王祈堯總編 2021-0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9931489 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 2021素養題型(題本+詳解). 初級王祈堯總編 2021-02-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9789869931496 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 2021素養題型(題本+詳解). 初級王祈堯總編 2021-02-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9789579639736 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 2021素養題型(題本+詳解). 初級王祈堯總編 2021-02-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9789860608700 全民英語檢定通: 2021素養題型(題本+解答). 初級王祈堯總編輯 2021-02-00 其他

9789860608724 My first words in English: 1200-word vocabulary listauthors Kelsi Wright, Tanya Lin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8731 字彙即時通4500-7000= Easy access to vocabulary 4500-7000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08748 字彙即時通4500-7000= Easy access to vocabulary 4500-7000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95081 全民英語檢定通: 2021素養題型(題本+解答). 中級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135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1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142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2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159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3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166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4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83

送存冊數共計：392

奉元



9789865595173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5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18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6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197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7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203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8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21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9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227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08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10回王祈堯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234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題本+簡答). 聽力篇王祈堯總編輯 2021-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95241 混合&閱讀題解題聖經(試題本+解答本)= Breakthrough English: reading practice with hybrid questions王祈堯總編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5258 混合&閱讀題解題聖經(詳解)= Breakthrough English: reading practice with hybrid questions王祈堯總編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5302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題本+簡答). 閱讀篇王祈堯總編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5319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詳解). 閱讀篇 王祈堯總編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95326 English for successful presentations author Seraphim William Davidson, Tanya Lin 2021-04-00 平裝

9789865595333 字彙即時通. Level 5(108課綱適用)= Easy access to vocabulary. Level 5王祈堯總編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1052 詭軼紀事. 零, 眾鬼閑遊 笭菁, 龍雲, 尾巴Misa, 御我, 路邊攤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1090 冰凍地球. 終部曲, 失落星球= The lost colony 傑瑞.李鐸(A.G. Riddle)作; 陳岳辰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602 制裁列車 笭菁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640 自我魔術方塊= 클린 코드= Clean code 薛惠元著; 馮燕珠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671 作家的祕密地圖: 從中土世界,到劫盜地圖,走訪經典文學中的想像疆土= The writer's map: an atlas of imaginary lands休.路易斯-瓊斯(Huw Lewis-Jones)著; 清揚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6688 詭軼紀事. 壹, 清明斷魂祭 Div(另一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695 狼與守夜人= Wof and the watchman 尼可拉斯.納歐達(Niklas Natt och Dag)作; 廖素珊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708 中國甲胄史圖鑒 周渝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1791 百鬼夜行卷. 4, 火焚鬼 笭菁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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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5739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Taiwan: 台灣文化巡禮徐美堅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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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15646 石碇相褒歌 林金城, 許亮昇編著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82984 清末民初江蘇地方政制轉型研究(1905-1927) 祝小楠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2991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傳統觀: 以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爲例周后燕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004 「文明戲」的文化政治: 戲劇現代性與20世紀初社會文化林存秀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011 民國時期書法理論轉型研究 李群輝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035 西周金文土田問題考論 唐洪志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042 西周金文土田問題考論 唐洪志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059 漢代邊防體系研究 江娜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066 魏晉南北朝「廟學」制度及其思想史意義 吳秉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073 魏晉南北朝「廟學」制度及其思想史意義 吳秉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080 十六國時期華北地區霸權興衰及其綜合國力比較研究宋啓成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097 十六國時期華北地區霸權興衰及其綜合國力比較研究宋啓成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103 東晉南朝荊州政治地理研究: 兼論雍州、湘州、郢州程剛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110 東晉南朝荊州政治地理研究: 兼論雍州、湘州、郢州程剛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127 隋唐海上力量與東亞周邊關係 張曉東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134 唐代妓女研究 陳雅玲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141 宋遼外交研究續論 蔣武雄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158 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 李宜樺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165 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 李宜樺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172 束胸的歷史與禁革 李德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196 魏晉南北朝楚辭學研究 李玉婉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202 魏晉南北朝楚辭學研究 李玉婉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219 詩聖的一個面向: 杜詩中的「家國聯繫」表現模式李奇鴻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226 馮延巳<>意象研究 張璐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233 元代文人雅集與詩歌唱和研究 高邢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東方設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昊天嶺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8

奇幻基地



9789865183240 賀裳詩學理論研究: 以<>為中心 王思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257 清初吳喬<>散論 胡幼峰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264 錢振鍠詩學理論研究 季未春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271 齊白石題畫詩探析 蘇于喬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288 麗末鮮初詩壇對陶淵明的接受研究: 以李集、李穡、權近的漢詩為中心謝夢潔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295 唐詩對越南李陳漢詩的影響研究 阮福心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301 唐詩對越南李陳漢詩的影響研究 阮福心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318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九輯 李玉婉等著; 龔鵬程主編 2021-03-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183325 <>大徐反切音系考 姚志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332 王念孫<>訓詁術語研究 張意霞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349 王念孫<>訓詁術語研究 張意霞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356 <>所存六朝時語研究 吳曉峰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363 科舉辭彙文化闡微 孫中強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370 <>詞彙研究 劉祖國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387 <>詞彙研究 劉祖國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400 唐順之文學思想研究 孫彥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417 從文學及思想層面探討明清經義文 蒲彥光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424 明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黎曉蓮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431 明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黎曉蓮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448 清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陳水雲, 孫達時, 江丹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462 清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陳水雲, 孫達時, 江丹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455 清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陳水雲, 孫達時, 江丹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中冊

9789865183479 明代小說視域下的「涉佛」女性意象研究 王水根, 傅琴芳, 王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486 粉戲 李德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493 模式與意義: 六朝器物詩賦研究 張鏽樺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509 模式與意義: 六朝器物詩賦研究 張鏽樺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516 歷代宋詞集序跋研究 許淑惠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523 歷代宋詞集序跋研究 許淑惠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530 宋人前身傳說研究 黃惟亭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547 西江流域龍母傳說的嬗變 徐亞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554 石麟文集. 第一卷, 古代文學與文化積澱探討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561 石麟文集. 第二卷, 小說史總論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578 石麟文集. 第三卷, 羅貫中與「三國」研究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585 石麟文集. 第四卷, 「水滸」與金聖歎發微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592 石麟文集. 第五卷, 「雙典」之外的章回小說臆說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608 石麟文集. 第六卷, 文言小說與話本小說面面觀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615 石麟文集. 第六卷, 文言小說與話本小說面面觀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622 石麟文集. 第七卷, 閒書謎趣(選本)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639 石麟文集. 第七卷, 閒書謎趣(選本)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646 石麟文集. 第八卷, 稗史迷蹤(選本)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653 石麟文集. 第八卷, 稗史迷蹤(選本)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660 石麟文集. 第九卷, 俗話潛流(選本)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677 石麟文集. 第九卷, 俗話潛流(選本)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684 石麟文集. 第十卷, 古代小說理論切磋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691 石麟文集. 第十一卷, 戲曲若干問題論略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707 石麟文集. 第十二卷, 古代詩文評說 石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721 爱德华兹的基督教德性观研究 刘锦玲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738 保尔.克洛岱尔天主教戏剧中的佛教影响研究 黄冠乔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745 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1721-1846)宾静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752 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1721-1846)宾静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769 基督教"山东复兴"运动研究(1927-1937) 赵建玲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776 基督教"山东复兴"运动研究(1927-1937) 赵建玲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783 由俗入圣: 教会权力实践视角下乡村基督徒的宗教虔诚及成长周浪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790 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查常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806 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查常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820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5183837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5183844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5183851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9789865183868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9789865183875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6冊

9789865183882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7冊

9789865183899 <>校補 蕭旭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3912 <>校補 蕭旭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3905 <>校補 蕭旭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中冊

9789865183929 清代西藏方志考論 柳森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936 戰國<>學研究 鍾雲瑞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943 <>校證 陳開林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5183950 <>校證 陳開林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5183967 <>校證 陳開林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5183974 <>校證 陳開林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9789865183981 <>注比較研究: 以<><>為中心考察 宋慶財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3998 先秦地學知識、觀念及文獻研究 高建文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001 <>箋證 孫虹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018 晚清上海的物質生活新貌: <>(1897-1908)廣告文本研究李瓖真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025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5184032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5184049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5184056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9789865184063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9789865184070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6冊

9789865184087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7冊

9789865184094 <>研讀 梁世和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100 <>研讀 梁世和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117 長安高僧錄 梁曉燕, 閆強樂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131 長安高僧錄 梁曉燕, 閆強樂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124 長安高僧錄 梁曉燕, 閆強樂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中冊

9789865184148 <>單穆公、伶州鳩論樂二章彙證 郭萬青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155 <>單穆公、伶州鳩論樂二章彙證 郭萬青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162 正史法律資料類編. 先秦秦漢卷 閆強樂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179 正史法律資料類編. 先秦秦漢卷 閆強樂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186 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 周峰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193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5184209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5184216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5184223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9789865184230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9789865184247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6冊

9789865184254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7冊

9789865184261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8冊

9789865184278 嶽麓書院藏秦簡<>奏讞書研究 楊椀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285 嶽麓書院藏秦簡<>奏讞書研究 楊椀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308 <>、<>言「天」的哲學說明之研究 郭俊泉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315 「予豈好『譬』哉？」: 孟子與譬喻 饒忠恕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322 荀子與戰國黃老之學研究 商曉輝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339 <>道德哲學研究 韋展勛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346 「太極」概念內涵的流衍與變化: 從<>到朱熹程強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353 宋翔鳳的經學研究 賴志偉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360 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 李偉泰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377 漢代心性論研究 張靜環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384 漢代心性論研究 張靜環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391 劉宗周哲學系統的闡釋 陳敏華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407 近代社會思潮演進格局下的船山學 劉覓知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414 蕅益智旭<>研究 黃家樺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438 蕅益智旭<>研究 黃家樺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421 蕅益智旭<>研究 黃家樺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中冊

9789865184445 十七世紀閩南與越南佛教交流之研究 范文俊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452 道教丹道易學研究 段致成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469 魏晉南北朝道教語言思維探究 龔韻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476 世變下的經典與現代詮釋 蒲彥光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490 清末台灣洋務運動之硏究(1874-1891) 吳重義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506 清末台灣洋務運動之硏究(1874-1891) 吳重義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513 退臺後國民黨結構研究(1949-1972) 宋幫強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520 冷戰下的國民黨海外黨務(1950-1962) 葉川睿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537 走向「同盟」: 臺美接近中的分歧與衝突(1949-1958)馮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544 走向「同盟」: 臺美接近中的分歧與衝突(1949-1958)馮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551 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與知識傳播: 以張麗俊與黃旺成為例鍾承祐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568 臺灣仕紳望族傳統漢文化的繼承與衝突 詹慧蓮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575 臺灣契約文書中典、賣妻之研究 張芸涵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582 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 賴怡慈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599 台灣民間信仰、神壇與佛教發展之省思 賴建成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605 台灣民間信仰、神壇與佛教發展之省思 賴建成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612 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 林翠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629 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 林翠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636 洪棄生<><>別裁的遺民詩史研究 陳光瑩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643 鄭坤五及其文學研究 林翠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650 鄭坤五及其文學研究 林翠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667 1990以降親情散文母親形象研究 林美滿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674 楊牧詩與中國古典的互文性研究 潘秉旻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681 追憶與借鏡: 小說、電影與時代反映 蒲彥光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84698 民謠歌王: 劉福助創作歌謠研究 賴明澄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184704 民謠歌王: 劉福助創作歌謠研究 賴明澄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184711 臺灣民間歌謠的版本分析及其閩客文化比較 謝玉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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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7720 易經與論語. 第七卷 吳秋文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27720 易經與論語. 第七卷 吳秋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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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72332 爆麗音 佐木飛朗斗原作; 山田秋太郎漫畫 2021-01-00 平裝 第7冊

9789863375319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8冊

9789863378167 純淨柔軟的心 育江綾作; 尤靜慧譯 2021-02-00 平裝 第10冊

9789863483236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2021-03-00 平裝 第9冊

9789863489429 GRAND SLAM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13冊

9789863827252 富士山同學正值思春期 オジロマコト作; 賴思宇譯 2015-02-00 平裝 第5冊

9789863827313 春VS.夏的戰爭 武田寸作 2020-11-00 平裝 第5冊

9789864317486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2021-02-00 平裝 第11冊

9789864622481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2020-12-00 平裝 第13冊

9789864622566 百草同學 大竹利朋作 2020-09-00 平裝 第6冊

9789864626830 百草同學 大竹利朋作 2020-11-00 平裝 第7冊

9789861095196 妖怪少女MONSTER GIRL 船津一輝作 2021-02-00 平裝 第7冊

9789863323747 朋友遊戲 山口ミコト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賴瑞琴譯 2021-03-00 平裝 第6冊

9789864704101 今天不上班 藤村真理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第11冊

9789864707379 尋找屍體 Welzard原作; 村瀬克俊漫畫 2020-10-00 平裝 第8冊

9789864820481 家有女友 流石景作; 林志昌譯 2021-01-00 平裝 第10冊

9789864821334 今天不上班 藤村真理作; 趙秋鳳譯 2021-03-00 平裝 第12冊

9789864822386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8冊

9789864825301 世界第一惡劣魔女 草川為作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864825486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2017-06-00 平裝 第7冊

9789864827091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2020-11-00 平裝 第55冊

9789864827183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 2021-03-00 平裝 第11冊

9789864861699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ユユサギ原作; 藍屋球作 2020-10-00 平裝 第8冊

9789864862665 愛情幻影 深月花香作 2021-03-00 平裝 第5冊

9789864864256 死亡筆記本完全收錄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柯明鈺譯 2018-07-00 平裝

9789572604403 OL與狐狸女孩. Ⅱ 石井真裕美作; 吳美嬅譯 2021-01-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06698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 円城寺真紀作; 蔡夢芳譯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06841 交錯的想念 咲坂伊緒作 2021-01-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07244 暗黑企業的迷宮 安村洋平作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08432 東京卍復仇者 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譯 2020-09-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11524 摧毀双亡亭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12903 巴爾札的軍靴 中島三千恒作; 方郁仁譯 2021-03-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13078 在異世界轉生成為最強魔杖的我把不情不願的少女變成了魔法少女!桜井慎原作; 鷹嶋大輔作畫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13733 金魚妻 黒澤R作; 吳傳賢譯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14648 變身照相機 本名和幸作 2021-03-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15270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原作：村枝賢一漫畫 2020-12-00 平裝 第18冊

9789572619674 鐵鼠之檻 京極夏彦原作; 志水アキ作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19902 無敵之人 甲斐谷忍作; 方郁仁譯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0205 男孩們的明星 蒼宮カラ作; 吳美嬅譯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07

送存冊數共計：167

易立文化



9789572620687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外傳: 如果能變成妹妹就好了。平坂読原作; コバシコ漫畫; 張紹仁譯 2020-1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20786 行雲流水 本宮宏志作; 廖湘芝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0793 行雲流水 本宮宏志作; 廖湘芝譯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21349 保健室的影山同學 天乃忍作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21851 憂國的莫里亞蒂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2020-12-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22421 現實主義勇者的王國重建記 どぜう丸原作; 上田悟司漫畫; Niva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2599 我的現實是戀愛遊戲??: 結果竟然是賭命遊戲 わるいおとこ原作; 彭傑&奈栩漫畫; 蔡妃甯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3107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概念交差的構造體千月さかき原作; カタセミナミ漫畫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452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暁なつめ原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24906 失格紋的最強賢者: 世界最強的賢者為了變得更強而轉生了進行諸島原作; 肝匠&馮昊漫畫; 方郁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25248 MADK惡魔調教 硯遼作; 陳姿君譯 2020-07-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5767 海街diary 吉田秋生作 2021-01-00 平裝 第9冊

9789572625989 墜落JK與廢人老師 sora作; 吳美嬅譯 2020-10-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26061 龍先生、想要買個家。 多貫カヲ原作; 絢薔子作畫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26078 暗黑企業的迷宮 安村洋平作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26320 別動,讓我嚐一口 草子信作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26788 MEN-S-LIFE男校宿舍生活 渡辺鮎作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6818 3P好友! 文川じみ作; 吳美嬅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7228 魔法使的婚約者 中村朱里原作; かづか将来作; 江昱霖譯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7648 天使降臨到我身邊! 椋木ななつ作; 廖湘芝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29444 幸運女神(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張紹仁譯 2020-11-00 平裝 第16冊

9789572629451 幸運女神(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張紹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17冊

9789572629468 幸運女神(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張紹仁譯 2021-01-00 平裝 第18冊

9789572629635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ト作 2020-11-00 平裝 第10冊

9789572629680 正義使者: 我的英雄學院之非法英雄 堀越耕平原作; 別天荒人作畫;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29796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29802 召喚惡魔 久保保久作; 張芳馨譯 2020-11-00 平裝 第16冊

9789572630440 大叔喜歡可愛小玩意 ツトム作; 李芸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0709 女神宿舍的管理員。 日野行望作; 陳瑞璟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0815 憂國的莫里亞蒂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30976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2019-06-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31164 騷亂時節的少女們 岡田麿里作; 絵本奈央漫畫; 翁蛉玲譯 2021-03-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31317 ORIENT東方少年 大高忍作; 風間鈴譯 2020-1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1454 不倫食堂 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2021-03-00 平裝 第10冊

9789572631461 宿命戀人 KAZUTAKA作; 林志昌譯 2021-0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31768 限免升仙 紅淵作 2020-1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2215 5個國王 恵庭原作 2021-03-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32222 外之國的少女 ながべ作 2020-1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32765 少年的境界 akabeko作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2871 出租女友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2020-10-00 平裝 第10冊

9789572632864 出租女友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2020-09-00 平裝 第9冊

9789572633267 女忍者椿的心事 山本崇一朗作; 蔡妃甯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3892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原作; まに作畫; 李芸譯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4004 以一年一萬元的價格,賣掉我剩餘的壽命。 三秋縋原作; 田口囁一漫畫; 蔡夢芳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4387 兄弟遊戲 安斎花凜作; 趙秋鳳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4431 修羅之刻. II 川原正敏作; 尤靜慧譯 2020-12-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34653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黃士則譯 2021-01-00 平裝 第19冊

9789572634721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原作; そと漫畫; 賴瑞琴譯 2020-1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34738 三角窗外的夜色 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2021-02-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35094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藤文也原作; 船津紳平漫畫; 陳姿君譯2021-01-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35186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2020-12-00 平裝 第12冊

9789572635261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2020-12-00 平裝 第14冊

9789572635537 MF GHOST燃油車鬥魂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36152 戀與心臟 海道千歲作 2021-00-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6367 全住宿制男子學校的鐵則 砂原糖子作; 蕭嘉慧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36435 與妳相戀到生命盡頭 あおのなち作; 蔡夢芳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6596 君主陛下公諸於世 秋山花緒作; 陳姿君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36909 請看看我的情色履歷 春輝作; 謝子庭譯 2020-1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6947 天才釣手.魚紳! 矢口高雄原作; 立沢克美漫畫; 陳瑞璟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7074 早乙女姊妹為了漫畫奮不顧身!? 山本亮平作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7272 魔王陛下RETRY! 神埼黒音原作; 身ノ丈あまる漫畫; 李芸譯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7289 魔王陛下RETRY! 神埼黒音原作; 身ノ丈あまる漫畫; 李芸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7449 工作細胞公式漫迷手冊 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37968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2019-10-00 平裝 第12冊



9789572638194 不道德公會 河添太一作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8330 短跑女神 原田重光原作; karoti漫畫; 江昱霖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8583 妳是個可愛女孩 一戶瑠美作; 趙秋鳳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38750 爸爸也想要 世尾せりな作; 翁蛉玲譯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39429 心愛的巨無霸 重い実作; 陳家恩譯 2020-08-00 平裝

9789572639580 BLUE LOCK藍色監獄 金城宗幸原作; ノ村優介漫畫;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0029 不曾被當成女性看待的女騎士追求攻略 松元憲吾作; 吳勵誠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0050 ONE PIECE航海王: 長得像克比的小日山: 撞臉大秘寶尾田栄一郎原作; 梁勝哲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0142 青春期文藝復興!大衛同學 黒木雄心作; 陳瑞璟譯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0234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40296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2020-11-00 平裝 第17冊

9789572640302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18冊

9789572640395 ONE PIECE航海王特刊 尾田栄一郎原作; 許任駒譯 2020-1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40401 ONE PIECE航海王特刊 尾田栄一郎原作; 許任駒譯 2021-01-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40425 緋紅魔導書 A-10作; 陳楷錞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0487 黑色五葉草外傳 四騎士 田代弓也作; 趙秋鳳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1057 魔都精兵的奴隸 タカヒロ原作; 竹村洋平漫畫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2023 citrus+: 柑橘味香氣PLUS サブロウタ作; 林志昌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2061 我喜歡的女孩忘記戴眼鏡 藤近小梅作; 陳瑞璟譯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2160 工作細胞BLACK 原田重光原作; 初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2021-0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2252 為你變成壞女孩 花野里紗作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42566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42627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 2020-12-00 平裝 第10冊

9789572642924 Try knights 衿沢千束漫畫; 吳勵誠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3112 妻子變成小學生。 村田椰融作; 賴韋先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3259 為了觸摸青野同學, 所以我想死 椎名宇美作; 蔡妃甯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3389 金田一37歳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2020-1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43525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 ちゃつふさ原作; さばねこ作畫; 林志昌譯 2020-1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3532 時光流逝,向橋前行 3 日高ショーコ作; 李其馨譯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3884 精靈幻想記 北山結莉原作; 林志昌譯 2020-1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3921 來到異世界迷宮都市的我成了治癒魔法師 幼馴じみ原作; 二世漫畫; 冰箱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3938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2020-11-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43945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2020-12-00 平裝 第12冊

9789572643976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2021-01-00 平裝 第14冊

9789572643952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2021-02-00 平裝 第19冊

9789572644041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ト漫畫 2020-12-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44119 官能先生 吉田基已作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4126 工作細胞BLACK 原田重光原作; 初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2021-03-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44188 大室家 なもり作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4201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陳姿君譯 2021-03-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44218 戀上換裝娃娃 福田晋一作; 王杉珊譯 2021-0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4447 VS亞森羅蘋 モーリスルブラン原作; 齊藤千穗作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4485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原作; サワノアキラ漫畫; 林志昌譯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44492 空中懷古城市 石据花散作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4508 寄養犬、輾轉夜 のばらあいこ作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4515 我們是校園破壞者 たなかマルメロ作 2021-0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4676 頹廢血族的生存交易 月亮熊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44904 平行天堂 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2020-1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45024 FINAL FANTASY LOST STRANGER 最終幻想 失落的異鄉人水瀬葉月原作; 亀屋樹作畫;蕭宏育譯 2021-0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5277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2020-09-00 平裝 第16冊

9789572645338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2021-02-00 平裝 第23冊

9789572645413 催眠麥克風Before The Battle-The Dirty Dawg EVIL LINE RECORDS原作; 鴉月ルイ漫畫; 尤靜慧譯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5543 彆扭聲優的低語 桜庭ちどり作; 趙秋鳳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45604 裸裎的萬里同學 ミユキ蜜蜂作; 風間鈴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45758 BLACK TIGER黑虎 秋本治作; 林佳祥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5895 COJI-COJI可吉可吉(新裝版) 櫻桃子作; 賴韋先譯 2020-1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6083 山田與加瀬同學 高嶋ひろみ作; 張紹仁譯 2020-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46526 為愛瘋狂的時光 Yusa作; 葛增娜譯 2020-1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46922 Sagara~S的同素體 真刈信二原作; 川口開治漫畫; 張芳馨譯 2020-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6977 與他交往的10個好處 こめり作; 蔡夢芳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47028 男公關的危險鄰人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2020-09-00 平裝

9789572647295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 暁雪原作; へんりいだ漫畫; 陳瑞璟譯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7721 放學後的拷問社 BOKU作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7912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7929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2020-1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47936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2021-0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47943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2020-03-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48056 妙廟美少女 吉岡公威作; 陳瑞景譯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8148 兩人相戀的理由 紘千尋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48254 魔法使的新娘 詩篇.108, 魔術師「青」 三田誠原作; ツクモイスオ漫畫; Niva譯 2020-10-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48278 魔法使的新娘 詩篇.75, 閃電傑克和妖精事件 五代ゆう原作; オイカワマコ漫畫; Niva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48292 老師,請不要打壞主意 百瀬あん作; 曾怡華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48384 催眠麥克風 澀谷&新宿-Division Rap Battle- side F.P & MEVIL LINE RECORDS原作; 城キイコ漫畫; 尤靜慧譯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8476 RaW HERO新手英雄 平本AKIRA作; 賴韋先譯 2021-0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8513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2021-03-00 平裝 第10冊

9789572648599 地獄樂 賀来友治作 2021-02-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48650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江口 連作; 賴瑞琴譯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48780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7: 精靈族公主支配世界了,所以要當尼特族。刈野ミカタ作; 林均鎂譯 2020-03-00 平裝

9789572648858 原來我家是魔力點. 4, 只是住在那裡就變成世界最強あまうい白一作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48957 喪屍.逃命.性愛 淀川ゆお作; 布丁媽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48995 被強攻天使擁抱的工作 梶原伊緒作; 李芸譯 2020-09-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49008 被強攻天使擁抱的工作 梶原伊緒作; 李芸譯 2020-09-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9060 戰國權兵衛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9077 戰國權兵衛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9084 戰國權兵衛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2021-03-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49251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原作; ねこクラゲ漫畫; Shion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49268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原作; ねこクラゲ漫畫; Shion譯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49718 BY MY SIDE 長相廝守 ナツメカズキ作; 趙秋鳳譯 2020-08-00 平裝

9789572649756 議員與愛犬 堀川ごぼこ原作; やすだ しのぐ漫畫; 陳家恩譯 2020-09-00 平裝

9789572649831 另一座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カイウ原作; 宮崎周平漫畫; 林志昌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49923 告別傷心結局 葛川たち作; 李芸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0400 與精靈新娘攜手展開異世界領主生活. 4: 那樣的觀光地不要緊嗎?問題......一大堆!?鷲宮たいじん作; 黃瀞瑤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0455 被吊銷冒險者執照的大叔,與愛女一起歌頌悠閒人生斧名田マニマニ作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0738 純情房東俏房客(愛藏版) 赤松健作; lamkei譯 2020-11-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50745 純情房東俏房客(愛藏版) 赤松健作; lamkei譯 2020-12-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50752 純情房東俏房客(愛藏版) 赤松健作; lamkei譯 2021-01-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50813 私立帝城學園: 四逸 夏下冬作; 布丁媽譯 2020-10-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0943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2021-01-00 平裝 第13冊

9789572651001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2020-12-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51087 金田一37歳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2021-02-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51100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2020-08-00 平裝 第14冊

9789572651148 獸人飼主與寵物女子高生 野千ツヅラ作; 方郁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1223 PSYCHO-PASS心靈判官 Sinners of the System 「Case.1 罪與罰」サイコパス製作委員会原作; 斎夏生作畫; 蕭宏育譯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1230 ONE PIECE PARTY航海王派對 尾田栄一郎原作; 安藤英作; 許任駒譯 2021-02-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51247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2020-11-00 平裝 第21冊

9789572651360 賠命金 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51544 孕男: 我在男校懷孕了 真澄弥作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1599 神之鱗 日ノ原巡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1766 我是鍊金術師,自重這種常識被我丟進垃圾桶了。夏月涼作; 徐維星譯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1834 我是魔法使。想要脫離勇者小隊。 マルゲリータ作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1988 在黑暗中擁吻 風緒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2176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桜井紀雄作; 蔡妃甯譯 2020-09-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2480 靜小姐尚不解初戀的浪漫情懷 石川秀幸作; 陳家恩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2527 Hello world 鈴木マナツx曽野由大作; 加奈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2541 呆萌酷男孩 那多ここね作; 厭世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2558 青色泡沫 瀬納よしき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2572 NIGHT MILK ASSORT夜亂情馳 秋吉しま作; 趙秋鳳譯 2020-10-00 平裝

9789572652589 PSYCHO-PASS心靈判官. 第2部 サイコパス製作委員会原作; 橋野サル漫畫 2020-09-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2640 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 殿ヶ谷美由記作; 澤野凌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2879 漫畫健康系. 短時間睡眠 ゆうき ゆう原作; ソウ漫畫; 陳楷錞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3036 援交男今天也超善變 天城れの作; 吳美嬅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3067 他有尾巴。 佐原ミズ作; 蔡妃甯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3135 BADON天堂菸館 小野夏芽作; 厭世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3463 社畜想被幼女幽靈療癒。 有田イマリ作; 吳美嬅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3517 弦月與甜甜圈 雨水汐作; 蔡妃甯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3548 小波,不要跟過來! ムノ作; 李其馨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3586 疼愛囂張弟弟的方法 motteke作; 刻托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3593 迎向幸福結局 麻生ミツ晃作; 刻托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3630 惡魔、神父和活祭品!? グリセリン たける作; 尤靜慧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3661 讓我碰觸真實的你 晴屋うまこ作; 曾乙文譯 2020-10-00 平裝

9789572653692 梅比烏斯環 沢本そじ作; shin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3708 極樂鳥日子 はらだ作; 澤野凌譯 2020-09-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3746 人魚姬的珍珠 華藤えれな原作; 北沢きょう作畫; 加奈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3753 拜託請穿上,鷹峰同學 柊裕一作; 冰箱譯 2020-09-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3791 如果王子和我談戀愛 白松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3807 Ω做著粉紅色的夢 櫻井ナナコ作; 蔡夢芳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3814 嬌寵我就讓你做 北野仁作; 陳家恩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3906 被召喚的賢者前往異世界: 廢棄庫存道具才是最強夜州作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002 用地圖編輯器亂改異世界的我,是不是稍微有點超過非瓴作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4019 青鳥物語. vol.4, 回歸的青鳥 香草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4040 想接吻、想H。: 忍不住撲上去的交往第3年夏天結城アオ作; 加奈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4057 請讓我幸福 鳩屋タマ作; Niva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4064 這種感情才不是戀愛 志々藤からり作; 王薇婷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4071 星期五的秘密 野萩あき作; 澤野凌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4088 消失吧,群青 河野裕原作; 兎月あい漫畫; 尤靜慧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149 戀情如花嬌豔 高城リョウ作; 劉維容譯 2020-10-00 平裝

9789572654163 委身犬神大人 安南友香作; 翁蛉玲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4170 墮落之夜 麻生ミツ晃作; shin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4187 亂入我的心。 安堂ろめだ作; 小路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4200 獸人交歡之夜 かんべあき, 島みのり作; 劉維容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4217 吸血鬼男子宿舍 遠山繪麻作; 趙秋鳳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231 被吊銷冒險者執照的大叔,與愛女一起歌頌悠閒人生斧名田 マニマニ原作; 唯浦史漫畫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279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我將蹂躪一切篠崎芳原作; 鵜吉しょう漫畫; 方郁仁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446 我的幸運☆星 柴作; 小路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4453 哈密瓜汽水 遠藤巻緒作; 曾怡華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4460 放學後的秘密實驗 東藤ながる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4521 不起眼女孩的戀曲 田村茜作; 趙秋鳳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552 狼的花嫁 りゆま加奈作; 翁蛉玲譯 2020-09-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576 怪癖戀人 ぴい作; 刻托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4606 身為暗殺者的我明顯比勇者還強 赤井祭原作; 合鴨博由希漫畫; 張芳馨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4668 鏈鋸人 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2020-10-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54682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2021-01-00 平裝 第22冊

9789572654774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2021-02-00 平裝 第22冊

9789572654859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2021-02-00 平裝 第34冊

9789572654934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 桜日梯子作; 陳姿君譯 2021-02-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54989 宇崎學妹想要玩! 丈作 2020-1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4996 轉生成為結界師 片岡直太郎原作; 装一漫畫;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016 善良大叔轉生走上SSS級人生 三木 なずな原作; 王薇婷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108 惡魔先生,請聽我唱歌 森下真作; 風間鈴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5146 棄貓的飼養法: 歡迎來到動物莊 街こまち作; 趙秋鳳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153 成人玩具使用法 山田パン作; 澤野凌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160 災禍之神無所祈求 尾羊英作; 王薇婷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184 求求你愛我 柞作; 冰箱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5191 紅髮惡魔纏上我 春之作; 王薇婷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5207 小希望和大夢想 浜弓場双作; 方郁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306 小不點賢者,從Lv.1開始在異世界奮鬥! 彩戸ゆめ作; 陳幼雯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5320 轉生成國王的私生子後,決定享受異世界生活!るう作; 林憲權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5351 沒有與世界之闇戰鬥的秘密組織,所以我建立了一個(怒)黒留ハガネ作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382 點滿農民相關技能後,不知為何就變強了。 しょぼんぬ作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5429 掉了手機,撿到妖♂精!?. vol.2, 從湖邊濕到床上真的沒問題嗎?子陽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467 歸途電車 内田カヲル作; 曾怡華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474 當好學生都是因為你 乙輝潤作; 趙秋鳳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481 夏目的結婚對象 乃木坂太郎作; 吳勵誠譯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535 貞操x問答 カシオ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573 誰才是我的王子? 鯨田ヒロト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5580 共享可愛的他 今井ゆうみ作; 蔡夢芳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597 秘密香氣 芥作; 徐柔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5603 FEVER熱病 李崇萍[作] 2020-09-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55610 沉溺其中是我的錯? 佐木かやの作; 李芸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5627 為你著迷 和山やま作; 風間鈴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5726 北海道辣妹金古錐 伊科田海作; 方郁仁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740 這不是命運之戀 山田ユギ作; 李其馨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5832 越過月亮陰影: ABO世界 恋煩シビト作; 蔡夢芳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5856 下廚生活 周末一次搞定家常備菜食譜 仁茂田あい作; 張芳馨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5887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2021-03-00 平裝 第22冊

9789572655924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2020-10-00 平裝 第16冊

9789572655931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2020-10-00 平裝 第19冊

9789572655948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2021-01-00 平裝 第13冊

9789572656013 轉生史萊姆日記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原作; 柴漫畫; 張紹仁譯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6020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2020-10-00 平裝 第15冊

9789572656051 週二凌晨一點的戀人 朔ヒロ作; 曾怡華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6068 食戟之靈終極漫迷手冊: creators' specialite 附田祐斗等作； 陳姿君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6082 紅椿 三田六十作; 李芸譯 2020-10-00 平裝

9789572656099 四月咖啡廳的秘密事件簿 鬼嶋兵伍作; 澤野凌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6105 才不是爺爺 まどろみ太郎作; 徐柔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136 戀愛催眠療法(特裝版) まさき茉生作; 曾怡華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150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同人版) 赤坂アカ原作; 茶菓山 しん太漫畫; 江昱霖譯 2021-0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6167 輝夜姬讓人想八卦 赤坂アカ原作; G3井田漫畫; 曾怡華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6204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2020-11-00 平裝 第13冊

9789572656242 假面客服(蜜愛篇!) 瀬戸うみこ作; 翁蛉玲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6259 烏鴉新娘 佐倉リコ作; 趙秋鳳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6266 挺起來了 碗島子作; 澤野凌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56280 記憶中的夏天 金魚鉢でめ作; 李芸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6297 轉角咖啡廳 児島かつら作; 王薇婷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6303 走投無路的愛 松田うさち子作; 王薇婷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6310 分租房的野獸 紺子ゆきめ作; 澤野凌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6334 努力過頭的世界最強武鬥家,在魔法世界輕鬆過生活。わんこそば作; 林意凱譯 2020-1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56389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的小說。 鈴木大輔作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6396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回復要員くろかた作; 劉仁倩譯 2021-02-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56440 從同居開始的御宅族女友交往方法 村上凛作; 陳士晉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6457 從被子彈擊中的戰場消失吧. III, 子彈魔法與亡靈程序上川景作; 張紹仁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6488 在異世界買土地開闢農場! 岡沢六十四作; 吳苾芬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6501 延遲出場的馴獸師之日常 棚架ユウ作; 蕪村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549 恐怖寵物店. 巴黎篇 秋乃茉莉作; 加奈譯 2020-10-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556 恐怖寵物店. 巴黎篇 秋乃茉莉作; 加奈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6563 恐怖寵物店. 巴黎篇 秋乃茉莉作; 加奈譯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6617 來自遠方(愛藏版) 冰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624 來自遠方(愛藏版) 冰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6631 來自遠方(愛藏版) 冰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6648 來自遠方(愛藏版) 冰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6655 來自遠方(愛藏版) 冰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2020-01-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56662 來自遠方(愛藏版) 冰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56679 來自遠方(愛藏版) 冰川京子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56686 與軟嫩蛋包飯同眠 ミブ ヨシカズ作; 李芸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6693 比夏天更蔚藍 織島ユポポ作; 趙秋鳳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6709 我的達令!!! 櫻井タイキ作; 趙秋鳳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6730 盛夏陽炎 ムノ作; 加奈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6761 月之劍 門司雪作; 王杉珊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822 美男小哥喜歡xx ありこ作; 徐柔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56839 夜半之蛙初識戀愛 アヒル森下作; 王薇婷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56846 騎士與隨從: 世上最強主從日誌 三上敬作; 王杉珊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6853 戀情有如海市蜃樓 茶渋たむ作; 加奈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6860 還是無法開口說愛你 一城れもん作; 刻托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6877 大家都愛加賀谷次長! 小山田容子作; 風間鈴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907 五等分的新娘角色設定資料書: 五月 春場葱, 週刊少年マガジン編集部監修; 蔡夢芳譯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6914 荒淫王子的壞毛病 おわる作; 曾怡華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6921 派對咖孔明 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漫畫; 林志昌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6945 突然降臨的埃及神 yuka作; 陳姿君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6952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20-11-00 平裝 第44冊

9789572656983 中二男的惡魔契約 Aimi艾冪[作]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7003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2020-11-00 平裝 第12冊

9789572657010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2020-11-00 平裝 第18冊

9789572657027 D.Gray-man驅魔少年 星野桂作 2021-01-00 平裝 第27冊

9789572657034 DRAGON BALL超七龍珠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13冊

9789572657041 終末的後宮 LINK作; 江昱霖譯 2021-01-00 平裝 第12冊

9789572657171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17冊



9789572657188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2020-12-00 平裝 第10冊

9789572657232 新蠟筆小新 臼井儀人, UYスタジオ作; 蔡夢芳譯 2020-12-00 平裝 第10冊

9789572657249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2020-12-00 平裝 第20冊

9789572657294 拒絕擁抱的理想男人 かしわ作; 夏未央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7300 季節之國的動物 霧嶋珠生作; 黃瀞瑤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7317 欲情香氣 上川きち作; 劉維容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7324 不良爸爸、天使和我 リオナ作; 劉維容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7348 癡情男孩的戀愛難題 本庄りえ作; 趙秋鳳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7362 發情野獸馴養法 鬼嶋兵伍作; 澤野凌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7379 開發部長的私密工作 後野オカピ作; 刻托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7386 謊言是戀愛的開端 ハルモト紺作; 趙秋鳳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7393 經典杯子蛋糕 佐岸左岸作; 張芳馨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7447 與你在夏日之中 古矢渚作; 尤靜慧譯 2020-12-00 其他

9789572657454 青春期的我們 たなと作; 李芸譯 2020-12-00 平裝 上冊

9789572657461 青春期的我們 たなと作; 李芸譯 2020-12-00 平裝 下冊

9789572657577 夢想成為魔法少女 小野中彰大作; 謝子庭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7591 魔劍師因魔劍展開的後宮生活 伏(龍)作; 小島紗漫畫; 黃瀞瑤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7614 神籤村 大見武士作; 凜峰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7645 心滿意足的第二次戀愛 晴屋うまこ作; 趙秋鳳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7652 學生會長開始扮女裝 遥一作; 冰箱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7676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雙七篇 佐島勤原作; きたうみつな作畫; 吳勵誠譯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7706 小狸貓和小狐狸 小小朋友們 アタモト作; 蔡夢芳譯 2020-12-00 精裝

9789572657720 放學後的戀愛煩惱 いかみりん作; 劉維容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57744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三河ごーすと作; 呂郁青譯 2020-1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7775 底層戰士,轉職成外掛魔導師! kimimaro作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7782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志瑞祐作; 徐維星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7812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2020-12-00 平裝 第17冊

9789572657881 中了40億圓樂透的我要搬到異世界去住了 すずの木くろ作; 呂郁青譯 2020-12-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57942 戀情終將綻放 ツバ ダエキ作; 布丁媽譯 2021-03-00 平裝 上冊

9789572657959 戀情終將綻放 ツバ ダエキ作; 布丁媽譯 2021-03-00 平裝 下冊

9789572657997 杜鵑婚約 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024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過去成了傳說。えぞぎんぎつね原作; 阿倍野ちゃこ漫畫; 王杉珊譯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055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カントクARTWORKS カントク作; 張紹仁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8062 Mashima HERO'S英雄集結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8079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葱作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086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葱作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8123 在殉情之前,等等我喔。 市梨きみ作 2021-01-00 平裝 上冊

9789572658130 在殉情之前,等等我喔。 市梨きみ作 2021-01-00 平裝 下冊

9789572658161 阿宅的戀愛太難 ふじた作 2021-01-00 平裝 第9冊

9789572658178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2020-12-00 平裝 第28冊

9789572658208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2020-12-00 平裝 第17冊

9789572658215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2021-03-00 平裝 第23冊

9789572658222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2020-12-00 平裝 第12冊

9789572658260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亜種特異點. III, 亞種並行世界 屍山血河舞台 下總國 英靈劍豪七番勝負TYPE-MOON原作; 渡玲漫畫; 賴韋先譯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8277 霹靂英雄戰紀: 羅網乾坤. 2 霹靂國際多媒體原作; 雅紳漫畫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8291 原地踏步的愛情 日高ショーコ作; 澤野凌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314 野性風暴: kiss me baby! 黒井モリー作; 翁蛉玲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8338 ACCA13區監察課 小野夏芽作;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369 心愛的巨無霸.續 重い実作; 陳家恩譯 2020-12-00 其他

9789572658376 老大與老二 さいのすけ作; 吳勵誠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383 獸人與少年Ω的命定契約 羽純ハナ作 2021-01-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58413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2020-12-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58420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2021-02-00 平裝 第25冊

9789572658444 鬼灯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2021-01-00 平裝 第31冊

9789572658482 迷戀龍之島 ちしゃの実作; 王薇婷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8499 九龍大眾浪漫 眉月哼作; 李其馨譯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512 久保同學不放過我 雪森寧々作; 陳瑞璟譯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543 只野工業高中的日常 小賀千里作; 游非凡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628 Pavone孔雀的配色事件簿 賴安[作] 2020-11-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58666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作; 吳苾芬譯 2020-11-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58673 -無盡連鎖-. 13, 獵首兔之戰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8680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2020-11-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58697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2020-12-00 平裝 第34冊

9789572658703 靠魔眼跟子彈闖蕩異世界! かたなかじ作; 林佳祥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727 幼女大人與零級守護者大人. II すかぢ作; 林均鎂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8734 你喜歡被可愛女生攻陷嗎? 天乃聖樹作; 黃雅婷譯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8741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2, 對了,就來賣國吧鳥羽徹作; 劉仁倩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8758 等級0的魔王大人,在異世界展開冒險者生活. 1, 史上最強的新人誕生了瑞智士記作; 陳靖涵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8772 我的女友是老師 鏡遊作 2021-0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8796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世界照樣無敵. 1,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運美紅作; 蕪村譯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8826 最強公會長的一週建國記 井上みつる作; 劉仁倩譯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8833 好友角色的我怎麼可能大受歡迎? 世界一作; 劉仁倩譯 2020-1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8857 試圖跟她解釋什麼是花旦的我陷入世界級難題D51作 2020-1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58864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 蛇蠍點點作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8864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 蛇蠍點點作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8871 小惡魔的愛情病歷 重花[作] 2020-1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8901 FAIRY TAIL魔導少年: CITY HERO 真島浩原作; 安東汐漫畫; 吳勵誠譯 2020-1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58925 美男子戀慕好色男 占地作; 張芳馨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8963 裝備欄0的最強劍士可以裝備9999個詛咒裝備(可愛)坂木持丸原作; 鷹嶋大輔漫畫; 吳勵誠譯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9038 3個人永遠在一起喔? 魚ともみ作; 吳祖華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9052 嫁入狼族: 異種婚姻譚 犬居葉菜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9069 這是個老爸變身美少女的故事 赤信号わたる作; 凜峰譯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9083 時間停止勇者 光永康則作; 吳勵誠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9120 烘焙王: 超現實 入江謙三原作; 橋口たかし漫畫; 江昱霖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9205 幸運女神(愛藏版) 藤島康介作; 張紹仁譯 2021-02-00 平裝 第19冊

9789572659335 在寵愛下融化的洋娃娃 筋作; 徐柔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9342 我是哥哥 三田六十作; 布丁媽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59373 我的菁英上司廢得很可愛 白崎ナベ作; 布丁媽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59403 與你的戀愛小確幸 ymz作; 李其馨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9410 亞童 天野雀作; 吳勵誠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9489 椿町的寂寞星球 山森三香作 2021-02-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59540 尾田栄一郎畫集ONE PIECE COLOR WALK. 9, TIGER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59564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2021-03-00 平裝 第26冊

9789572659571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2020-12-00 平裝 第22冊

9789572659588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2021-01-00 平裝 第13冊

9789572659595 響念 夏天晴作 2020-11-00 平裝

9789572659618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2021-01-00 平裝 第19冊

9789572659632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2021-02-00 平裝 第24冊

9789572659649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2020-12-00 平裝 第30冊

9789572659656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2020-11-00 平裝 第14冊

9789572659687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2021-02-00 平裝 第15冊

9789572659694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 真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漫畫;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7冊

9789572659700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2021-02-00 平裝 第9冊

9789572659724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2020-12-00 平裝 第12冊

9789572659731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2021-01-00 平裝 第21冊

9789572659830 戀愛志向學生會 如月群真作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59885 通靈童子(愛藏版) 武井宏之作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59892 通靈童子(愛藏版) 武井宏之作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0089 OL與貓咪的同居生活 嵩乃朔作; Niva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0232 請看看我的情色履歷 春輝作; 謝子庭譯 2021-03-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60348 「鬼灯的冷徹」塗鴉筆記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0386 放學後不能說的秘密 海灯火作; 趙秋鳳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0393 續.情色小說家 回憶&未來 丸木戸マキ作; 澤野凌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0430 AGRAVITY BOYS無重力少年 中村充志作; 林志昌譯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0461 BURN THE WITCH龍與魔女 久保帯人作; 林志昌譯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0485 不死不運 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0515 秘戀 三ツ矢凡人作; Shion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0522 渴望愛人、想要被愛 木下ネリ作; 趙秋鳳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60560 談一場沉醉的戀愛 小鳥遊ひろ作; 趙秋鳳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0577 (我的英雄學院 雄英白書)祝 雄英地下迷宮 堀越耕平原作; 誉司アンリ作; 劉仁倩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60584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2020-1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60607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9, 燒烤內臟x暴食祭典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60614 被放逐的S級鑑定士打造了最強公會 瀬戸夏樹作; 偽善譯 2020-1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0621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life. 3, 為了哭泣少女的轉移魔法五示正司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60638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 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2021-01-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60652 為了當劍士而入學,魔法天賦卻高達9999!? 年中麦茶太郎作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0676 TeknoLove-實驗零式 希月[作] 2020-1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0720 Unnamed Memory無名記憶. I, 蒼月魔女與受詛咒之王古宮九時作; 陳柏伸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60751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 蛇蠍點點作 2020-1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0768 開掛詩仙蘿莉與我的轉生修羅場 逸清作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0775 精靈幻想記. 17, 聖女的福音 北山結莉作; 蕪村譯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60874 攻殻機動隊THE HUMAN ALGORITHM 吉本祐樹漫畫; 藤咲淳一腳本; 張紹仁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0904 與你從誤會開始 三島一彦作; 張芳馨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0959 代理畫家 MUNAMU作; 葛增娜譯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1024 MAE作品畫集: monster MAE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2661079 宇崎學妹想要玩! 丈作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1161 中華小廚師!極 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譯 2021-02-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61192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2021-02-00 平裝 第18冊

9789572661222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2021-02-00 平裝 第129冊

9789572661253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 2021-03-00 平裝 第16冊

9789572661383 噩夢少年 銀甫[作] 2021-01-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1574 戀上換裝娃娃 福田晋一作; 王杉珊譯 2021-03-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1604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2020-12-00 平裝 第13冊

9789572661642 反戀愛喜劇xxx爆米花 池森あゆ作; 趙秋鳳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61659 SEX DROP深陷其中 しっけ作; 尤靜慧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1680 簡易的墮落羅曼史 赤原ねぐ作; 刻托譯 2021-01-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1895 超超超超超喜歡你的100個女朋友 中村力斗原作; 野澤ゆき子漫畫; 凜峰譯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2137 排球少年!!小說版!!. XII, 畢業後的景色 古舘春一原作; 星希代子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2144 魔彈之王與聖泉的雙紋劍 瀬尾つかさ作; 林佳祥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2151 (我的英雄學院)THE MOVIE: 英雄新世紀 堀越耕平原作; 誉司アンリ作; 劉仁倩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2182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作; 陳士晉譯 2021-0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62205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蕪村譯 2021-01-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2212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猿渡風見作; 林意凱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2229 末日.魔女: 致飽食時代的(最強)者們 鎌池和馬作; 劉仁倩譯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2236 眾神眷顧的男人 Roy作; 徐維星譯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2243 魔界歸來的劣等能力者. 1, 被遺忘的魔神殺手たすろう作; 陳靖涵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2250 Infinite Dendrogram無盡連鎖. 14, 物理最強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2267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三河ごーすと作; 呂郁青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2274 好感度120%的北条同學似乎願意為我做任何事......本田セカイ作; 王仁鴻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2298 記憶的怪物外傳小說: 命運的抉擇 MAE原作; 紫曜日作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62304 空氣少女: SOS!強制回溯一億年的氧氣野外遭難中!D51作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2311 與牛先生的純愛遊戲 草子信作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62328 謊言遊戲. 1, 騙子轉學生似乎將與詐欺外掛女僕共同稱霸遊戲。久追遥希作; 何力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2335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2021-02-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62359 水蛇神夜詠 雷雷子[作]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2465 短跑女神 原田重光原作; karoti漫畫; 江昱霖譯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2472 鐵界戰士 墨佳遼作; 張紹仁譯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2519 Dr.STONE新石紀 星之夢、地之歌 稲垣理一郎原作; 森本市夫作; 陳靖涵譯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2649 騎乘之王 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2021-03-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2762 都市傳說冒險團: 嬰靈= Urban legend scout 瀟湘神原著; 李懿芳漫畫劇本; NOFI漫畫 2021-01-00 平裝

9789572662946 不健全藥師的妖怪本草 nyaroro作; 趙秋鳳譯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572663158 魔王難為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2021-01-00 平裝 第8冊

9789572663202 dear signal戀愛信號 末広マチ作; 蔡夢芳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3387 下跪吧,女王陛下 千葉たゆり作; 澤野凌譯 2021-03-00 平裝 上冊

9789572663394 下跪吧,女王陛下 千葉たゆり作; 澤野凌譯 2021-03-00 平裝 下冊

9789572663479 賢者如星 依歡[作] 2021-01-00 平裝 第4冊

9789572663509 火鳳燎原 陳某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9冊

9789572663547 王領騎士 銀甫[作] 2021-03-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3578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作; 陳士晉譯 2021-02-00 平裝 第5冊

9789572663592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世界照樣無敵: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運美紅作; 蕪村譯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3608 最強奴隸商的烙印魔術與美少女的墮落 初美陽一作; 王仁鴻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3615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2021-02-00 平裝 第22冊

9789572663639 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但可以當我女友嗎?. 3, 跨越時間的愛望公太作; 黃雅婷譯 2021-02-00 平裝

9789572663653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志瑞祐作; 王仁鴻譯 2021-02-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3660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的小說。 鈴木大輔作; 王仁鴻譯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3677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我將蹂躪一切篠崎芳作; 王昱婷譯 2021-02-00 平裝 第6冊

9789572663721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廢柴這件事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572665022 Dr.STONE新石紀 向未來發聲 稲垣理一郎原作; 森本市夫作; 陳靖涵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5169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572665305 越線兄弟(首刷附錄版) 魚ともみ作; 澤野凌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5329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限定版). 1 おけまる作; 林佳祥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5367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廢柴這件事(限定版). 2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5374 由諸神養育的神子,將成為世界最強(附錄版). 1羽田遼亮作; 林意凱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5473 進擊的巨人(首刷限定版). 33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5671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 ちふゆ作; 澤野凌譯 2021-03-00 平裝 全套

9789572665855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首刷限定版). 6 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5923 勇者(略) BIGUN作 2021-03-00 平裝 第11冊

9789572665930 監獄漫畫家(首刷附錄版). 1 謬齡大叔作 2021-03-00 精裝

9789572666111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 番外集(首刷附錄版). 上 蛇蠍點點作 2021-03-00 平裝

9789572666753 試圖跟她解釋什麼是花旦的我陷入世界級難題D51作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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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6944 瘋狂愛上書 裘蒂.席耶拉(Judy Sierra)文; 馬可.布朗(Marc Brown)圖; 李紫蓉譯2020-11-00 二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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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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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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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7554 意想不到的晚餐 阿絲莉德.德伯特文; 寶琳.馬丁圖; 謝蕙心譯 2021-05-00 二版 精裝

9789869987561 啊啊啊! 吉列爾梅.卡斯騰(Guilherme Karsten)文.圖; 郭妙芳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7578 焦慮的孩子: 認識孩子的焦慮並幫助他們治療保羅.福克斯曼(Paul Foxman)作; 郭妙芳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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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0544 Inés. mi primera aventura Mario Moreno[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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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11940 101道數學遊戲.玩出聰明腦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著; 謝明珊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1940 101道數學遊戲.玩出聰明腦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著; 謝明珊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1940 101道數學遊戲.玩出聰明腦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著; 謝明珊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220 不失敗繽紛翻糖: 13個特色主題、55款生動造型全圖解 關鍵技巧一學就會!陳文正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442 101道心算遊戲玩出專注腦: 挑戰你的極限!100+腦力全開的心算益智遊戲,考驗數理力、專注力和邏輯思考力!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黃筱玲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459 101道乘法遊戲玩出數學腦: 挑戰你的極限!100+腦力全開的乘法益智遊戲,考驗數理力、專注力和邏輯思考力!葛瑞斯.摩爾(Gareth Morre)作; 黃筱玲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510 森林不寂靜 瑪德蓮.琦歌(Madlen Ziege)作; 林佳儀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541 小學算數 高濱正伸監修; 學研PLUS編著; 詹鎧欣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558 讓孩子の眼睛越玩越健康的視力回復遊戲: 日本眼科名醫設計,1日3分活化眼球本部千博監修; 劉姍姍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565 超速閱讀20分鐘讀完一本書 渡邊康弘作; 盧謙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589 威利找幸福 麗莎.維特(Lisa Wirth)作; 黃淑欣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3712596 花谷式「交叉步行」整體全書 花谷貴之作; 劉姍珊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02 生命的邊緣 茱莉亞.布埃諾(Julia Bueno)作; 謝明珊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26 通用全球!商英Email制霸寶典: 韓國人氣講師親授,提案、邀約、訂購、抗議、道歉、出差等超豐富商務英語Email範例&應用妙計,一本就夠慶凱文著; 陳馨祈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33 芭樂媽Qistin的原型素食日常 芭樂媽Qistin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40 餐前改喝一碗減脂瘦身湯2週瘦7公斤 岡本羽加作; 劉姍珊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57 倉鼠累了嗎?: 德國職場心理治療師的工作生活平衡心法!托爾斯登.泰伏斯(Thorsten Thews), 阿克瑟.貝格(Axel Berger)著; 林硯芬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64 每日10分鐘互動英語桌曆: 晨戰、餵飯戰、哄睡戰都能用的會話教養書宣珍浩著; 黃淑欣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3712671 宇宙飛行士在外太空是怎麼大便的?: 太空中最有趣的50個為什麼,來一場超鬧的宇宙漫遊!Kids Trivia俱樂部編著; 劉姍珊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88 從日常經濟學掌握人生理財法 黃曉林, 趙偉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695 北海道相遇: 從道東、道南、道央、小樽和札幌,超人氣導遊帶你感受有溫度的北國風情賴信志, 呂美玉(小玉), 謝宇新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701 精油芳療全圖解 王慎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718 害羞沒關係!孩子的自信說話學習書 李香晏作; 陳惠瑜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732 101道邏輯遊戲玩出思辨腦: 挑戰你的極限!100+腦力全開的邏輯益智遊戲,考驗推理力、想像力和分析思考力!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黃筱玲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756 精油芳療百調百用.植護保養全書 莉亞.海利斯(Lea Harris)著; 謝明珊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763 閱讀式數獨 杜平心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817 腦覺醒記憶教練.40天腦記憶巨量擴充任務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黃筱玲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824 青春期小女孩的第一本身體心理小祕密 陳文晴作; 趙蘊華繪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12848 世界第一簡單翻倍操盤術.17個法則成為趨勢高手J.Jung作; 劉姍珊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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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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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7499 抗癌真相 崔維斯.克里斯托弗森(Travis Christofferson)著; 潘昱均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27

送存冊數共計：559

阿布拉教育文化



9789860626421 天才的人間力,鈴木一朗: 51則超越野球的人生智慧= Inspirational quotes and stories of the baseball samurai張尤金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6438 好設計!打動人心征服世界: 全方位了解產品設計的入門聖經= Product design保羅.羅傑斯(Paul Rodgers), 亞歷斯.彌爾頓(Alex Milton); 楊久穎譯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0626469 首爾人氣甜點全書: 江南.弘大.林蔭道.梨泰院.三清洞5大商圈名店,80道最IN甜點食譜全攻略= Dessert road李智惠著; 林芳伃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26476 只有你能定義你自己: 100位啟迪人心的人物,暢談型塑他們人生的關鍵時刻= Letter to my younger self: 100 inspiring people on the moments that shaped their lives珍.格雷安(Jane Graham), The Big Issue編輯; 謝靜雯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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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32610 國中先修教材英語 金安英語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2627 國中先修教材數學 金安數學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2634 雙向溝通國文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國文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2641 雙向溝通英語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英語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2924 雙向溝通數學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數學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020 雙向溝通自然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自然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037 雙向溝通歷史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129 雙向溝通公民輔導講義. 1-2冊(適翰版) 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112 雙向溝通地理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136 雙向溝通公民輔導講義. 1-2冊(適康版) 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143 新講義. 數學 袁盛隆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150 新講義. 自然 林明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167 試題篇. 數學科(適翰版) 簡啟祐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174 試題篇. 數學(適康版) 郭熙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181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康版) Peter Chan, Lucy Sun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198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翰版) Rita Hsu, Lucy Sun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204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南版) Rita Hsu, Alex Chen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211 雙向溝通. 國文(適翰版) 徐芳薇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228 雙向溝通. 國文(適康版) 周安沇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235 雙向溝通. 國文(適南版) 文冰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242 雙向溝通. 英語(適翰版) Lucy Sun, Hugh Chen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334 雙向溝通. 英語(適康版) Alex Chen, Hugh Chen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341 雙向溝通. 英語(適南版) Sean Huang, Hugh Chen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358 雙向溝通. 數學(適翰版) 李二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365 雙向溝通. 數學(適康版) 惟璽, 陳立奇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372 雙向溝通. 數學(適南版) 吳倢臻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389 雙向溝通. 自然(適翰版) 李品易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396 雙向溝通. 自然(適康版) 慶隆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402 雙向溝通. 自然(適南版) 房角石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2333570 735輕鬆讀. 國文. 3(適南版) 文冰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624 新思維理化複習講義. 3-4 冊 詹志偉(理王)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631 新思維歷史複習講義. 1-4 冊 張晟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648 新思維地理複習講義. 1-4 冊 陳順文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33655 國文主題大進擊 聚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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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97077 百佛造像印集 拾得法師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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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19595 從根本消除膝蓋疼痛 黑澤尚(くろさわ.ひさし)著; 陳昱璁, 賴羽薔, 藤田花菜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9519601 眼球解剖生理學 邵儀菁, 楊文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579519618 NTM肺病全攻略: 70個您想知道的事 樹金忠, 潘聖衛, 魏裕峰, 馮嘉毅, 李和昇, 吳柏樟, 王秉槐, 林書永, 吳丁樹, 陳永哲作; 樹金忠, 潘聖衛主編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19625 ACLS精華 陳思州, 廖文翊, 賴佩芳, 黃獻皞, 陳玉龍, 劉松維, 鄭偉君, 張明龍, 張新, 許智偉, 黃彥達, 林清翔, 陳祖儀, 施美秀編著2021-02-00 第六版 平裝

9789579519632 驗光師考試全試題詳解. 109年 王詩嵐, 吳文馨, 沈仁翔, 林勝益, 林榮吉, 柯泰全, 徐浩恩, 郭怡君, 陳博昊, 陳資嵐, 黃恒橋, 葉俊廷, 廖英傑, 趙振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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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686327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1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9789579686334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3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9789579686341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1, letter sounds Aa-Mm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9789579686358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2, letter sounds Nn-Zz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法如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金安



9789579686365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3, short vowel sounds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9789579686372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4, long vowels and vowel pairs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9789579686389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5, consonant blends and digraphs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9789579686396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6, more vowels and special sounds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7-00 其他

9789579686419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5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8-00 其他

9789579686426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2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9-00 其他

9789579686433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4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579686440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6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2020-09-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568947 東吳大學身心健康促進學刊= Soocho journal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李坤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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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68916 艋舺的故事: 挖掘艋舺製造= Monga history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108年度文創產業專題課程學生作202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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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3295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0江潤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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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3301 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0第十屆: 尋找百業、產業紮根、創造價值: 企業永續 再創新猷盧建中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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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0331 E通瞄準大學學測. 2021 林廷熹, 林廷樂, 陳泰良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0348 e通國中資優數學. 第二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0355 e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四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869900362 e通高中解析數學 林廷熹, 黃立華, 陳泰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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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3318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9763363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965878 奇門遁甲上元經評述 張慶冰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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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214142 魔法童話. 3, 格林警告 克里斯.柯爾弗(Chris Colfer)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5214159 魔法星際寵物. 3, 惡夢成真 琳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陳思因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166 剪刀、石頭、布 祖兒.戴沃特(Drew Daywalt)作; 亞當.雷克斯(Adam Rex)繪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173 我有很多問題要問！ 查德.奧提斯(Chad Otis)作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180 吼,為什麼要等一下？ 提利.羅伯埃克特(Thierry Robberecht)作; 露凡(Loufane)繪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197 翻轉作文力-諺語好好玩 陳曉慧總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203 不聽警告的鱷魚 提姆.沃恩斯(Tim Warnes)作.繪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210 海龍號. 7, 食人魚的攻擊!? 茱麗葉.歐麗芙耶.杜邦(Olivier Dupin)作; 傑侯姆.貝利希耶(Jérôme Pélissier)繪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227 魔法寶石店. 1, 魔女波兒與幸運寶石 安晝安子(あんびるやすこ)作.繪; 嶤合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234 童話夢工場: 美女愛野獸 維倫紐夫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241 魔咒不靈公主. 5, 意外的魔法旅行 伊莉莎白.道森.貝克(E.D.Baker)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258 飛龍騎士. 6, 騎士的決勝之戰 安娜.卡嵐(Ana Galán)作; 哈維爾.德雷加多(Javier Delgado)繪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265 魔法屋波露. 3, 沙漠中的黃金宮殿 堀口勇太作; 玖珂束紗繪; 胡慧文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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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志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廷數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工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東吳



9789575214272 為什麼不可以說？ 雅各.格蘭特(Jacob Grant)作.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289 一定要收拾嗎？ 莫娣.鮑威爾-塔克(Maudie Powell-Tuck)作; 李察.斯麥思(Richard Smythe)繪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296 童話夢工場: 胡桃鉗聖誕奇遇 霍夫曼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302 便便公主 朴貞姬作; 朴世蓮繪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319 魔法香氛占卜 安晝安子作.繪; 胡慧文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326 愛吹牛的獨角仙 瑪雅.嘉貝麗.里奧納(M.G. Leonard)作; 鄧肯.畢迪(Duncan Beedie)繪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333 沒人比我更厲害 金銀義作; 惠敬繪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340 SOS!公主出任務. 2, 海豚的呼救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陳子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357 什麼都要管的鴨霸王: 你們都要聽我的! 艾莉森.里奇(Alison Ritchie)作; 漢娜.喬治(Hannah George)繪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371 魔法童話. 4, 黑暗大軍 克里斯.柯爾弗(Chris Colfer)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5214388 魔法醫. 3, 夜之國的月之瞳寶石 南房秀久作; 小笠原智史繪; 蕘合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395 魔法星際寵物. 4, 水晶球的祕密 琳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陳思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401 哼！只有我能贏 克里絲蒂安.瓊斯(Christianne Jones)作; 瑪莉莎.莫蕾雅(Marisa Morea)繪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418 非常魔法班. 6: 縮小魔法危機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 蘿倫.米瑞可(Lauren Myracle), 艾蜜莉.簡金斯(Emily Jenkins)作; 舒靈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425 我要去跟老師說！ 克里絲蒂安.瓊斯(Christianne Jones)作; 艾琳娜.艾利斯(Elina Ellis)繪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432 不敢開口「借」 珍妮佛.莫爾.瑪麗諾斯(Jennifer Moore-Mallinos)作; 迪恩.格雷(Dean Gray)繪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449 童話夢工場: 拯救睡公主 格林童話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456 天神公主學園. 4, 狩獵女神追星記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娜.威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舒靈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463 海龍號. 8, 尋找古拉國王子 歐麗芙耶.杜邦(Olivier Dupin)作; 傑侯姆.貝利希耶(Jérôme Pélissier)繪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470 小女生身體的祕密: 女生一定要看的正確性知識安明玉作; 黃美娜插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487 小年獸 熊亮作繪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494 生日派對最重要的？ 凱蒂.哈德森(Katy Hudson)作.繪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500 魔咒不靈公主. 6, 尋找骷髏灣 伊莉莎白.道森.貝克(E.D.Baker)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517 顛覆童話. 12, 小紅帽救大野狼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524 這樣做又沒關係! 貝絲.布瑞肯(Beth Bracken)作; 理查德.華生(Richard Watson)繪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531 房間一定要整理嗎? 克里絲蒂安.瓊斯(Christianne Jones)作; 胡安娜.馬丁內斯.尼爾(Juana Martinez-Neal)繪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555 SOS公主出任務. 3, 尋找失蹤的獅子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陳子萱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562 口袋神探. 1, 音樂教室的神祕琴聲 凱叔作; 子鵺坊插畫, 韓冰繪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579 媽媽,我快要尿下去了! 昆汀.葛利本(Quentin Gréban)作.繪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586 不要想東想西,專心聽! 徐寶炫作; 孫正炫繪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593 月之丘魔法寶石店. 2, 天藍色托帕石和新朋友安晝安子作.繪; 嶤合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609 就想黏著你 詩米莉媞.普拉莎登-霍爾斯(Smriti Prasadam-Halls)作; 史蒂夫.斯默爾(Steve Small)繪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616 公主訓練班. 1, 星之女王選拔賽 耿啟文作; 瑞雲繪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5214623 幼兒撕貼互動遊戲書. 3, 撕下黏上-數字123 陳曉慧總編輯 2014-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630 幼兒撕貼互動遊戲書. 4, 撕下黏上-農場動物 陳曉慧總編輯 2014-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5214647 幼兒撕貼互動遊戲書. 5, 撕下黏上-交通工具 陳曉慧總編輯 2015-05-00 精裝

9789575214685 魔法星際寵物. 5, 看不見的敵人 琳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陳思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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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3860 会話で学ぶ日本語の基礎. I 目黒真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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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5735 學前觀察力訓練500題. 基礎篇 王雯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742 學前觀察力訓練500題. 進階篇 王雯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759 學前觀察力訓練500題. 挑戰篇 王雯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5766 學前觀察力訓練500題. 高手篇 王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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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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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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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79344 老枝伯仔 陳長慶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門文藝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采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杯杯文創伙伴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尚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1501 由法院判決看透政府採購契約. 工程採購篇 陳錦芳等著; 陳錦芳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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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8266 .引.: 鄭宏章畫集. 2021= Gravitation: Cheng Hung-Chong's art collection of 2021鄭宏章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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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2003 佳和宮 徐竹欣等文.圖; 佳佐國小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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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8492 筆馳豪興: 李瑞榮書法展作品集 李瑞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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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44703 安徒生童話: 小人魚公主 漢斯.克利斯丁.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原著; 曾野綾子改寫; 岩崎知弘插畫; 魏裕梅翻譯2021-02-00 再版 精裝

9789862745267 小小土地公 施政廷文圖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74 相信自己的小蝴蝶 羅斯.巴魯克(Ross Burach)文圖; 李紫蓉翻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81 夜光找一找: 不可思議的雨林大探索 寶拉.麥克葛洛因文圖; 李宜庭翻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298 夜光找一找: 不可思議的都市大探索 菲爾.瑞格史沃斯文圖; 李宜庭翻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311 工程龍上火星 邁可.懷特(Michael Whaite)文圖; 李紫蓉翻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328 這個世界屬於你! 貝利.福爾斯(Barry Falls)文圖; 劉清彥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335 好想玩手機! 李敏煛作; 裴賢珠繪; 林侑毅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359 我要離家出走囉 丸山綾子文圖; 米雅翻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2745380 我要 粘忘凡文; Mori三木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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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7170 寒山寄旅暢言 王伯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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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2565 達摩洗髓功 徐華佗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22572 績效管理: 評估方法與實證研究系列=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valuation method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series劉自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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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4412 The Beijing Haggadah created by Leon Fe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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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9043 兩岸詩. 6= A-cross poetry 楊小濱, 何言宏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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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91838 越南民間故事: 五行山傳說= SỰ TÍCH NÚI NGŨ HÀNH吳孟憐編寫; 紅河繪圖; 陳秋河翻譯 2020-1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8891845 越南民間故事: 三海湖傳說= SỰ TÍCH HỒ BA BỂ范玉俊編寫; 紅河繪圖; 陳秋河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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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果數位內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昇新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岸詩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怡和創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和宮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昇法律事務所



9789869774475 強棒!圖表理解必勝寶典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工法篇黃煇雲, 蘇純嬅作 2021-05-00 第七版 平裝 上冊

9789860644807 強棒!圖表理解必勝寶典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工法篇黃煇雲, 蘇純嬅作 2021-05-00 第七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774482 強棒!圖表理解必勝寶典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法規篇黃煇雲, 蘇純嬅作 2021-05-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9774499 強棒!系統理解術科完整題庫: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黃煇雲, 蘇純嬅編著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2834 A survey of <<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Op.61 >> by L.V.BeethovenRichard Lin作 2021-04-00 精裝

9789869652841 The enlightenment of Baroque and classical vocal musicSeung Jin,Choi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9652858 河合拜爾鋼琴教本. 上冊 2019-11-00 第34版 平裝

9789869652865 河合拜爾鋼琴教本. 下冊 2020-10-00 第34版 平裝

9789869652872 鋼琴等級檢定測驗進階教材. 第一冊, Level 15-12 2020-09-00 第56版 平裝

9789869652889 鋼琴等級檢定測驗進階教材. 第三冊, Level 9-8 2018-07-00 第41版 平裝

9789869652896 鋼琴等級檢定測驗進階教材. 第四冊, Level 7-6 2018-11-00 第28版 平裝

9789860667301 鋼琴等級檢定測驗曲集. 1, Level 9-8 2020-07-00 第42版 平裝

9789860667318 鋼琴等級檢定測驗曲集. 2, Level 7-6 2019-04-00 第29版 平裝

9789860667325 鋼琴等級檢定測驗曲集. 3, Level 3-6 2020-07-00 第7版 平裝

9789860667332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1, 視奏(一) 林進祐著 2020-12-00 第135版 平裝

9789860667349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4, 聽奏(二) 林進祐著 2020-12-00 第81版 平裝

9789860667356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5, 配伴奏(一) 林進祐著 2020-10-00 第88版 平裝

9789860667363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6, 配伴奏(二) 林進祐著 2020-10-00 第16版 平裝

9789860667370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7, 視奏(三) 林進祐著 2017-02-00 第4版 平裝

9789860667387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8, 配伴奏與變奏(三)林進祐著 201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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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85335 彩墨生輝東亞名家彩墨書畫聯展. 二0二0年: 東亞名家書畫集. 第六輯王美美策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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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0872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天氣預報 姬晟軒編著; 中島尚美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540889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勇者大冒險 吳濤編著; 卡蒂亞.維迪納斯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540896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勇敢說出我不要 沈蕾娜編著; 貓粒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3501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不一樣的二十四節氣 肖克之編著; 涂倩文繪; 王渝生主編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3518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哇!太空= Wow space 馬勁編著; showlin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3525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萬物不可思議的由來 項華編著; 樊煜欽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3532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過節啦 肖克之編著; 蘭釗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3549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豐收的糧食 劉全儒編著; 黃架鑫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3556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城市的運轉 王渝生編著; 沙德培繪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3563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和興趣一起長大 沈蕾娜編著; 啊囡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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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6606 FFTC@50 edit by FFTC Editing team 2020-10-00 平裝

9789869936613 ICTs for precision agriculture focusing on rice production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edit by Akira Hasebe, Zolkafli Bin Aris 2020-11-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6620 Implemen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r the benefit of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l-beingedited by Kuo-Ching Lin, Kuang-Chu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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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50155 茶香的真相: 一個老茶人的堅持 李兆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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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41721 <>詳析 法雲居士著 2020-08-00 第1版 平裝

9789866441752 紫微+土象星座算命更準 法雲居士著 2020-11-00 第1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拇指王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和樂器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東亞藝術研究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091897 針愛小神醫 迷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1903 針愛小神醫 迷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1910 針愛小神醫 迷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1927 無顏福妻 柴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934 無顏福妻 柴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91941 牛轉窮苦 一曲花絳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1958 牛轉窮苦 一曲花絳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1965 牛轉窮苦 一曲花絳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1972 福運莽妻 山有木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1989 福運莽妻 山有木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91996 迎妻納福 月舞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92009 迎妻納福 月舞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92016 迎妻納福 月舞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92023 落難千金翻身記 溪拂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2030 落難千金翻身記 溪拂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92047 農門第一剩女 藍夢寧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92054 農門第一剩女 藍夢寧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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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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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8848 虎茅庄書會第五次聯展專集 徐文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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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5871 無用. 創刊號 林韋地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45888 建國與國際政治: 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hina,Indonesia,and Thailand,1893–1952莊嘉穎作; 鄺健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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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1268 藝術樂章= Music chapter of art 黃明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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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1498 四柱母體玉成= Cultivation of spiritual mentor: four-pillar matrix周瑞宏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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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480578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09學年度= New faculty handbook林良恭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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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480882 吳經國先生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大事年表謝鶯興編輯 2021-05-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9454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寶典 照服研究小組編著 2021-04-00 七版 平裝

9789869939478 商科學生應用民+商法 郭祥瑞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39485 職場法律與個案研究 洪嘉仁, 周齊譜, 陳國維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和氣大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虎茅庄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季風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7

東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8664 青蛙 飛鳥和松鼠: 歐保羅在台灣的故事 江淑文文; 蔡兆倫圖 2021-02-00 精裝

9789869918671 金門的聖誕老公公: 羅寶田神父的故事 余玉玥文; 查李布朗圖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18688 我心敬拜: 基督徒的敬拜禮儀與靈修 劉錦昌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9918695 台灣原住民族智慧語錄 Sudu Tada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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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72500 天醒之路. 第二部 蝴蝶藍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577872708 我有一座恐怖屋 我會修空調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7872937 第一侯 希行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7872999 庶女攻略 吱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7873002 庶女攻略 吱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7873019 庶女攻略 吱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7873026 庶女攻略 吱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7873033 庶女攻略 吱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7873095 第一侯. 第二部 希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7873101 第一侯. 第二部 希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7

9789577873118 第一侯. 第二部 希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8

9789577873156 我有一座恐怖屋. 第二部 我會修空調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7

9789577873163 我有一座恐怖屋. 第二部 我會修空調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33207 女性私密處美形探秘: 婦產科名醫幫妳找回緊緻的青春潘俊亨, 劉祥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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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5523 原來你這麼愛我: 動物心中的小世界 黃孟寅, 彭渤程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6188 漫畫的厲害思想: 1960-80年代日本漫畫的嶄新想像四方田犬彥作; 邱香凝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09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 借問阿嬤 陳冠瑋等作; 陳俊宏總編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16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 雨季不再來 林靖豪, 馬翊航, 孫世鐸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23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3 楊翠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54 少女A 廖之韻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61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教學指南. 3 朱宥勳執行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78 反送中攝影集: 年輕的苦難 藝家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85 不服來戰: 憤青作家百年筆戰實錄 國立臺灣文學館企劃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5892 動物溝通教我的事 黃孟寅, 彭渤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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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39085 打造小小巴菲特 贏在起跑點: 陳重銘的親子理財15堂課陳重銘作; 蔡嘉驊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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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8738 情緣一世紀: 台南公園 程鉄翼著; 翁秀蟬譯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88745 新移民、女性、母語ê社會語言學: 國際婚姻kah語言認同= A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new immigrants,women and mother tongues: transnational marriage,language,and identity= Sin-î-bîn,Lú-sèng,Bó-gí ê Siā-hōe Gí-giân-ha̍ k: Kok-chè Hun-in kah Gí-giân Jīn-tông陳麗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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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4114 Kiwipedia food written by Alisha Lee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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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01404 木構造(最新修訂版): 從基礎到實務理論,徹底解構「柱樑構架式」工法、材料、接合、耐震與構架計畫全圖解山邊豐彥著; 張正瑜譯 2021-03-00 修訂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鳥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3

金魚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使徒



9789864801411 圖解幕末維新(更新版) 外川淳著; 林農凱譯 2021-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4801435 圖解日式自然風庭園 秋元通明著; 徐詠惠譯 2021-03-00 修訂2版 平裝

9789864801442 高級手工訂製紳士鞋 三澤則行監修; 劉向潔譯 2021-03-00 修訂1版 精裝

9789864801459 超統計學 小林克彥監修; 方瑜翻譯 2021-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4801473 建築材料最新修訂版 Area045著; 洪淳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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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0224 德國鐵道自由旅行= Railpass trip on Deutschland楊春龍文字.攝影 2020-07-00 第六版 平裝

9789869770255 吉隆坡檳城馬來西亞= An easy trip on Kuala-Lumpur,Malaysia楊春龍文字.攝影 2021-06-00 第五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746 流行豆芽譜 姚逸軒編輯 2021-03-00 平裝 第97冊

9789869977753 流行豆芽譜精選 姚逸軒編輯 2021-03-00 平裝 第19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6624 企業文化暨商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21= 2021 Conference on Corporate Culture & Business Development李佑婷, 李鴻文, 邱誌偉, 翁耀臨, 張存金, 陳淼勝, 黃計逢, 葉惠仁, 劉春初, 羅進水編輯委員2021-05-00 平裝

9789869826631 「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2021= 2021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Practice & Applied Science王榮基, 李世珍, 李佑婷, 林家樹, 翁振益, 陳志賢, 陳純德, 陳淼勝, 鄧少華, 羅智耀編輯委員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85221 民法債篇爭點即時通 陳穩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85238 行政法解題書 文若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68467 行政法爭點即時通 巴迪, 香料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68474 刑事訴訟法爭點即時通 屠龍刀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2908 保險法爭點即時通 林予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2991 王復國理解文法(典藏版) 王復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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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6418 美髮沙龍產業勞基法經營寶典 胡錫賢, 張瑞欽作 2021-04-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468797 課程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12年國教改革與華德福教育= The 2020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roceedings: the reform of 12-years' citizen education & waldorf education白慧娟, 余若君, 江姮姬, 凃宏明, 林培祺, 林雅筑, 林美惠, 林勤敏, 吳珮恩, 黃霙如, 陳采秀, 黃惠詩, 陳綉麗, 楊哲青, 張佳燕, 張淨誼, 張倉凱, 張瑜彥, 謝柏昇等著; 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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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88807 法緣.書緣 單德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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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89101 觀音妙智: 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要 聖嚴法師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575989118 好讀雜阿含經. 第三冊: 實修實證自在解脫. 卷二十一至卷三十(劉宋)求那跋陀羅尊者翻譯; 台大獅子吼佛學專站編註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9125 禪的理論與實踐(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9132 聖嚴研究. 第十四輯, 聖嚴法師與禪學研究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5989149 阿嬤的粽子 陳辰著; 菊子繪 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5989163 止觀禪: 打開心門的鑰匙 釋果暉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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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5327 幸運到老: 修行是最好的陪伴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阿尼蔣秋卓瑪藏譯中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785341 藥師佛儀軌: <> : 彙編自天法密意藏.心界光明之增飾= ༄༅། །དགོངས་གཏེར་ཐུགས་ཀྱི་ཀོང་གསལ་གྱི་ཟུར་རྒྱན་གནམ་ཆོས་ཉྱིད་ནས་  ཟུར་དུ་བསྱིགས་པ་སྨན་བླའྱི་ཆོ་ག་བཻཌ ཱུརྱའྱི་ཆུ་རྒྱུན་བཞུགས་སོ།  །恰美仁波切儀軌彚編;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中.審訂2021-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課程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波斯納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雅國際美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卓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博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采晴出版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7208 我的好人卡王子 月影紗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7215 不會通靈的寵物溝通師: 關於愛的練習 劉凱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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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8522 久坐久站小心肺栓塞 楊興生, 孫靜平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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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8201 吹落企!薩友同樂會 王云希(Sax Ruby)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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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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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21566 寓言世紀夢公園 和裕文化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947428 詩經 2020-10-00 一版二刷 平裝

9789869947442 孟子 2020-11-00 一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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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7480 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的故事 和裕文化編著 2021-01-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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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5630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白話翻譯)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釋常愍語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647 斗姆元尊先天一炁九皇真經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654 神農大帝真經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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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2407 導覺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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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99369 地理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三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376 地理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三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383 地理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二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390 地理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二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06 地理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一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13 地理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一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20 歷史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三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37 歷史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三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44 歷史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二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51 歷史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二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68 歷史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一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75 歷史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一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82 公民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三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499 公民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三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505 公民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二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512 公民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二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529 公民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一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536 公民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一上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543 地理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三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550 地理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三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567 地理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二下 2020-1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忠義行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道夫樂器

送存冊數共計：2

花園文化



9789866999574 地理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二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581 地理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一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598 地理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一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04 歷史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三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11 歷史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三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28 歷史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二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35 歷史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二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42 歷史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一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59 歷史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一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66 公民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三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73 公民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三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80 公民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二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697 公民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二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03 公民課堂精華集(康). 國中一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10 公民課堂精華集(翰). 國中一下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27 KO會考國文講義(康版). 國三下學期 謝儀, 王郁蓁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34 KO會考國文講義(南版). 國三下學期 謝儀, 李惠惠, 張繼文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41 KO會考國文講義(翰版). 國三下學期 謝儀, 王郁蓁, 李惠惠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58 KO會考國文講義(康版). 國二下學期 何瓊瑩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65 KO會考國文講義(翰版). 國二下學期 何瓊瑩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72 KO會考國文講義(康版). 國一下學期 李惠惠, 章瑞竹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89 KO會考國文講義(翰版). 國一下學期 李惠惠, 章瑞竹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796 KO會考數學講義(康版). 國二下學期 張詠翔, 張宸熙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02 KO會考數學講義(康版). 國一下學期 張詠翔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19 KO會考理化/地球科學講義(康版). 國三下學期李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26 KO會考理化/地球科學講義(南版). 國三下學期李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33 KO會考理化/地球科學講義(翰版). 國三下學期李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40 KO會考理化講義(康版). 國二下學期 李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57 KO會考理化講義(南版). 國二下學期 李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64 KO會考理化講義(翰版). 國二下學期 江翊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71 KO會考生物講義(康版). 國一下學期 夏至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88 KO會考生物講義(南版). 國一下學期 夏至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895 KO會考生物講義(翰版). 國一下學期 夏至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6999901 KO會考國文講義(康版). 國三上學期 芮芮, 謝儀, 王郁蓁, 李惠惠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25 KO會考國文講義(翰版). 國三上學期 芮芮, 謝儀, 王郁蓁, 李惠惠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32 KO會考國文講義(康版). 國二上學期 謝儀, 李惠惠, 章瑞竹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49 KO會考國文講義(翰版). 國二上學期 王郁蓁, 李惠惠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56 KO會考國文講義(康版). 國一上學期 王郁蓁, 李惠惠, 章瑞竹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63 KO會考國文講義(翰版). 國一上學期 王郁蓁, 李惠惠, 章瑞竹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70 KO會考數學講義(康版). 國二上學期 張詠翔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87 KO會考數學講義(康版). 國一上學期 張詠翔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6999994 KO會考理化/地球科學講義(康版). 國三上學期李季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04 KO會考理化/地球科學講義(南版). 國三上學期李季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11 KO會考理化/地球科學講義(翰版). 國三上學期李季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28 KO會考理化講義(康版). 國二上學期 李季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35 KO會考理化講義(南版). 國二上學期 李季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42 KO會考理化講義(翰版). 國二上學期 江翊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59 KO會考生物講義(康版). 國一上學期 夏至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66 KO會考生物講義(南版). 國一上學期 夏至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73 KO會考生物講義(翰版). 國一上學期 夏至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08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康). 1下 許子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09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南). 1下 郭金川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0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翰). 1下 陳佑安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1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康). 2下 許子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2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南). 2下 郭金川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3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翰). 2下 劉珮昕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4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康). 3下 陳佑安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5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南). 3下 郭金川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6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翰). 3下 許子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7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康). 4下 玄子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8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南). 4下 陳佑安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19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翰). 4下 許子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0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康). 5下 郭金川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1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南). 5下 陳佑安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2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翰). 5下 許子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3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康). 6下 郭金川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4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南). 6下 郭金川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5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國語(翰). 6下 許子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6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康). 1下 知文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7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南). 1下 筱述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8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翰). 1下 凌厲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29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康). 2下 孟瑤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0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南). 2下 凌厲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1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翰). 2下 郭棠瑋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2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康). 3下 品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3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南). 3下 品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4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翰). 3下 郭棠瑋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5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康). 4下 湘云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6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南). 4下 陳妍心, 品宣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7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翰). 4下 郭棠瑋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8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康). 5下 陳妍心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39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南). 5下 陳妍心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4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翰). 5下 郭棠瑋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41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康). 6下 陳妍心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42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南). 6下 陳妍心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43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數學(翰). 6下 郭棠瑋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448 新絲路-文意高分特快車: 20種應用技巧全攻略若水, 謝儀, 簡文姬, 陳麗卉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37455 新絲路-閱讀超會考 林立, 彥井流編著 2017-04-00 平裝

9789860737462 新絲路-會考文意萬花筒 黃韻婷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860737479 新絲路-成語放大鏡 黃祐真編著 2017-04-00 平裝

9789860737486 新絲路-閱讀放大鏡. Ⅰ 吳誼穗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860737493 新絲路-閱讀放大鏡. II 吳誼穗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860737509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張瑩倩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37516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游睦壬煸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37523 公民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映竹, 晨葳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37530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中國篇 尤淑芳, 洪文芳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860737547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世界篇 黃秋鳳, 洪文芳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860737554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中國篇 胡庭維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860737561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世界篇 胡庭維編著 2014-04-00 平裝

9789860737578 KO理化教室. 1, 實驗須知與認識物質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585 KO理化教室. 2, 波動與聲音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592 KO理化教室. 3, 光與顏色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08 KO理化教室. 4, 熱與傳播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15 KO理化教室. 5, 物質結構與化學反應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22 KO理化教室. 6, 電解質與酸鹼鹽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39 KO理化教室. 7, 氧化還原與反應速率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46 KO理化教室. 8, 有機化合物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53 KO理化教室. 9, 力與壓力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60 KO理化教室. 10, 直線運動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77 KO理化教室. 11, 力與運動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84 KO理化教室. 12, 功與能量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691 KO理化教室. 13, 基本電學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707 KO理化教室. 14, 電的效應與應用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714 KO理化教室. 15, 電與磁效應 張芮慈編著 2012-04-00 平裝

9789860737721 關鍵圖表一路通.地理 洪文芳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860737738 關鍵圖表一路通.歷史 吳宥芯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860737745 關鍵圖表一路通.公民 席德編著 2019-04-00 平裝

9789860737752 超愛讀國文(康版). 國中三上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769 超愛讀國文(南版). 國中三上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776 超愛讀國文(翰版). 國中三上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783 超愛讀數學(康版). 國中三上 陳愷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790 超愛讀數學(翰版). 國中三上 陳愷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806 超愛讀理化/地科(康版). 國中三上 李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813 超愛讀理化/地科(南版). 國中三上 李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820 超愛讀理化/地科(翰版). 國中三上 李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837 超愛讀國文(康版). 國中三下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844 超愛讀國文(南版). 國中三下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851 超愛讀國文(翰版). 國中三下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868 超愛讀數學(康版). 國中三下 陳愷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875 超愛讀數學(翰版). 國中三下 陳愷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882 超愛讀理化/地科(康版). 國中三下 李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899 超愛讀理化/地科(南版). 國中三下 李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905 超愛讀理化/地科(翰版). 國中三下 李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37912 進 國文講義(翰版). 國中二上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29 進 國文講義(康版). 國中一上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36 進 國文講義(南版). 國中一上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43 進 國文講義(翰版). 國中一上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50 進 數學講義(康版). 國中二上 宋信融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67 進 數學講義(康版). 國中一上 宋信融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74 進 生物講義(康版). 國中一上 謝寧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81 進 生物講義(翰版). 國中一上 謝寧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37998 進 國文講義(康版). 國中一下 何昀倪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004 進 國文講義(南版). 國中一下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011 進 國文講義(翰版). 國中一下 蔡孟澂, 黃楷懿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028 進會考 數學講義(康版). 國中二下 陳弘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035 進 數學講義(康版). 國中一下 宋信融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042 進 生物講義(康版). 國中一下 謝寧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059 進 生物講義(翰版). 國中一下 謝寧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066 KO會考-國文總複習講義(全) 李惠惠, 許恩琪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073 KO會考-國文總複習講義. 1-4冊 李惠惠, 許恩琪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080 KO會考-數學總複習講義(全) 謝惠萍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097 KO會考-數學總複習講義. 1-4冊 謝惠萍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03 KO會考-理化總複習講義(全) 張嘉均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10 KO會考-理化總複習講義. 3-4冊 張嘉均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27 KO會考-生物總複習講義(全) 謝玉雪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34 KO會考-地球科學總複習講義(全) 張嘉均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41 KO會考-地理總複習講義(全) 洪文芳, 曾鈺真, 陳曦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58 KO會考-歷史總複習講義(全) 蔡奇麟, 王宇新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65 KO會考-公民總複習講義(全) 陳亞卉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72 進-國文總複習講義(全) 覃子居,溥豊仁, 吳風蓉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89 進-數學總複習講義. 1-4冊 何羽珊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196 進-數學總複習講義. 5-6冊 何羽珊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020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1上(含首冊) 許子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1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1上(含首冊) 郭金川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2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1上(含首冊) 陳佑安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3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2上 許子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4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2上 郭金川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5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2上 劉珮昕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6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3上 陳佑安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7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3上 郭金川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8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3上 許子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29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4上 玄子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0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4上 陳佑安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1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4上 許子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2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5上 郭金川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3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5上 陳佑安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4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5上 許子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5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6上 郭金川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6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6上 郭金川, 陳佑安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7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6上 許子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8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1上 孟瑤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39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1上 筱述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1上 凌厲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1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2上 知文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2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2上 澄愷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3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2上 凌厲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4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3上 湘云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5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3上 巧莉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6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3上 郭棠瑋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7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4上 湘云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8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4上 巧莉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49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4上 郭棠瑋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0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5上 品宣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1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5上 羅大仁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2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5上 郭棠瑋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3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6上 陳妍心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4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6上 魏佳荔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5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6上 郭棠瑋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6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 1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7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1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8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1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59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 2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0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2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1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2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2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3上 楊衝, 寧媗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3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3上 啟迪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4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3上 李軒, 高育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5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4上 楊衝, 寧媗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6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4上 啟迪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7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4上 黃小玲, 亭亭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8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5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69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5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0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5上 楊衝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1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6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2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6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3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6上 一中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4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3上 蔡喆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5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3上 劉慕依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6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3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7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4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8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4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79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4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80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5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81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5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82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5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83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6上 鄧方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84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6上 林宜瑄, 張亭婕, 劉慕依 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85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6上 奕昕, 謝臻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074092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3下 楊衝, 寧媗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093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3下 啟迪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0745160 ㄅㄆㄇ動物園: 小一先修國語讀本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5177 ㄅㄆㄇ動物園: 小一先修國語評量本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5184 ㄅㄆㄇ動物園: 小一先修國語教師手冊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5191 123動物園: 小一先修數學讀本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5207 123動物園: 小一先修數學評量本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5214 123動物園: 小一先修數學教師手冊 2020-04-00 平裝

9789860745221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國語搶鮮營. 1升2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238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國語搶鮮營. 2升3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245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國語搶鮮營. 3升4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252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國語搶鮮營. 4升5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269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國語搶鮮營. 5升6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276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數學搶鮮營. 1升2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283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數學搶鮮營. 2升3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290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數學搶鮮營. 3升4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306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數學搶鮮營. 4升5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313 國小暑期先修教材 數學搶鮮營. 5升6 2016-04-00 平裝

9789860745320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中年級 1 文妙生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337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中年級 2 文妙生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344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中年級 3 希希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351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中年級 4 希希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368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高年級 1 希希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375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高年級 2 希希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382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高年級 3 文妙生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399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高年級 4 文妙生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405 國小數學 演練好識多. 3年級 巧莉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412 國小數學 演練好識多. 4年級 巧莉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429 國小數學 演練好識多. 5年級 巧莉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436 國小數學 演練好識多. 6年級 巧莉編著 2013-04-00 平裝

9789860745795 進會考: 國文總複習講義主題式 覃子居, 溥豊仁, 吳風蓉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745801 進會考: 數學總複習講義. 1-4冊 何羽珊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745818 KO會考: 理化總複習講義. 3-4冊 張嘉均, 謝甫宜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745825 KO會考: 生物總複習講義 張妤真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745832 KO會考: 歷史總複習講義. 1-4冊 蔡奇麟, 王宇新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745849 KO會考: 公民總複習講義. 1-4冊 陳亞卉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745856 KO會考: 地理總複習講義. 1-4冊 洪文芳, 林喬伊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0745931 新絲路: 閱讀素養特攻 譚云止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45948 進會考: 國文講義(翰版). 國中二上 何昀倪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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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2424 Let's talk Kentucky. book 03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2431 Let's talk Kentucky. book3, workbook A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2448 Let's talk Kentucky. book3, workbook B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2455 Let's talk Kentucky. book1, workbook A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0-08-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32462 Let's talk Kentucky. book1, workbook B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202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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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93577 老有所安= A selection from the mind-life & environment lectures: aging in the peace of mind楊蓓, 黃信勳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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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7809 管理與服務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novation李得盛, 蔣欣雅編輯 2021-05-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358821 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第十五屆= 2020 The 15th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ization莊立民編 2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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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58845 情感教育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林乃慧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6358852 國民中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專業成長之研究 孫國華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6358890 大學生的職涯探索與領航= Career exploration and navigation林乃慧著 2021-05-00 平裝

9789866358937 課程發展的理論與研究 孫國華著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358876 實時: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科技學系畢業專刊. 110級= Being present!: CJCU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ided Media Design 110th許銘芳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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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83761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萬特特等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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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36473 茶道: 將茶席裡的美,擴及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鄭姵萱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497 你並非一無所有 萬特特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497 你並非一無所有 萬特特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541 你並非一無所有 萬特特著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36503 料理生活家的廚藝事典= 今さら聞けない料理のこつ有元葉子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534 Amyの私人廚房,一日兩餐快速料理 張美君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527 你不用看別人臉色也可以活得很好: 學會拒絕家人、朋友、同事,不再讓自己受傷,做真正的自己= 당신 생각은 사양합니다韓慶恩著; 胡椒筒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572 3分鐘鬆鬆筋膜.解痛伸展 王羽暄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619 快吃快拌麵: 用現成調味料快速做出油香、醬香、素食、異國風味乾拌麵駱進漢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732 醫生保證瘦的減醣料理 小喵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長榮大學媒體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法鼓文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88

送存冊數共計：288

肯塔基文教企業



9789865536749 飲食決定去濕力: 身體除濕大作戰 楊淑媚, 蔡昆道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6756 0秒說明!立即見效的「紙一張」簡報術 淺田卓著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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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37518 聽雪譜. 2 弄玉著 2021-02-00 其他

9789862937525 逍遙小散仙18 迷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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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70793 叮叮噹聖誕任務 艾薇.斯諾(Ivy Snow)文; 漢娜.托森(Hannah Tolson)圖; 仙娣 Sandy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0861 小老鼠的閃亮聖誕節夜 山姆.塔普林(Sam Taplin)作; 艾莉森.弗琳德(Alison Friend)繪; 劉書豪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011 小梅布爾有個大計畫 金.希利亞德(Kim Hillyard)文.圖; 吳愉萱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462 拿鐵因子: 最小又最強的致富習慣 大衛.巴哈(David Bach), 約翰.大衛.曼恩(John David Mann)著; 藍曉鹿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493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工作? 池上彰作; 佳奈繪; 賴惠鈴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071516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工作? 池上彰作; 佳奈繪; 賴惠鈴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071639 太陽與她的花 露琵.考爾(Rupi Kaur)著; 張家綺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646 小瓢蟲聽到大祕密: 保衛母牛大作戰! 朱莉亞.唐納森作; 莉迪亞.蒙克斯繪; 曾宇真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653 小瓢蟲聽到大祕密: 誰偷走了雞蛋? 朱莉亞.唐納森作; 莉迪亞.蒙克斯繪; 曾宇真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691 小小比利熊成長繪本: 我會記得說愛你 米莉安.莫斯(Miriam Moss)作; 安娜.庫里(Anna Currey)繪; 王鈺婷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707 小小比利熊成長繪本: 我會乖乖睡覺 米莉安.莫斯(Miriam Moss)作; 安娜.庫里(Anna Currey)繪; 王鈺婷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714 小小比利熊成長繪本: 我家有新寶寶 米莉安.莫斯(Miriam Moss)作; 安娜.庫里(Anna Currey)繪; 王鈺婷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721 為了好好活著,我們最終走向更壞= 최선의 삶林率兒(임솔아)著; 陳聖薇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738 你明明心好累,為何還裝作無所謂?: 破解你的「假情緒」,看懂並接納自己內在真實需要= 가짜감정金容太著; 鄭筱穎譯 2020-09-00 平裝

9789865071745 實現財務自由的被動收入計畫: 不再用時間、勞力換取金錢,打造自動賺錢的多重開源大全= The power of passive income: make your money work for you南丁格爾-科南特集團(Nightingale-Conant)著; 葉子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752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瓢蟲有多重?= How much does a ladybird weigh?艾莉森.利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769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鯨魚有多長?= How long is a whale?艾莉森.利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776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袋鼠可以跳多遠?= How far can a kangaroo jump?艾莉森.利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783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暴龍有多高?= How tall was a t.rex?艾莉森.利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790 驚奇的動物數學課: 猜一猜,迅猛龍有多快?= How fast was a velociraptor?艾莉森.利曼塔尼(Alison Limentani)作; 聞翊均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806 健身新手重訓攻略= 世界一使える 筋トレ完全ガイド荒川裕志著; 黃筱涵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813 我只是好好生活,工作竟然變順了: 讓工作和生活相輔相成,解決人生卡關、突破困頓的翻轉指南= Job joy: your guide to success,meaning and happiness in your career克莉絲坦.扎沃(Kristen J. Zavo)著; 林吟貞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820 看看我的新牙齒 金柱伊作.繪; 林建豪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837 丹妮拉也想當海盜: 女生就不能當海盜嗎？ 蘇珊娜.伊瑟恩作; 戈麥斯繪; 曾宇真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844 海盜女孩爭霸戰 蘇珊娜.伊瑟恩作; 戈麥斯繪; 葉淑吟譯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851 筋膜修復.重塑徒手按摩全書= Fix it with your hands: reshaping fascia for pain relief and improved function南西.約翰斯(Nancy J Johns)著; 楊雅婷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868 (知識放大鏡)人體結構: 探索人體的組成與運作奧祕南希.迪克曼作; 亞當.豪林繪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875 (知識放大鏡)交通工具: 探索陸海空運輸工具的運轉奧祕奧納爾.海德作; 多諾.奧馬利繪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882 不善社交的內向人,怎麼打造好人脈?: 矽谷人不聚會、少出門,也能與人高效連結的「關鍵人脈術」= 内向的な人のための スタンフォード流 ピンポイント人脈術竹下隆一郎著; 李韻柔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899 撫慰身心的精油擴香芳療: 64種基礎精油×160種擴香配方,改善焦慮、疲勞、過敏、頭痛等200種身心問題= Aromatherapy with essential oil diffusers: for everyday health and wellness卡琳.帕拉莫爾(Karin Parramore)著; 賴佳妤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905 食物風味搭配科學: 3000種食材.270個食材風味輪.700個搭配表格,一萬種究極風味組合,世界頂尖主廚私藏的搭配聖經彼得.庫奎特, 伯納德.拉烏斯, 喬翰.朗根畢克著; 洪慈敏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912 拯救角鹿大作戰: 別怕,總會有辦法 嚴惠淑(엄혜숙)作; Regina(레지나)繪; 鄭筱穎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929 小松鼠的紙飛機: 一起玩,最好玩 刀根里衣作; 謝恩平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936 幼兒生活認知翻翻書: 寶寶的一天 荷莉.貝絲(Holly Bathie)作; 梅利桑德.盧辛格(Melisande Luthringer)繪; 周任妤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943 窮究台灣茶: 如何選購、享受台灣茶 池上麻由子著; 連雪雅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950 好好回話,開啟好關係: 用三句話暖進人心,做個支撐他人的成熟大人= 당신이 옳다鄭惠信著; 林侑毅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967 我終於捨得讓雪落下 劉定騫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974 價值投資操作金律: 葛拉漢與陶德預測景氣循環、評估企業價值、選對獲利股票的不敗法則= A modern approach to Graham and Dodd investing湯姆斯.奧(Thomas P. Au)著; 辛亞蓓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1981 如果我是汽車設計師 克里斯.范杜森作.繪; 曾宇真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1998 如果我是房子設計師 克里斯.范杜森作.繪; 曾宇真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001 如果我是學校設計師 克里斯.范杜森作.繪; 曾宇真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018 聚焦時間管理法: 只做最重要的事,活出最佳人生節奏= 最適な「人生のペース」が見つかる 捨てる時間術若杉彰著; 葉廷昭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025 選茶.泡茶.品茶 好茶的科學: 影響鮮味、苦味、香氣的關鍵是?日本大師教你掌握溫度、比例,泡出回甘好茶!三木雄貴秀著; 游韻馨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032 精油芳療.手足按摩應用圖典: 3大按摩法x38種基礎精油,結合芳香療法與中醫穴道的治癒力量,改善120個身心症狀= Ma bible de la réflexologie et de l'acupression aux huiles essentielles Broché丹尼爾.費絲緹(Danièle Festy), 安娜.杜福(Anne Dufour)著; 許雅雯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049 摩丑世代= Los asquerosos 聖地亞哥.羅倫佐(Santiago Lorenzo)著; 劉家亨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056 你可以投身工作,但不迷失自己: 給在職場中迷惘的女兒,第一天上班就該懂的工作思維= 첫 출근하는 딸에게: 요즘 것들을 위한 직장생활 안내서許斗榮(허두영)著; 馮燕珠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063 奇怪的失物保管所 金永鎮作.繪; 鄭筱穎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070 我只是有一點點不同: 我的聽力不好,你願意接納我嗎?艾爾菲.尼森作; 埃琳.范林登赫伊曾繪; 曾宇真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087 動物是怎麼睡覺的? 葉夫根尼婭.岡瑟作; 納塔利婭.波娃繪; 林冠伶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094 迷路小雞的城市冒險: 看地圖和路標好簡單 邵.瑞納(Shoo Rayner)作; 王鈺婷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100 波拉走丟了: 走失迷路要記得的六件事 加布莉亞.雷培卡.魏斯(Gabriela Rzepecka-Weiß)作; 瑪格達蓮娜.科茲.諾瓦克(Magdalena Kozieł-Nowak)繪; 劉維人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186 極速解決工作難題的心智圖大全: 6大功能X7大工作領域X43個常見問題,讓你用心智圖舉一反三,輕鬆解決各種職場難題!胡雅茹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4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采實文化



9789865072216 10天擺脫膝蓋痛: 不開刀、不打針!3大鍛鍊操x5大運動法,專業治療師的膝蓋自癒重生計劃高田祐希著; 黃筱涵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223 讓大眾小眾都買單的單一顧客分析法= たった一人の分析から事業は成長する 実践 顧客起点マーケティング西口一希著; 陳冠貴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230 憂鬱擱淺的我,也想好好工作: 一個憂鬱症患者從繭居在家到走向世界的重生之旅= どんなに弱くても人は自由に働ける阪口裕樹著; 葉廷昭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247 與成功對頻: 成功需要努力,更需要心靈能力,你的思維慣性,決定你的人生與命運= Just f*king do it: stop playing small. transform your life娜婀.希伯特(Noor Hibbert)著; 謝佳真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254 飛不起來的我,能做特別的事 蓋德.亞當(Ged Adamson)作; 司家華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261 我們不一樣,這樣更棒= One of these is not like the others巴尼.索茲伯(Barney Saltzberg)作; 吳愉萱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278 我會愛護我的寶貝車車= しばいぬケンくんとあおいくるまくん鈴森蜜柑作; 林佩瑾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285 日日小掃除,舒壓整理術 林可凡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339 等了100年的獅子 石井睦美作; 阿部弘士繪; 林佩蓉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346 齊博士精油療癒全書: 開啟精油療癒力!緩解疼痛、安定情緒、潔顏保養,150款從內而外全面照護的天然精油配方艾瑞克.齊林斯基著; 鄭百雅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353 一天一篇人文閱讀,養出心智強大的孩子: 每天十分鐘,在家就能學素養= 아이를 위한 하루 한 줄 인문학: 내면의 힘이 탄탄한 아이를 만드는 인생 문장 100金鐘沅著; 鄭筱穎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360 我也好想去遠足 穗高順也作; 長谷川義史繪; 吳怡文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377 一年頂十年 剽悍一隻貓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384 一天一篇短日記,寫出英文強實力 Mami作; 林以庭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391 我養了一隻暴龍 信實作; 陳玟馨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407 總是不確定的小獅子 皮普.史密斯(Pip Smith)作; 波.懷利(Beau Wylie)繪; 劉維人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414 零基礎入門的機器學習圖鑑: 2大類機器學習X17種演算法XPython基礎教學,讓你輕鬆學以致用= 見て試してわかる機械学習アルゴリズムの仕組み 機械学習図鑑秋庭伸也, 杉山阿聖, 寺田學著; 周若珍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421 1個月-7kg奇蹟蛋白質減重法: 攝取蛋白質+簡單運動=14天效果立現!打造理想體型、貫徹減重意志的最強飲食法土田隆著; 許郁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438 心撲通撲通,我喜歡你 李恩惠作.繪; 林建豪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445 居家照護全書(完全圖解): 日常起居.飲食調理.心理建設.長照資源.疾病護理.失智對策,第一本寫給照顧者的全方位實用指南金田由美子, 東田勉編著; 蘇暐婷, 游韻馨, 蔡麗蓉, 周若珍譯2021-0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072452 1枝筆+1張紙,說服各種人: 最強圖解溝通術,學會4種符號,職場、生活、人際關係,4圖1式就搞定!多部田憲彥著; 周若珍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469 我的第一本雨林動物書= My first book of jungle animals克萊爾.菲利普(Claire Philip)作; 尚.克勞德(Jean Claude)繪; 劉維人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476 我的第一本太空書= My first book of space 克萊爾.菲利普(Claire Philip)作; 尚.克勞德(Jean Claude)繪; 藍仕豪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483 動物寶寶是怎麼出生的?= どうぶつのあかちゃんうまれた鈴木守作; 謝恩平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490 哇!「水」原來這麼重要!= みずとはなんじゃ？加古里子作; 鈴木守繪; 陳玟馨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513 有一種崩潰叫,陪孩子寫作業 王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520 我會刷牙!也會幫獅子刷牙!: 幼兒生活互動學習繪本= Hilf dem Löwen Zähne putzen!蘇菲.薛華德(Sophie Schoenwald)作; 鈞特.亞可伯斯(Günther Jakobs)繪; 林硯芬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568 愛吃糖的倒楣怪獸 渼釪作.繪; 林建豪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575 好習慣,讓感冒蟲跑光光 渼釪作.繪; 林建豪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582 激痛點按摩全書: 圖解7大疼痛部位X激痛點按摩9大原則,緩解疼痛、恢復身體活動力,做自己的治療師= The trigger point therapy workbook克萊爾.戴維斯(Clair Davies), 安柏.戴維斯(Amber Davies)著; 王念慈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599 我所預感的悲傷未來 加納朋子著; 韓宛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605 原型食物煲湯料理: 發揮食物營養力,元氣顯瘦、滋養身心的53道溫暖湯品Lowlee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612 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 Love yourself like your life depends on it卡馬爾.拉維坎特(Kamal Ravikant)著; 姚怡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629 美國第一健身強人,科學化鍛鍊全書: 重訓×飲食,12週有效訓練,突破身型、練出精實肌肉麥可.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賴孟怡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636 從0開始打造財務自由的致富系統: 暢銷10年經典「系統理財法」,教你變成有錢人=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 no guilt.no excuses.no BS.just a 6-week program that works拉米特.塞提(Ramit Sethi)著; 簡瑋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650 鍛鍊你的意志力: 意志力像肌肉,鍛鍊就能強化!讓你擺脫窮忙,效率No.1= 何をやっても続かないのは、脳がダメな自分を記憶しているからだ岩崎一郎著; 謝承翰譯 2021-02-00 初版一刷 平裝

9789865072667 冰箱家族!合力搶救冰淇淋 尹貞珠作.繪; 林建豪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674 牙刷超人幫幫忙! 丁希在作; 朴宣映插圖; 林建豪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681 小小建築師: 動物界的建築大師 莎蘭.泰勒作; 莫雷諾.奇亞切拉繪; 穆允宜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698 小小建築師: 童話裡的建築大師 傑瑞.貝利作; 喬爾.德雷米繪; 穆允宜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704 讓你說話更有趣的40個技巧: 日本說話大師教你這樣說,克服緊張害羞,報告、提案、閒聊都能一開口就具有感染力!= 話し方の技術が面白いほど身につく本(改訂版)櫻井弘著; 趙君苹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72711 人類圖,愛.關係與性: 揭開人與人相互吸引的祕密,找到對的相處模式,為愛綻放= Korsett beziehung?: In Partnerschaft und Sexualität sich selbst leben安節雅(Andrea Reikl-Wolf), 蘇嘉.G.舒拉莫(Shurga G. Schrammel)著; 趙崇任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728 天然香氛60款: 4大香氣基調X37款身體保養香氛X25種空間擴香配方,設計獨一無二的私屬香氛弗瑞.葛林(Fern Green)著; 黃明玲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735 超級思維: 跨界、跨域、跨能,突破思考盲點,提升解決能力的心智模式大全= Super thinking: the big book of mental models蓋布瑞.溫伯格(Gabriel Weinberg), 蘿倫.麥肯(Lauren McCann)著; 林麗雪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742 為什麼他老是聽不懂?為什麼她總是在生氣?: 能聊也能撩,讓你主導關係的男女心理學= 解決したがる男 共感がほしい女内藤誼人著; 姜柏如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759 倒數60天職場生存日記: 四十五歲的我在工作低谷,尋找人生選擇權Vito(蔣宗信)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766 如果可以,你最想變成誰?= Karneval im Zoo 蘇菲.薛華德(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斯(Günther Jakobs)繪; 林硯芬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773 充滿祕密的魔石館. 1, 藏在戒指裡的紅眼惡魔= 秘密に満ちた魔石館廣嶋玲子作; 佐竹美保繪; 林佩瑾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780 (圖解)最高勝率的手機當沖法: 一支手機5分鐘操作,勝率高達85％的技法,股市天天都是你的提款機劉家誠(Jasper)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803 區塊鏈: 下一波散戶投資錢潮= Blockchain for everyone: how I learned the secrets of the new millionaire class(and you can,too)約翰.哈格雷夫(John Hargrave)著; 張家綺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810 簡短卻強大的3分鐘簡報: 好萊塢金牌導演教你「WHAC法」成功提案,用最短時間說服所有人= The 3-minute rule: say less to get more from any pitch or presentation布蘭特.平維迪克(Brant Pinvidic)著; 易敬能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834 膝關節修復全書: 前十字韌帶撕裂.慢性膝蓋疼痛.退化性關節炎,25種常見膝蓋問題的修復照護指南= The knee injury bibl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knee injuries,how to treat them,and how they affect your life羅伯特.F.拉普雷德(Robert F. LaPrade), 盧克.歐布萊恩(Luke O'Brien), 豪爾赫.查拉(Jorge Chahla), 尼古拉斯.I.肯尼迪(Nicholas I. Kennedy)著; 王念慈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841 好主管就該學的不傷感情責罵術: 關鍵時刻,56個不動氣的責備技巧,打造士氣高、效率驚人的優質團隊= 叱って伸ばせるリーダーの心得56中嶋郁雄著; 黃筱涵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72865 真正想說的話,更要好好說: 心理諮商師教你用最忠於自我的話語,化解最難解的關係困境= 개떡같이 말하면 개떡같이 알아듣습니다.. 그렇게 말해도 이해할 줄 알았어金玧姃著; 黃莞婷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889 外星人的便便卡住了 安英恩作; 李朱蕙繪; 鄭筱穎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896 妖怪出租. 1, 實現心願的妖怪現身= もののけ屋 一度は会いたい妖怪変化廣嶋玲子作; 東京妖怪繪; 緋華璃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072964 ABC懶人瘦身蔬果汁: 蘋果.甜菜根.紅蘿蔔,3種食材×每天一杯,快速瘦肚、高效減脂,喝出紅潤好氣色!柳炳旭著; 林芳如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2971 荒涼手記 黃斐柔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73077 超級思維 布瑞.溫伯格(Gabriel Weinberg), 蘿倫.麥肯(Lauren McCann)著; 林麗雪譯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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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9904 HI AI AI通識=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ng a new er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蕭勻總編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10

送存冊數共計：111

中華人工智慧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7108 找到真我,建構團隊= Finding me, building we 倪頌惠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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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55931 腎上腺疾病新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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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5295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20= FIABCI-Taiwan Real Estate Excellence Awards廖宥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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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2199 PHƯỚC HẠNH ĐẦY TRỌN 2020-11-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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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9789860629866 防疫滿福寶 20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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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7412 ART TAINAN台南藝術博覽會. 2021 游文玫等編輯 2021-06-00 平裝

9789869797429 台中藝術博覽會. 2020= 2020 ART TAICHUNG 鍾經新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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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00717 詹姓護照 詹儒德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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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0036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四十週年紀念專書: 中華藝文在寶島高明達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3000372 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四十週年紀念專書: 海峽兩岸七十年黃筱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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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8814 明日廚神手把手教你土雞宴客菜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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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3940 連續性血糖監測(CGM)/連續性皮下胰島素注射(CSII)指引. 2020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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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5964 中庭(中英對照)= The courtyard 黃葳威(Vivian Huang)文; 黃建中圖; 崔肯特(Kent Trede), 黃栖威(Sylvia Huang)英文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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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7007 遠塵山房畫集: 謝麗美作品: 麗筆美韻 詩畫交輝 2020-10-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亞洲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養雞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糖尿病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詹姓宗親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團結自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畫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分泌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1036 弟子規教學讀本. 初級. 三 華藏淨宗學會編著 2021-05-00 初版二十六刷 平裝

9789869881043 弟子規圖說 勞承浩居士繪圖 2021-05-00 初版二十三刷 平裝

9789869881067 二十四孝圖說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執行文編 2021-06-00 四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16130 品格AI: Scratch 3.0基礎到進階例題系列. 1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16147 品格AI: 不插電樂學系列. 1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16154 品格AI: 不插電樂學系列. 2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編輯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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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0704 我思.故我在聯展精選輯 張庭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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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2100 大龍峒金獅團的歷史與現況 林美容, 陳省身, 辜神徹, 李思穎, 湯承翰, 李雲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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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3523 安靜、聆聽、內心的聲音 劉仁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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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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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9751 科技廠防火安全工程性能式設計 邱晨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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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32846 桃園市地名辭典 陳國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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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58727 毒道之處看不見的危機!= The way of toxicity: the hidden hazard in our daily life!劉秉慧, 劉興華, 陳惠文, 姜至剛, 華國泰, 陳珮珊, 蔡幸真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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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0810 我想有個真正的家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文; 貓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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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5007 各種問題各種愛: 中小學生父母教養經典提問謝慧燕, 陳進隆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95749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撰寫 2018-01-00 改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756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撰寫 2018-01-00 改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763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撰寫 2019-03-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770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撰寫 2017-11-00 改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495787 歸納式查經: 出埃及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8-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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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食品安全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公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地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家庭情緒智商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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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藝術文化新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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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



9789865495794 歸納式查經: 出埃及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6-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800 但以理書(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 陳文玲編輯2016-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495817 撒母耳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7-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824 撒母耳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7-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831 撒母耳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9-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848 撒母耳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495855 歸納式查經: 以斯帖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95862 約書亞記(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7-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495879 馬太福音(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陳怡慧, 劉櫻玲, 張鳳儀, 邱子玲, 林筱玟, 胡天麒編輯2016-03-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886 馬太福音(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邱子玲, 林筱玟編輯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495893 馬太福音(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邱子玲, 林筱玟編輯2014-04-00 再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495909 馬太福音(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3-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5495916 使徒行傳(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495923 使徒行傳(聖經讀本) 馬卓群, 洪慈美, 劉櫻玲, 陳怡慧, 林筱玟編輯 201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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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48262 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4.0=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社團法人台灣專案管理學會編輯委員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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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8359 自動化工程師題庫. Level 1 2019-03-00 三版七刷 平裝

9789868868373 機器人工程師題庫: 機器人學(初階.中階) 2018-07-00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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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3648 台灣當代一年展. 2020= Taiwan Annual 洪苡錚, 范宇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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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2900 三域上師大寶法王八思巴致王子啟必貼木兒之教言珍寶鬘八思巴作; (清)阿旺貢嘎索南注; 澤仁札西堪布譯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5004 小紅帽的成長任務: 關於你需要知道的月經大小事小紅帽Little Red H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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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2013 金門縣金沙鎮沙美張氏長房族譜 張璋全, 張長木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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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8859 一個快樂的念佛人 念翼居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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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6201 高雄建築師作品年鑑. 2021 侯慶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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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5508 Cumacʉ'ʉra Kanakanavu Karukarua 看見卡那卡那富族植物翁坤等口述; 劉正元等撰文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5508 Cumacʉ'ʉra Kanakanavu Karukarua 看見卡那卡那富族植物翁坤等口述; 劉正元等撰文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縣沙美張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念佛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薩迦利眾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小紅帽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0

臺灣專案管理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6888 小島的貓去哪了? Shuo Yi圖.文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576895 山裡的魷魚香 蘇寧昕, 黃詠宜文; 黃詠宜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40601 走讀馬來西亞 唐麗芳文; 張真輔圖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0640618 阿舅講古 方文利文; 方文利, 江威儒圖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0640625 柚子花開 許芝薰圖.文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0640632 那些年 這些事 黃秀香文; 吳毓珍, 楊佳青圖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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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7301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詹益能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第11冊

9789869747318 新北中醫輝煌70: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70週年紀念專刊= Commemorative book of New Taipei City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Association詹益能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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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65772 出發吧!神獸動物園之旅 鄭采芩, 鄭羽伶編撰; 陳佳妤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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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3803 臺灣美術展. 2021= 2021 Fine Art Exhibition of Taiwan潘蓬彬總編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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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1235 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士應試教科書 江哲銘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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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2876 祝福你的靈: 以天父的心意與名字來祝福(隨身版)= Daily spirit blessings希爾薇婭.甘特(Sylvia Gunter)著; 傅子萱, 林少軒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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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1886 IR實務方程式: 資訊應用與智慧決策= Institutional Research王俊權, 王新吾, 江政杰, 阮業春, 林文彬, 林家禎, 邱裕賓, 范雅晴, 張偉斌, 陳百盛, 陳俊龍, 陶淑瑗, 游政憲, 游璧菁, 葉庭君, 廖廣仁, 潘彥蓉, 蔡梨敏, 薄榮薇, 鍾育明, 顏巧玟作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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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5903 建盞游記 茶清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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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9406 我的第一本美甲攻略 黃敏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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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98057 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 2021: 理論及Spark實作 鄧立國, 佟強編著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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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28832 男性也有更年期?其實,你只是睪固酮不足: 睪固酮讓你生龍活虎、重享青春堀江重郎著; 胡慧文譯 2020-07-00 三版 平裝

9789579528849 守護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 親友失智了,在法律上怎麼保護他們、也保護自己?林致平等著 2020-07-00 二版 平裝

9789579528863 吃對保健食品. 2. 天然篇: 江守山醫師教你聰明吃天然保健品江守山著 2020-07-00 二版 平裝

9789579528887 疾病,不一定靠「藥」醫: 劉博仁醫師的營養療法奇蹟劉博仁著 2020-08-00 三版 平裝

9789579528917 新腦內革命: 春山茂雄71歲,擁有28歲青春的不老奇蹟!春山茂雄著; 胡慧文譯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9693707 夜間7-11心靈食堂: 向精神科醫師輕鬆傾訴,療癒內心的千瘡百孔片上徹也著; 羊主恩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05808 搶救髖腿腳膝踝,一生健步好行 游敬倫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堤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評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欣嘉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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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市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9789860605815 兒童強身健腦整復伸展要領 古久澤靖夫著; 胡慧文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5822 治咳寶典 羅仕寬, 羅際竹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5839 孩子的健康不能等: 寫給父母的兒童營養功能醫學胡文龍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5846 血糖(糖尿病)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井藤英喜監修; 林雅惠翻譯 2021-04-00 三版 平裝

9789860605853 身心壓力多大,聽心跳頻率就知道: 梁恆彰醫師四招處理自律神經失調造成的身心症狀梁恆彰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05877 戰狼來了: 「關西機場事件」的假新聞、資訊戰洪浩唐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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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9813 只就是周哲先生畫的畫 周哲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9820 只有香如故: 胡克敏 胡克敏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9837 胡克敏.敦煌 胡克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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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3544 過劫 2020-06-00 精裝

9789869863544 過劫 2020-06-00 精裝

9789869863544 過劫 2020-06-00 精裝

9789869863544 過劫 2020-06-00 精裝

9789869863544 過劫 2020-06-00 精裝

9789869863551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天命章第一 2021-04-00 平裝

9789869863551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天命章第一 2021-04-00 平裝

9789869863568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自誠明章第二 2021-05-00 平裝

9789869863575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君子時中章第四 2021-05-00 平裝

9789869863582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鬼神之德章第三 2021-05-00 平裝

9789869863599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君子之道章第五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7599957 少子化: 社會福利的挑戰與回應 郭俊巖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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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8224 托爾斯泰短篇作品選. 2 列夫.托爾斯泰原作; 翁曼寧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58231 兩朋友 伊凡.屠格涅夫原作; 吳旼娟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58248 志賀直哉集 志賀直哉原作; 陳子竹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58255 愛倫坡故事集 埃德加.愛倫.坡原作; 王子芸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58262 左拉短篇小說選 埃米爾.左拉原作; 溫慧怡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58279 月亮下去了. 上 約翰.史坦貝克原作; 林芷恩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58286 月亮下去了. 下 約翰.史坦貝克原作; 林芷恩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58293 希臘神話 翁曼寧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02 打破情緒框架,世界為你讓路: 從失控關係中學會對話的力量,幸福終究會到站游祥禾原作; 吳文揚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19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 安東.帕夫洛維奇.契訶夫原作; 王寓禾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26 小婦人 露意莎.梅.奧爾柯特原作; 林芷恩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33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原作; 阮何凰美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40 金銀島. 上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57 金銀島. 下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64 泰戈爾短篇小說選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原作; 林芷恩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71 莎士比亞的故事: 羅密歐與茱麗葉、仲夏夜之夢、馬克白、李爾王、哈姆雷特威廉.莎士比亞原作; 關之庭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88 她的一生. 上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林芷恩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69695 她的一生. 中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林芷恩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02 她的一生. 下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林芷恩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19 做夢的勇氣: 不放棄熱情,也不要忘記內心 門田英司原作; 謝立品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26 磨坊之役 埃米爾.左拉原作; 翁曼寧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33 莫泊桑短篇小說選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溫慧怡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40 愛的受難. 上 查爾斯.利德原作; 李軍翰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57 愛的受難. 下 查爾斯.利德原作; 李軍翰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64 紅字. 上 納撒尼爾.霍桑原作; 風如芳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71 紅字. 下 納撒尼爾.霍桑原作; 風如芳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9860670288 浮華世界. 上 威廉.梅.薩克萊原作; 王子芸朗讀 2021-06-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尚儀數位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長歌藝術傳播



9789860670295 浮華世界. 中 威廉.梅.薩克萊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02 浮華世界. 下 威廉.梅.薩克萊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19 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故事 約翰.沃夫岡.馮.歌德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26 安徒生童話選 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原作; 吳欣芸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33 青鳥 莫里斯.梅特林克原作; 溫慧怡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40 原來如此. 上 魯德亞德.吉卜林原作; 阮何凰美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57 原來如此. 下 魯德亞德.吉卜林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64 富美子的腳 谷崎潤一郎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71 湯姆歷險記. 上 馬克.吐溫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88 湯姆歷險記. 下 馬克.吐溫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095 傲慢與偏見. 上 珍.奧斯汀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101 傲慢與偏見. 下 珍.奧斯汀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118 愛麗思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羅原作; 風如芳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125 舞姬 森鷗外原作; 劉姿吟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132 羅賓漢故事. 上 M.E.蘭辛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9786267005149 羅賓漢故事. 下 M.E.蘭辛原作; 石瑾謙朗讀 2021-06-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36780 時間的顯影: 需齋藏物: 歷代瑪瑙器= An exhibit of moments frozen in time: a collection by the waiting house: ancient Chinese agate ware潘敦(Steve P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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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74010 雲山滄滄江水泱泱: 玩墨敷彩悠遊國畫 陳柏琴編繪 2020-07-00 平裝

9789869674027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能力評估測驗指導手冊 周台傑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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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1357 拿去抄啊!: 藝術家的著作權指南= Copy this book: an artist's guide to copyright艾瑞克.施黑佛(Eric Schrijver)等著; 蕭雅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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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704 為什麼哲學思考?: 法國哲學家利歐塔給大一學生的四堂講課讓.弗朗索瓦.利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著; 郭恩慈譯2021-02-00 平裝

9789860613704 為什麼哲學思考?: 法國哲學家利歐塔給大一學生的四堂講課讓.弗朗索瓦.利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著; 郭恩慈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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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45135 Dorohedoro異獸魔都(典藏版) 林田球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045418 吸血鬼騎士(愛藏版) 樋野茉理(樋野まつり)作; 蔡宛真, 孟孟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045838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 響愛作; 蘇涵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6057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R 中原亞矢作; 優希米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6064 催淫毒: 修女和吸血鬼 暁作; 蔡雨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071 最後之戀 市原悠希作; KIYO.D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088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Akane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046095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藍川沙季作; 楊采儒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6101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藍川沙季作; 楊采儒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6118 M領域的居民 南塔子作; 蔡雨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125 M領域的居民 南塔子作; 蔡雨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6132 與你的夢幻樂園 渡邊加奈作; 蔡雨璇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149 苦味王子 中河友里作; 盧昀詩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156 戀中的毒針 手島淇亞作; 巫白白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163 戀中的毒針 手島淇亞作; 巫白白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170 DEMON TUNE魔鬼音律 小玉有起作; 豬排飯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187 暗黑校規 藤峰大和作; KIYO.D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194 私生子.噩夢 橋本光作; 揪揪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200 峰岸先生就是想餵食大津先生 三戶作; 黛西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217 莓與戀 TOWA作; 秦不虫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224 混獸想被疼愛到最深處 南国ばなな作; 黛西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231 平穩生活的危機 由元千子作; 瓜子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拉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欣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橋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松蔭藝術



9789865046248 我才不會認同兩性身體! 花音千尋作; 魏嫚秀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255 第2位的α 渋江ヨフネ作; 瓜子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262 老師,α就不行嗎? 山森ぽてと作; 巫白白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279 睡了大神還想跑! 流螢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286 我的經紀人是大明星!? 龍雲意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46293 如果白夜也有星 盼兮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309 PATIO的王者們 大矢和美作; 曲冰熙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316 PATIO的王者們 大矢和美作; 曲冰熙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323 婚禮狠掠奪 西城綾乃作; 盧昀詩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330 我只是想說喜歡妳 円城寺真紀作; KIYO.D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347 放學後和老師一起。 松月滉作; 蔡雨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354 偶像大人的寵溺女孩!? 黃綠莉央作; 蔡雨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361 在宇宙盡頭的中心 星谷香織作; 蔡雨璇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378 同.級.生!! 池山田剛作; 魏嫚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385 同.級.生!! 池山田剛作; 魏嫚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6392 舞動初戀! 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6408 這樣的我可以談戀愛嗎?! 杏堂麻衣作; 巫白白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415 血界戰線Back 2 Back 内藤泰弘作; 豬排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6422 血界戰線Back 2 Back 内藤泰弘作; 豬排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6439 我從葦稈看到的天空 ヨシノサツキ作; 豬排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446 因為成為魔王的得力助手,只好惡改原作 木村原作; 慈朗有葉漫畫; 豬排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453 同居不良 赤松與七焚 SHOOWA原作; 奧嶋寬雅漫畫; 瓜子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460 每週三,請在男廁等我 あらかた作; 澄瑱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477 對不服管教的人要... 沖奈じじこ作; 夜原優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484 殘壞的野獸們 菊池ばみ作; 魏嫚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491 乳親: 被兒子和父親鎖定的極品乳頭 宮緒葵原案; 藤村綾生作; 秦不虫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07 昨天很歡愉吧 四方月ろーど作; 蘇涵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14 虐你、愛你 きはら記子作; 黛西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21 好想吃了你啊,草蜥先生 阿須高作; 秦不虫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38 戀愛實況轉播開始了 さかもと麻乃作; 黛西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45 我的經紀人是大明星!? 龍雲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46552 墨菲,我們不約 雷亞儂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69 戀情議論 蒼宮カラ作; 蘇涵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76 Sweet Our 1R我們的甜蜜單人房 カモバーガー作; 某批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83 ERROR.微型世界: 當人類只剩我們 朱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590 大黑暗 林田球作; 豬排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606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6613 禁.斷.婚.約 心步由美作; 揪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6620 禁.斷.婚.約 心步由美作; 揪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6637 夕陽餘暉 宇佐美真紀作; 陳幼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6644 夕陽餘暉 宇佐美真紀作; 陳幼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046651 月喜歡就好 木內Ramune作; 優希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668 我與獵物的暑假 田中機械作; 陳幼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675 不能犯 宮月新原作; 神崎裕也漫畫; 豬排飯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6682 臭臉表弟可愛到讓我受不了 高比良りと作; 優希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699 性急狗狗的調教方法 松本ノダ作; 巫白白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05 陰暗狹窄的深處♥ アシガル丸作; 蘇涵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12 同學盯上了我的胯下 土岐芽紀大殺界作; 某批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29 喫茶後宮、戀愛騷動 はやりやまい作; LYT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36 任性少爺和裁縫師 琉美亞作; 巫白白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43 我的主推在夜裡融化了 白蜜岱夜作; 夜原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50 再見了超級達令 蛭塚多運作; 巫白白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67 罪與咎 天河藍作; 夜原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74 透過鏡頭將你扒光 降谷百合矢作; 魏嫚秀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81 只能親吻不幸同學了! 露がも子作; 巫白白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798 反覆不斷的掠奪 星野正美作; KIKYO.D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804 打怪前先離婚? 安妮羊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811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046828 戀愛生存論 菲希納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835 蘑菇魔女 樋口橘作; Akane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842 刺客守則ASSASSINSPRIDE 天城ケ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豬排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859 刺客守則ASSASSINSPRIDE 天城ケ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豬排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866 戀上MOON DOG 山田南平作; 陳幼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873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046880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046897 雖然作為救世主被召喚到異世界,但因年過30,只好來偷開咖啡廳。和泉杏花原作; 櫻田靈子作畫; 秦不虫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903 錯亂的迷宮 高永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6910 錯亂的迷宮 高永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6927 就從平凡受開始、吧? うえちゃ作; 巫白白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934 羅曼史Romance カシオ作; 陳幼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941 不能沒有愛! ゆん作; 魏嫚秀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958 單身雙性人醫生被慢慢攻略的故事 花音千尋作; 魏嫚秀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972 桐谷他不懂怎麼反抗 加森奇紀作; 蘇涵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989 發情Ω到府服務 菊池ばみ作; 楊采儒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6996 碎裂的項圈 TOTIKO作; 黛西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09 記憶裡的矛盾 暮田マキネ作; 黛西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16 夢醒之時 阿噗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23 視線交會的三秒後 藍叉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30 輕輕灑落的晨曦 子葉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47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豬排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047054 小島的柔情戀語 麻倉カムイ作; lingosou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61 小島的柔情日常 麻倉カムイ作; lingosou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78 我們在謝幕後是專屬伴侶 ざらめ鮫作; 魏嫚秀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85 凌辱!潛入搜查官 柊柾葵作; 蘇涵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092 愛就是如此無可救藥 峰島なわこ作; 夜原優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108 素人的我被那個了 秋良ろじ作; 楊采儒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115 腳尖上的糖癮 接骨木花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122 TEST LOVE同居試愛 MAME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7139 TEST LOVE同居試愛 MAME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7146 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 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7153 偶像夢幻祭Ready For Star Happy Elements K.K原作; 南々菜奈々漫畫; 瓜子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7160 妖豔的王作著一千零一夜美夢 おもい央作; 魏嫚秀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177 一覺醒來就已婚 瀝青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184 客服小姐請息怒 花子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191 紀先生的單戀進度條,預收中 佐緒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207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7214 變成女友的那一天 小椋茜作; 秦不虫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7221 薔薇色的約定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7238 薔薇色的約定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7245 S的密約 真村澪作; 曲冰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252 就只是炮友。 室多多作; 曲冰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269 雖然想要妳選我 込由野志保作; 曲冰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276 踮起腳尖的愛麗絲 吉田夢美作; LYT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7283 踮起腳尖的愛麗絲 吉田夢美作; LYT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7290 舞動初戀! 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047306 舞動初戀! 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047313 來剪頭髮吧。 高橋真作; 豬排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47320 刺客守則ASSASSINSPRIDE 天城ケ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豬排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7337 刺客守則ASSASSINSPRIDE 天城ケ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豬排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047344 戀上MOON DOG 山田南平作; 陳幼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047351 想熟睡在你懷裡 未散苑緒作; 夜原優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368 櫻桃派是A罩杯 七々倉和香作; 某批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375 狂亂綻放的Ω: 未亡人Ω渴望β 楽田トリノ作; KIYO.D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382 惡夢或是淫夢 山葵マグロ作; 巫白白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399 百年之月 百年之戀 きりみゆうや作; KIYO.D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405 成為吸血鬼社長的小白臉了。 五城タイガ作; lingosou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412 結緣七日間 ユキムラ作; 優希米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429 15歲 麻木龍作; 蘇涵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47436 店長,來一份戀愛! 語末妍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443 神級偶像系統 天琴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450 斑駁的青春 能雪悅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47467 魅惑的重磅拳擊手= Glamour hard puncher 矢上真野作; 夜原優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9504 和社長那個啊♡: 初夜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99511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528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535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3-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542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3-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559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3-07-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566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573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580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9603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9597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9610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9627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9634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9641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9658 今天開始談戀愛 水波風南作; 小天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399757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5-07-00 出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9764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6-06-00 出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9771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6-07-00 出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9665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0-06-00 出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672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0-07-00 出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689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0-12-00 出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696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1-04-00 出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702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1-08-00 出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719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2-02-00 出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726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2-05-00 出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733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2-11-00 出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9740 心中的鈕釦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14-05-00 出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9788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ONI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795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ONI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801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ONI譯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870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399887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399894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399900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399917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399818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825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832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849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856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399863 十字架+吸血姬. seasonII 池田晃久作; 蘇黎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399924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99931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99948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399955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399962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399979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399986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399993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0004 漂ノ男子漢ZERO 高橋弘原作; 武藤將吾腳本; 內藤健一郎漫畫; 格長譯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0011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028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035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042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059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066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0073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0080 女孩的餐桌 志村志保子作; 林家宇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0097 BEAST of EAST: 東方眩暈錄 山田章博作; 李益成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103 BEAST of EAST: 東方眩暈錄 山田章博作; 李益成譯 2018-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110 BEAST of EAST: 東方眩暈錄 山田章博作; 李益成譯 2018-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127 BEAST of EAST: 東方眩暈錄 山田章博作; 李益成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134 正義魔法COS少女 豬丸漫畫; 光永康則原作; 623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141 白雪姬與7個囚人= Snow white & Seven dwarfs 藪口黑子作; 小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158 白雪姬與7個囚人= Snow white & Seven dwarfs 藪口黑子作; 小鐵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165 白雪姬與7個囚人= Snow white & Seven dwarfs 藪口黑子作; 小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172 白雪姬與7個囚人= Snow white & Seven dwarfs 藪口黑子作; 小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189 白雪姬與7個囚人= Snow white & Seven dwarfs 藪口黑子作; 小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196 哥哥★妄想暴走 影崎由那作; Akane, 黃昱翔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202 哥哥★妄想暴走 影崎由那作; Akane, 黃昱翔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219 哥哥★妄想暴走 影崎由那作; Akane, 黃昱翔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226 哥哥★妄想暴走 影崎由那作; Akane, 黃昱翔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233 哥哥★妄想暴走 影崎由那作; Akane, 黃昱翔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240 放學後的橘色戀曲= We love athletics!! 熊谷杏子作; 楊蕓瑄譯 2020-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257 放學後的橘色戀曲= We love athletics!! 熊谷杏子作; 楊蕓瑄, 蘇涵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264 放學後的橘色戀曲= We love athletics!!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271 放學後的橘色戀曲= We love athletics!!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288 放學後的橘色戀曲= We love athletics!!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295 放膽說愛我吧= Love, music 織田綺作; 谷百合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301 放膽說愛我吧= Love, music 織田綺作; 谷百合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318 放膽說愛我吧= Love, music 織田綺作; 谷百合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325 放膽說愛我吧= Love, music 織田綺作; 谷百合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332 放膽說愛我吧= Love, music 織田綺作; 谷百合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349 魔女的媚藥 大海十夢作; 玲玲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356 魔女的媚藥 大海十夢作; 玲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363 魔女的媚藥 大海十夢作; 玲玲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370 魔女的媚藥 大海十夢作; 玲玲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387 魔女的媚藥 大海十夢作; 玲玲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394 戀愛中毒大作戰= Poison berry in my brain 水城雪可奈作; 曲冰熙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400 戀愛中毒大作戰= Poison berry in my brain 水城雪可奈作; 曲冰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417 戀愛中毒大作戰= Poison berry in my brain 水城雪可奈作; 曲冰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424 戀愛中毒大作戰= Poison berry in my brain 水城雪可奈作; 曲冰熙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431 戀愛中毒大作戰= Poison berry in my brain 水城雪可奈作; 曲冰熙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448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20-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455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462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0479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0486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493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509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516 狼少女和黑王子= Wolf girl & black prince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0523 Honey: 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530 Honey: 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547 Honey: 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554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小庭, 龔千芳譯 2018-1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561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龔千芳譯 2018-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578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龔千芳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585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秦不虫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592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秦不虫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608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秦不虫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0615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盧昀詩譯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0622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盧昀詩譯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0639 12歲。: 告白 米田菜穗作; 不妙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646 12歲。: Boy friend 米田菜穗作; 不妙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653 未成年愛狠大 水波風南作; 喵咪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660 未成年愛狠大 水波風南作; 喵咪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677 漫步金魚坂 PEACH-PIT作; Akane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684 漫步金魚坂 PEACH-PIT作; Akan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691 漫步金魚坂 PEACH-PIT作; Akane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707 漫步金魚坂 PEACH-PIT作; Akane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714 漫步金魚坂 PEACH-PIT作; Akane譯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721 電器街的漫畫店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738 電器街的漫畫店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745 電器街的漫畫店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752 電器街的漫畫店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769 電器街的漫畫店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6-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776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783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790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806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813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貓頭鷹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820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0837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0844 蜜糖甜心♥廚房 七尾すず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畫; 阿拖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851 魔界王子= Devils and realist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Kawa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868 魔界王子= Devils and realist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Kawa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875 蜜糖甜心♥廚房 七尾すず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畫; 徐屹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882 蜜糖甜心♥廚房 七尾すず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畫; 徐屹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905 蜜糖甜心♥廚房 七尾すず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畫; 徐屹譯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899 魔界王子= Devils and realist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小鐵譯 2020-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912 魔界王子= Devils and realist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小鐵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936 魔界王子= Devils and realist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小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0943 魔界王子= Devils and realist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小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0950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0967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0974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0981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0998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001 和你的戀愛途中 藍川沙季作; may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018 和你的戀愛途中 藍川沙季作; may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025 和你的戀愛途中 藍川沙季作; may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032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049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063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087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100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117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124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131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1148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1056 連繫我倆的樂園= Ni estos ligitaj en paradizo 南南井梢原作; 空あすか作; 徐屹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070 連繫我倆的樂園= Ni estos ligitaj en paradizo 南南井梢原作; 空あすか作; 徐屹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094 連繫我倆的樂園= Ni estos ligitaj en paradizo 南南井梢原作; 空あすか作; 徐屹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155 Piece: 回憶的碎片 芦原妃名子作; Akane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01162 Stand by Me: 與我為伴 大矢和美作; 王冠婷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179 Stand by Me: 與我為伴 大矢和美作; 王冠婷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186 春x清 尾崎晶作; 曲冰熙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193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209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216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223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230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254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261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278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1285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1247 Stand by Me: 與我為伴 大矢和美作; 蘇涵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292 高台家的成員 森本梢子作; Akane譯 2019-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308 惡魔的新娘: 最終章= The bride of the demon 芦辺遊步作; 池田悅子原作; 玲玲譯 2020-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360 惡魔的新娘: 最終章= The bride of the demon 芦辺遊步作; 池田悅子原作; 玲玲譯 2017-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315 惡魔的新娘: 最終章= The bride of the demon 芦辺遊步作; 池田悅子原作; 玲玲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322 惡魔的新娘: 最終章= The bride of the demon 芦辺遊步作; 池田悅子原作; 玲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339 惡魔的新娘: 最終章= The bride of the demon 芦辺遊步作; 池田悅子原作; 玲玲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346 情不自禁愛上妳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353 情不自禁愛上妳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377 情不自禁愛上妳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384 情不自禁愛上妳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391 謎樣的他 西炯子作; KIYO.D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407 謎樣的他 西炯子作; 玲玲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414 謎樣的他 西炯子作; 玲玲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421 謎樣的他 西炯子作; 玲玲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438 純愛迷宮 中路有紀作; KIYO.D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445 純愛迷宮 中路有紀作; lingosou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452 純愛迷宮 中路有紀作; lingosou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469 純愛迷宮 中路有紀作; lingosou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476 純愛迷宮 中路有紀作; lingosou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490 純愛迷宮 中路有紀作; lingosou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513 純愛迷宮 中路有紀作; lingosou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483 菩提樹寮的抒情調: 金色琴弦系列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谷百合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506 菩提樹寮的抒情調: 金色琴弦系列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谷百合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520 菩提樹寮的抒情調: 金色琴弦系列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谷百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537 菩提樹寮的抒情調: 金色琴弦系列 ルビー.パーティー原案; 呉由姫作; 谷百合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544 花戀: 現代騎士事情 刑部真芯作; 王冠婷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551 花戀: 現代騎士事情 刑部真芯作; 王冠婷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568 花戀: 現代騎士事情 刑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575 花戀: 現代騎士事情 刑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582 花戀: 現代騎士事情 刑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599 花戀: 現代騎士事情 刑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605 花戀: 現代騎士事情 刑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612 王的至寶 仲野惠美子作; 羅凱琳譯 2017-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735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01742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01629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636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643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650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667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681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698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711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1728 地獄少女Returns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1674 王的至寶 仲野惠美子; 羅凱琳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704 王的至寶 仲野惠美子; 羅凱琳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759 王的至寶 仲野惠美子作; M.L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766 王的至寶 仲野惠美子作; M.L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773 王的至寶 仲野惠美子作; M.L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780 王的至寶 仲野惠美子作; M.L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797 ReRe哈囉= ReRe:Hello! 南塔子作; 噓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803 行個禮,親個吻= Make a bow and kiss 加賀八娘作; 喵咪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810 行個禮,親個吻= Make a bow and kiss 加賀八娘作; 喵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827 行個禮,親個吻= Make a bow and kiss 加賀八娘作; 喵咪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841 行個禮,親個吻= Make a bow and kiss 加賀八娘作; 喵咪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858 行個禮,親個吻= Make a bow and kiss 加賀八娘作; 喵咪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834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865 行個禮,親個吻= Make a bow and kiss 加賀八娘作; 秦不虫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872 行個禮,親個吻= Make a bow and kiss 加賀八娘作; 秦不虫譯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889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倪萱理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896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倪萱理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902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倪萱理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1919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倪萱理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1926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倪萱理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1933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倪萱理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1940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倪萱理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1957 17歲,親吻與抉擇 夜神里奈作; 寬子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964 17歲,親吻與抉擇 夜神里奈作; 寬子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971 老師與我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4-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1988 老師與我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1995 老師與我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008 老師與我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015 童貞教師的輕佻生活 渡邊志穗作; 噓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022 童貞教師的輕佻生活 渡邊志穗作; 噓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039 童貞教師的輕佻生活 渡邊志穗作; 藝霏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046 童貞教師的輕佻生活 渡邊志穗作; Akane譯 2016-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053 惡魔般的花婿 加加見繪里漫畫; 松田志乃ぶ原作; 蘇涵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060 惡魔般的花婿 加加見繪里漫畫; 松田志乃ぶ原作; 蘇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077 惡魔般的花婿 加加見繪里漫畫; 松田志乃ぶ原作; 蘇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084 惡魔般的花婿 加加見繪里漫畫; 松田志乃ぶ原作; 蘇涵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091 戀戀三葉草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107 戀戀三葉草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114 戀戀三葉草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121 戀戀三葉草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138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145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152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169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176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2183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2190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2206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2213 ZIG★ZAG 中路有紀作; 玲玲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2220 貓王子的新娘。 蜜樹海湖作; 拉瓦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237 貓王子的新娘。 蜜樹海湖作; 拉瓦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244 如果這就是戀愛的話= Is this feeling love? 藍川沙季作; 倪萱理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251 如果這就是戀愛的話= Is this feeling love? 藍川沙季作; 倪萱理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268 花森林裡的薰王子 白石由希作; 娜娜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275 花森林裡的薰王子 白石由希作; NANA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282 愛我好不好?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299 愛我好不好? 水瀨藍作; 王冠婷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305 花與落雷 渡邊加奈作; 蘇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312 花與落雷 渡邊加奈作; 蘇涵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329 蜜桃momo親親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336 蜜桃momo親親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343 蜜桃momo親親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350 ÉTOILE: 三劍客星羅 井沢ひろし原作; 山田孝太郎作; A!KumA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367 ÉTOILE: 三劍客星羅 井沢ひろし原作; 山田孝太郎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374 E系☆名模大作戰! 北澤薰作; 林家宇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381 E系☆名模大作戰! 北澤薰作; 林家宇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398 Fine!男子寮之花 大谷紀子作; Aka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404 Fine!男子寮之花 大谷紀子作; Akane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411 GAL JAPON-日本辣妹 設樂雅子作; 寬子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428 GAL JAPON-日本辣妹 設樂雅子作; 寬子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435 GO AHEAD: 冰上悍將 樋口大輔作; 吳勵誠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442 GO AHEAD: 冰上悍將 樋口大輔作; 吳勵誠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459 GO AHEAD: 冰上悍將 樋口大輔作; 吳勵誠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466 GO AHEAD: 冰上悍將 樋口大輔作; 吳勵誠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473 homemade: 我要的幸福 谷川史子作; 吳思慧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480 homemade: 我要的幸福 谷川史子作; 吳思慧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497 I♡HS我愛高中生活= I love high school 橫山真由美作; 曲冰熙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503 I♡HS我愛高中生活= I love high school 橫山真由美作; 曲冰熙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510 JIU獸從JIU Touya Tobina作; 曲冰熙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527 JIU獸從JIU Touya Tobina作; 曲冰熙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534 JIU獸從JIU Touya Tobina作; 曲冰熙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541 JIU獸從JIU Touya Tobina作; 曲冰熙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558 JIU獸從JIU Touya Tobina作; 曲冰熙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2565 JUMP!: 坐地排球物語= Sitting volleyball story 森下薰作; 谷百合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572 JUMP!: 坐地排球物語= Sitting volleyball story 森下薰作; 谷百合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589 JUMP!: 坐地排球物語= Sitting volleyball story 森下薰作; 谷百合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596 Charm Angel: 星天使 森智夏子作; may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602 Charm Angel: 星天使 森智夏子作; may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619 Charm Angel: 星天使 森智夏子作; may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626 Charm Angel: 星天使 森智夏子作; may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633 Charm Angel: 星天使 森智夏子作; may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2640 Charm Angel: 星天使 森智夏子作; may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2657 Charm Angel☆星魂 森智夏子作; may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2664 Cos-Play刑警 堂本奈央作; 程琦楨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671 Cos-Play刑警 堂本奈央作; 程琦楨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688 Cos-Play刑警 堂本奈央作; 程琦楨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695 Cos-Play刑警 堂本奈央作; 程琦楨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701 Cos-Play刑警 堂本奈央作; 程琦楨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2718 Cos-Play刑警 堂本奈央作; 程琦楨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2725 CROWS ZERO. Ⅱ: 鈴蘭×鳳仙 高橋弘原作; 平川哲弘漫畫; 格長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732 CROWS ZERO. Ⅱ: 鈴蘭×鳳仙 高橋弘原作; 平川哲弘漫畫; 格長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749 CROWS ZERO. Ⅱ: 鈴蘭×鳳仙 高橋弘原作; 平川哲弘漫畫; 格長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756 CROWS ZERO. Ⅱ: 鈴蘭×鳳仙 高橋弘原作; 平川哲弘漫畫; 格長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763 CROWS ZERO. Ⅱ: 鈴蘭×鳳仙 高橋弘原作; 平川哲弘漫畫; 格長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2770 CROWS ZERO. Ⅱ: 鈴蘭×鳳仙 高橋弘原作; 平川哲弘漫畫; 豬排飯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2787 CROWS ZERO. Ⅱ: 鈴蘭×鳳仙 高橋弘原作; 平川哲弘漫畫; 豬排飯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2794 Dark Seed: 真魔法師之路 紺野キタ作; 龔千芳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800 Dark Seed: 真魔法師之路 紺野キタ作; 龔千芳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817 Dark Seed: 真魔法師之路 紺野キタ作; 龔千芳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824 Darling!: 媽媽、貓與我 秋本尚美作; 籃球丸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831 Darling!: 媽媽、貓與我 秋本尚美作; 籃球丸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848 day alone-情敵好友 いずみ吉紘.day after tomorrow原案; あきよし菜魚作; 程琦楨譯2005-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2855 Dear福爾摩斯 本直子作; 廖慧芬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862 Dear福爾摩斯 本直子作; 廖慧芬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879 惡神獵人= Death scythe 沢田翔作; 鄭世彬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886 惡神獵人= Death scythe 沢田翔作; 鄭世彬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893 惡神獵人= Death scythe 沢田翔作; 鄭世彬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909 Bakumeshi: 爆食王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916 Bakumeshi: 爆食王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923 Bakumeshi: 爆食王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930 Bakumeshi: 爆食王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2947 Bakumeshi: 爆食王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2954 Bakumeshi: 爆食王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2961 Boys.Girl 長山英作; 程琦楨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2978 Boys.Girl 長山英作; 程琦楨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2985 Boys.Girl 長山英作; 程琦楨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2992 eensy-weensy毒舌小惡魔 津田雅美作; 王冠婷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005 eensy-weensy毒舌小惡魔 津田雅美作; 王冠婷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012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林佳燁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029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林佳燁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036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林佳燁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043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林佳燁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3050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林佳燁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3067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龔千芳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3104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龔千芳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03111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龔千芳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03074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龔千芳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3081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龔千芳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3098 V.B.R絲絨藍玫瑰 日高万里作; 龔千芳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3128 ZIPPY! AYA KUDO作; 鄭怡君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135 ZIPPY! AYA KUDO作; 鄭怡君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142 ZIPPY! AYA KUDO作; 鄭怡君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159 ZIPPY! AYA KUDO作; 鄭怡君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3166 ZIPPY! AYA KUDO作; 鄭怡君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3173 一起吃飯吧! 谷川史子作; 陳書涵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180 一起吃飯吧! 谷川史子作; 陳書涵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197 一起睡覺嘛 高尾滋作; 程琦楨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203 一起睡覺嘛 高尾滋作; 程琦楨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210 一起睡覺嘛 高尾滋作; 玲玲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227 一起睡覺嘛 高尾滋作; 玲玲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3234 一起睡覺嘛 高尾滋作; 玲玲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3241 一起睡覺嘛 高尾滋作; 梓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3258 UPUP魔法變身 鳥山美姬作; 吳雯慧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265 UPUP魔法變身 鳥山美姬作; 廖慧芬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272 天真!絕滅戰士!! 冰堂涼二作; 何軒瑋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289 天真!絕滅戰士!! 冰堂涼二作; 何軒瑋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296 天真!絕滅戰士!! 冰堂涼二作; 何軒瑋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302 天神的音樂盒 水澤惠作; 石龍子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319 天神的音樂盒 水澤惠作; 石龍子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326 天神的音樂盒 水澤惠作; 石龍子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425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2-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03432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2-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03449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2-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03456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3-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03463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03470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0003487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6260003333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340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357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364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3371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3388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3395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1-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3401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2-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3418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王騰霙譯 2002-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3494 太陽王子 兄崎遊南作; 王冠婷譯 200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500 太陽王子 兄崎遊南作; 王冠婷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517 Special♥達令 悠妃龍作; 黃文瑞, 周穎卉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3524 Sittin' Girls: 坐地排球物語 森下薰作; 谷百合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531 Sugar Kiss蜜糖之吻 三葉優雨作; 小庭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548 Sugar 山本美和子作; 洪玉倩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555 Steady Study夏日愛情講習 田村琴夕作; 海棻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562 Star man-外星同居人 片山綾香作; Akane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579 Stand up!!!!校園搜查隊 熊谷杏子作; Akane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586 Stand up!!!!校園搜查隊 熊谷杏子作; Akane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593 分手還是愛妳 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2013-03-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6260003609 分手專家 齊木久美子作; 蘇涵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616 天才鎖匠 潮見知佳作; 林政廷譯 200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623 天才鎖匠 潮見知佳作; 林政廷譯 200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630 天才鎖匠 潮見知佳作; 王靖雅譯 200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647 天才鎖匠 潮見知佳作; 王靖雅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3654 天才鎖匠 潮見知佳作; 黃雅純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3661 天才鎖匠 潮見知佳作; 黃雅純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3678 天才鎖匠 潮見知佳作; 黃雅純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3685 天才公主♡ 熊谷杏子作; 楊蕓瑄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692 天才公主♡ 熊谷杏子作; 楊蕓瑄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708 天才公主♡ 熊谷杏子作; 楊蕓瑄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715 反差男孩♂ 岩下慶子作; 玲玲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722 午夜☆男孩 新條真由作; yuying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739 午夜☆男孩 新條真由作; yuying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746 公主的條件 朔野安子作; 張心紅譯 2002-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753 公主的條件 朔野安子作; 龔千芳譯 200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760 公主的條件 朔野安子作; 一二三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777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小天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6260003807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小天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6260003814 天神的贈禮 野崎史子作; 小天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6260003784 公主的條件 朔野安子作; 詹玉如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3791 公主的條件 朔野安子作; 津輕林檎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3821 公主的條件 朔野安子作; 李碧娥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3838 公主的條件 朔野安子作; 李碧娥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3845 天堂之星 織田綺作; 洪玉倩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852 天堂之星 織田綺作; 洪玉倩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869 天使的落魄 塩森恵子作; 小天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876 天使的落魄 塩森恵子作; 小天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883 天使特派員 安藤夏美作; 羅小琪譯 200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890 天使特派員 安藤夏美作; 羅小琪譯 200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906 veins記憶烙印 霜月加代子作; 皮皮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913 VS.無糖 一井加壽美作;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920 Wish: 唯一的心願 征海未亞作; 黃萱惠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937 World's end: 世界的盡頭 齊木久美子作; KINI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944 WORST: 極惡王外傳 高橋弘作; 格長譯 2019-09-00 二版 平裝

9786260003951 公主的花束= The bouquet of princess 碧也ぴんく作; 蔡佳玲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3968 公主的花束= The bouquet of princess 碧也ぴんく作; 蔡佳玲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3982 公主的花束= The bouquet of princess 碧也ぴんく作; 蔡佳玲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3975 XOXO: kiss & hug 安積棍子作; KINI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3999 天馬行空的色彩 四元志摩子作; 花釉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002 公主系♥娃娃 咲坂芽亞作; 唯唯, 喵咪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019 公主系♥娃娃 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026 公主系♥娃娃 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033 公主系♥娃娃 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040 天國危愛 浜口奈津子作; 海棻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071 天然BAD 長谷川潤作; 成渼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057 元氣第6組!! Kakeru Harada原作; Touya Tobina作畫; Akane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064 元氣第6組!! Kakeru Harada原作; Touya Tobina作畫; Akane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088 元氣第6組!! Kakeru Harada原作; Touya Tobina作畫;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095 天然系☆王子 藤澤志月作; 龔千芳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118 今晚、我會去見妳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125 今晚、我會去見妳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101 太田川純情Lovers 尾崎晶作; 蘇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132 TP BOYS: 我們就是想要正妹 霜月加代子作; 曲冰熙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149 Tremolo LETRA雙面搖滾情人 桐島鈴蘭作; 玲玲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156 今天也約在我家吧 藤緒愛作; Akane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163 Try Me Boy!愛我吧,男孩! 南塔子作; 萱惠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170 TOMORROW-迎向朝陽 森本里菜作; 喵咪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187 The Piano Doctor愛的調音師 板橋雅弘原作; 有留杏一作; 皮皮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194 The Piano Doctor愛的調音師 板橋雅弘原作; 有留杏一作; 皮皮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200 S主人☆Holic 響愛作; 倪萱理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217 TEMPUS:QUOVADIS魔術士的旅途 冰堂涼二作; 黃勝宏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224 TEMPUS:QUOVADIS魔術士的旅途 冰堂涼二作; kinnsan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231 TEMPUS:QUOVADIS魔術士的旅途 冰堂涼二作; kinnsan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248 TEMPUS:QUOVADIS魔術士的旅途 冰堂涼二作; kinnsan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255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262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279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286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293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4309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4316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4323 兵器少女= Sword of destiny 伊咲宇多作;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4330 Sweets Boys×Sweet Voice-甜心男孩×甜美嗓音 花野里紗作; 連思宇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347 風之破壞神=Susanoo 增田晴彥作; 蘇黎衡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354 風之破壞神=Susanoo 增田晴彥作; 蘇黎衡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361 風之破壞神=Susanoo 增田晴彥作; 蘇黎衡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378 SEX=LOVE2 新條真由作; 龔亭芬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385 SEX=LOVE2 新條真由作; 龔亭芬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392 SCHOOL×FIGHT-學園友情戰 原明日美作; 林家宇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408 SCHOOL×FIGHT-學園友情戰 原明日美作; 林家宇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415 SCHOOL×FIGHT-學園友情戰 原明日美作; 林家宇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422 SCHOOL×FIGHT-學園友情戰 原明日美作; 林家宇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439 危險地帶男子: 野獸Black＆White 心步由美作; 晴天瓶子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446 危險地帶男子: 野獸Black＆White 心步由美作; 晴天瓶子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453 危險地帶男子: 野獸Black＆White 心步由美作; 晴天瓶子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460 危險的吻是蜜之味 真村澪作; 玲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477 危險純愛D.N.A. 車谷晴子作; 唯唯譯 2010-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484 危險純愛D.N.A. 車谷晴子作; 唯唯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491 危險純愛D.N.A. 車谷晴子作; 唯唯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507 危險情熱= Dangerous passion 小林博美作; 玲玲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514 危險尋指遊戲 綾村切人作; 山田悠介原作; 龔亭芬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521 同居日記!! 逸見奈奈惠作; 小庭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538 同居合作社 遊知矢詠作; 龔千芳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545 同居合作社 遊知矢詠作; 龔千芳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552 同居合作社 遊知矢詠作; 龔千芳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569 同居合作社 遊知矢詠作; 龔千芳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576 同居達令☆ 長江朋美作; 羅小琪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583 同居達令☆ 長江朋美作; 羅小琪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590 同居達令☆ 長江朋美作; 羅小琪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606 七男之家 藤原規代作; Akane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613 17歲千金的初戀= Royal 香代乃作; 吳美嬅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620 17歲千金的初戀= Royal 香代乃作; 吳美嬅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644 17歲千金的初戀= Royal 香代乃作; 吳美嬅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637 二姬愛物語 和泉兼好作; 林佳宇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651 二號情人 AKIRA作; yuying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668 人工之魂 清野桂也作; 林豐丞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675 人工之魂 清野桂也作; 林豐丞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682 人工之魂 清野桂也作; 林豐丞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699 16 Life: 歌姬傳說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705 16 Life: 歌姬傳說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712 人家才不是玩具呢! 一堂光作; 周沅芷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729 1+1 藤崎真緒作; 許天虹譯 2010-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804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04736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743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750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4767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4774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4781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4798 1+1 藤崎真緒作; 黃萱惠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4811 人家還不懂那件事 椎名千花作; 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828 人魚水果糖 大野望美作; 黃萱惠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4835 (急徵)村長 藤原規代作; 曲冰熙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859 (急徵)村長 藤原規代作; 曲冰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873 (急徵)村長 藤原規代作; 曲冰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880 (急徵)村長 藤原規代作; 曲冰熙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897 (急徵)村長 藤原規代作; 曲冰熙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4842 八百萬少女 御船麻砥作; 伸卡球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866 八百萬少女 御船麻砥作; 伸卡球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903 十十虫作夢喫茶店 幹本耶江作; 倪萱理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910 十十虫作夢喫茶店 幹本耶江作; 倪萱理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927 十十虫作夢喫茶店 幹本耶江作; 倪萱理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934 十十虫作夢喫茶店 幹本耶江作; 倪萱理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941 十十虫作夢喫茶店 幹本耶江作; 倪萱理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4958 AL-白色三角龍= The white triceratops 所十三作; 豬排飯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4965 AL-白色三角龍= The white triceratops 所十三作; 豬排飯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4989 AL-白色三角龍= The white triceratops 所十三作; 豬排飯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4996 AL-白色三角龍= The white triceratops 所十三作; 豬排飯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4972 十字魔法少年 冴凪亮作; 黃雅純譯 2005-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009 三角愛不愛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016 三角愛不愛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023 三國道士傳: 八卦の空 青木朋作; 羅凱琳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030 三國道士傳: 八卦の空 青木朋作; 羅凱琳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054 三國道士傳: 八卦の空 青木朋作; 羅凱琳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061 三國道士傳: 八卦の空 青木朋作; 羅凱琳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085 三國道士傳: 八卦の空 青木朋作; 羅凱琳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5047 AAA(特優生的初戀) 福島春佳作; DORA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078 AAA(特優生的初戀) 福島春佳作; DORA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092 AAA(特優生的初戀) 福島春佳作; DORA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108 AAA(特優生的初戀) 福島春佳作; DORA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115 上流社會的人生 庄司陽子作; lingosou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122 9 DAYS WONDER-9日驚奇 福井瞬, オオノヨウ作; Nobunaga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139 9 DAYS WONDER-9日驚奇 福井瞬, オオノヨウ作; Nobunaga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146 9 DAYS WONDER-9日驚奇 福井瞬, オオノヨウ作; Nobunaga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153 下半身是野獸 一堂光作; 羅凱琳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5160 丸岡家的教育員 白石由希作; 王冠婷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177 凡爾賽的灰姑娘 名香智子作; 谷百合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184 刃牙: 豪仔 齋藤直葵作; 意澄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191 刃牙: 豪仔 齋藤直葵作; 意澄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207 9 to 5 Love×Mission-愛情任務 長谷部百合作; 小天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214 千金小姐的秘密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221 9 to 5 Love×Mission-愛情任務 長谷部百合作; 吳媛婷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238 9 to 5 Love×Mission-愛情任務 長谷部百合作; 吳媛婷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245 9 to 5 Love×Mission-愛情任務 長谷部百合作; 吳媛婷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252 大人的♥男子圖鑑 橫山真由美作; 藝霏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269 大小姐的愛危機 熊谷杏子作; 喵咪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276 少女王道 陣名舞作; Hedy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283 少女共和國 森下薰作; 曲冰熙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290 少女共和國 森下薰作; 曲冰熙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306 12月的聖母 宮沢由貴作; 古婉婷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313 15歲,順利畢業大作戰!! 赤塚祭作; 羅凱琳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337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344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351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368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382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5399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5405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5412 360°的存在= Three-sixty materisls 南塔子作; 曲冰熙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5320 16歲,初體驗。 蜜樹海湖作; 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375 16歲症候群 小夏作; 寬子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429 17歲.夏。: 制服的情事 渡邊志穗作; 程琦楨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5436 Key Jack: 天才解鎖少年 潮見知佳作; 橘子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443 18愛32(單身) 小田原水映作; 龔千芳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467 18愛32(單身) 小田原水映作; 龔千芳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481 18愛32(單身) 小田原水映作; 龔千芳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450 KISS與SEX 佐佐木幸惠作; 野菜咖哩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474 Lips聲優女孩向前衝 米山節子作; 阿澄佳奈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498 Loon Moon: 水鏡華影 今泉敦志作; 日暮茶坊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504 LOVE♥ZIPPER: 愛的拉鍊 白石由希作; 王冠婷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511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528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535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542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559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5566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5573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5580 Cafe南青山骨董街 琴川彩作; may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5597 Beautiful-舞出美麗人生 齊藤千穗作; ENTEI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603 Beautiful-舞出美麗人生 齊藤千穗作; ENTEI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610 Beautiful-舞出美麗人生 齊藤千穗作; ENTEI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627 Another Kingdom妖幻之國 藤田麻貴作; 謝雅玲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634 Another Kingdom妖幻之國 藤田麻貴作; 謝雅玲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641 Angel Trumpet: 危險曼陀羅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658 Angel Trumpet: 危險曼陀羅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665 Angel Trumpet: 危險曼陀羅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672 Angel Trumpet: 危險曼陀羅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689 Angel Trumpet: 危險曼陀羅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5696 Angel Trumpet: 危險曼陀羅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7-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5702 100萬滴淚的真愛= Real love tears 大內理加, 立花梓, 吉野旭, 美咲SAKUYA作; 蔡麗蓉譯2006-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719 100次的哭泣: 從We到You的故事 中村航原作; 水谷愛作畫; 噓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726 1/2甜蜜婚禮 宮脇由季乃作; 蘇黎衡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733 √3三人關係 木村千歌作; 洪玉倩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740 「愛妳」…是謊言。= I love you…, it's lie. 蜜樹海湖作; 喵咪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757 「討厭」的誘惑 樹本祐季作; 喵咪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764 「吻我,拜託!」= Please kiss me, teacher! 宮藤華作; 蘇涵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771 初戀星空 吉永友作; 蘇涵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788 初戀星空 吉永友作; 蘇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795 初戀星空 吉永友作; 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801 電影版光之美少女Max Heart= Pretty cure 東堂いづみ原作; 上北双子作; 龔千芳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818 初戀淚滴 京町妃紗作; 喵咪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825 初戀淚滴 京町妃紗作; 喵咪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832 電影版光之美少女Max Heart. 2, 雪空之友= Pretty cure東堂いづみ原作; 上北双子作; 龔千芳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849 初戀像把利刃 渡邊志穗作; 小庭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856 初體驗野獸 悠妃龍作; 藍璐希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5863 電影版光之美少女Splash★Star: 千鈞一髮= Pretty cure東堂いづみ原作; 上北双子作; 龔千芳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870 初體驗野獸 悠妃龍作; 蕭嘉惠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5887 初體驗野獸 悠妃龍作; 楊采儒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5894 初體驗野獸 悠妃龍作; 楊采儒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5900 初體驗野獸 悠妃龍作; 楊采儒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5917 制服下的矛盾 椎名千花作; 曲冰熙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924 制服男子的誘惑 雨宮榮子作; 羅凱琳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931 (偽)新婚生活♡ 星森雪最作; 唯唯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948 制服美型男 雨宮榮子作; 羅凱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955 (秘)戀愛調教: 男公關遊戲 渡邊志穗作; 曾雅伶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962 味師銀平: 妖刀傳 橋本孤藏作; 橋本孤藏漫畫; ビッグ錠原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979 命中注定戀上你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5986 放學後的角落、熱吻的餘溫= After school kiss 渡邊志穗作; 小天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5993 和你一起明白愛 吉永友作; 王冠婷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006 和你一起明白愛 吉永友作; 王冠婷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013 放學後的男公關 山內望美作; KINI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020 和你到天荒地老 織田綺作; 小庭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044 和你的愛情故事 春木咲作; 小庭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037 放學後×馬尾女孩= Houkago×ponytail 田中照子作; M.L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051 和你的樂園Room 吉永友作; 紫苑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068 和你的樂園Room 吉永友作; 紫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075 怪盜蜘蛛人: 卡帝亞的咒石= カテアの呪石 甲斐透原作; 川添真理子作; 方琳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082 和你的樂園Room 織田綺作; 倪萱理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6099 和我☆玩親親 長江朋美作; 徐屹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105 和我的達令×××中。 夏蓮作; 曲冰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112 狐仙大人與我。 高宮智作; 曲冰熙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129 和服天使 水谷京子作; 谷百合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136 和服恋 沖野洋子作; 龔亭芬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143 和服恋 沖野洋子作; 龔亭芬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150 爸爸.我.隕石 大內榮子作; 羅凱琳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167 爸比禁止我初戀= First love forbidden father 心步由美作; 倪萱理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174 和秘書結婚的方法 浜口奈津子作; 海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198 炎人: Under World= Kajin 東山睦月作; 曲冰熙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181 和愛錯身而過的後悔 水谷愛作; 喵咪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04 夜月狼王 友藤結作; Akane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11 夜的迴音 長岡良子作; 泱泱小妮姊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28 夜恋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35 異世界王子: 泡沫王國 浜田翔子作; 曲冰熙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42 夜間飛行 佐藤楓作; Ting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59 治癒系男公關 芹沢由紀子作; 林家宇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73 奇幻面具屋 飯坂友佳子作; 吳美嬅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66 ANGEL POWDER: 菓子天使 とがわはなまる作; 蘇黎衡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97 ANGEL DUSTER-無聊天使 櫻井雪作; 謝雅玲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280 奇幻煌煌堂 水都明亞作; 潘玉真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03 我的爸爸18歲 喜多尚江作; 李碧娥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310 我的爸爸18歲 喜多尚江作; 李碧娥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327 我的美男管家 長谷部百合作; 曾雅伶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34 a cup of…愛的幸運杯 浜心汐里作; 曲冰熙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41 我的狼少年 水上航作; 程琦楨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58 我的狼情人 藤原ここあ作; 洪玉倩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65 8月的惡作劇 椎名千花作; 小庭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72 我的秘密素顏 幸田百子作; 玲玲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96 我的秘密葛格 蒔田奈緒作; 芷葳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389 5個初體驗: 如果是你,我甘願被奪走 心步由美作; 寬子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402 我的純樸男公關 渡邊志穗作; 野菜咖哩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419 我的強勢王子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6426 我的眼鏡情人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4-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433 我的眼鏡情人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5-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440 我的眼鏡情人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6457 我的眼鏡情人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6464 我的眼鏡情人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6471 我的眼鏡情人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6488 我的眼鏡情人 栖本亞夢作; 郭婉渟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6495 我的第一個他 堂本奈央作; 蘇涵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501 我的第一個他 堂本奈央作; 蘇涵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518 我的第一個他 堂本奈央作; 蘇涵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6525 我的第一個他 堂本奈央作; 蘇涵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6532 我的第一個他 堂本奈央作; 蘇涵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6549 我的野蠻哥哥S 白石由希作; M.L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556 37℃的男友 水瀨藍作; 謝雅玲譯 2013-05-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6260006563 27歲: 我想談戀愛。 渡邊志穗作; TING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570 21-G矢也晶久短篇集 矢也晶久作; A!KumA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587 20歲之戀 朱神寶作; 玲玲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594 19愛33(單身): Once more= 年上のヒト。 小田原水映作; 谷百合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00 19愛33(單身)Love life 小田原水映作; 谷百合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17 Celebrate!: 5個甜蜜婚禮 永遠幸作; 林家宇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24 Bye Bye!心愛的人 渡邊志穗作; 小天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31 Boy & Cool-酷帥男孩 春木咲作; Q太郎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48 Body Talk: 純愛遊戲 堂本奈央作; 羅凱琳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55 Bloody Kiss血印之吻 夜神里奈作; 玲玲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79 Bloody Folklore-血色傳說 高宮智作; Akane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62 小小指揮家 大谷紀子漫畫; Surf.坂口原作; 谷百合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686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693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709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6716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6723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6747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6754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6761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6778 小川＆愉快齋藤三人組 茶匡作; 羅小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6730 Black heart Star-黑星偶像 中村世子作; 寬子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785 BABY BABY BABY!! 松本彩嘉作; 綺璃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792 AS YOU WISH-如你所願 山田睦月作; 張瑞庭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808 小乖情人 真木雛作; 海棻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815 小惡魔HOLIC 市川千紘作; 凱薩琳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822 小惡魔偏差值 北川美幸作; 吳海棻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839 小煌女: 流亡公主 海野綱彌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846 小煌女: 流亡公主 海野綱彌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853 小煌女: 流亡公主 海野綱彌作; 玲玲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6860 小煌女: 流亡公主 海野綱彌作; 玲玲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6877 小煌女: 流亡公主 海野綱彌作; 玲玲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6884 KECHONPA-辣妹偵探 聖千秋作; 蘇涵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6907 KECHONPA-辣妹偵探 聖千秋作; 蘇涵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6914 KECHONPA-辣妹偵探 聖千秋作; 蘇涵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6891 山貓天使 名香智子作; 碧娥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6938 不可以那個啦! 津槻萌重作; 程琦楨譯 2011-08-00 初版四刷 平裝

9786260006983 不可以看喲! 今井康繪作; 王冠婷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010 不穿內褲的戀人 伊勢崎ゆず作; 芷葳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058 K書時間 南塔子作; 雅伶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089 不能說的秘蜜時光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096 不會飛的鳥 三葉優雨作; 小庭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102 Come on!Boys & Girls 藤井滿作; Akane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119 不對稱行星 目黑亞夢作; 阿拖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126 不懂你的愛 青木琴美作; 王冠婷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133 CHILDREN OF THE MOON: 月之子 永緒桂仁作; 鄭世彬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140 不顧一切的愛 佐佐木柚奈作; 籃球丸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164 不顧一切的愛 佐佐木柚奈作; 籃球丸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171 不顧一切的愛 佐佐木柚奈作; 籃球丸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7188 不顧一切的愛 佐佐木柚奈作; 籃球丸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7157 F的迷宮 萩尾彬作; Akane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01 不讓你看見我的淚 森丘茉莉作; 龔千芳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195 Hug me♡Darling 吉永記子作; 龔千芳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18 中一生的煩惱 松本友作; KIYO.D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25 GET THE MOON: AI之戀 高城龍作; 周穎卉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32 Funny World-世界真奇妙 伯林作; TANYA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49 Fullmoon Joker-滿月鬼牌 高宮智作; 玲玲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56 First Try!愛的達陣 大谷紀子作; 曾雅伶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63 First Love: 美麗的初戀 西炯子作; 黃伊梅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70 Fire on Ice-冰上焰舞 赤石路代作; 玲玲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87 imp!異星貝比 久世番子作; 賴俊帆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294 Imitation Colors: 漂亮變身 大谷紀子作; 謝雅玲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300 if的畫廊 池野戀作; 倪萱理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317 DV-愛的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エトウケイコ原作; 海里真弓作; 王冠婷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324 Di Gi鈴鐺貓學園生活日記 コゲどんぼ原作; TORORO作畫; 謝雅玲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331 Deep Kiss-深情之吻 克本累作; 吳佳玲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348 我不當妹妹了。 美咲涼作; 連思宇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355 快樂協定 渡邊志穗作; TING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362 快樂天堂 宝田妃世作; 陳瓊玉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379 快樂天堂 宝田妃世作; 小天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409 快感♥仁義 水原冬樹作; 曾雅伶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430 快感♥仁義. 2, 快感!秘密Love 水原冬樹作; 碧倫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485 忘也忘不了的人= The unforgettable 谷川史子作; 曲冰熙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508 巫女的狼手偶 冴凪亮作; 小天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553 完.全.服.從 星野正美作; 曲冰熙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560 告訴妳我的秘密 花緒莉作; 程琦楨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7577 吻醒被愛束縛的妳 小純月子作; 倪萱理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584 吻到大野狼= Okami ni kiss 夜神里奈作; TING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591 吻到大野狼= Okami ni kiss 夜神里奈作; 噓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607 只屬於我的蝴蝶 北川美幸作; 倪萱理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614 只想舔吻的自私鬼 久嘉明良作; 蘇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621 只要你愛我= キミだけに愛されたい 紗鳥多惠作; 蔡麗蓉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638 只要作夢就好 藤末櫻作; 杏仁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645 半熟公主= 半熟姬= The princess haven't fully ripened yet櫻乃美佳作; 萱惠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652 外科醫的傳說= The legend of M: dark angel. II 風間宏子作; 張瑞庭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669 外科醫的傳說= The legend of M: dark angel. II 風間宏子作; 張瑞庭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676 外科醫的傳說= The legend of M: dark angel. II 風間宏子作; KIYO.D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7683 外科醫的傳說= The legend of M: dark angel. II 風間宏子作; KIYO.D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7690 外科醫的傳說= The legend of M: dark angel. II 風間宏子作; KIYO.D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7706 囚愛遊戲: 我怎麼成為她的俘虜? 多岐雫作; 小庭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713 可愛不夠看!= カワイイだけじゃモノ足りない!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720 可愛不夠看!= カワイイだけじゃモノ足りない!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737 可可亞! 柏木志保作; 吳美嬅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744 可以住妳家嗎?= Stay with me 水谷愛作; 玲玲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751 可以住妳家嗎?= Stay with me 水谷愛作; 程琦楨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768 可以住妳家嗎?= Stay with me 水谷愛作; 程琦楨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7867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07874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07881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07898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07775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782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799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7805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7812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7829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7836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7843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7850 半座的一片天- HANZASKY 佐渡川準作; 小鐵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7904 北國壽司姬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意澄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911 北國壽司姬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意澄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928 北國壽司姬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意澄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7935 北川美幸最愛精選The Best Selection 北川美幸作; 海棻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942 北川美幸最愛精選The Best Selection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959 出租☆寵物男孩 上条絵里奈作; 海棻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7966 凹凸情人 東山睦月作; 晴天瓶子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973 凹凸三兄妹= Three-sentimental 板羽皆作; 青色深淵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7980 凹凸三兄妹= Three-sentimental 板羽皆作; 青色深淵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7997 凹凸三兄妹= Three-sentimental 板羽皆作; 青色深淵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000 任性蜜愛♥甜心 松本優香作; 伊格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017 任性少爺的愛情獵物♡= Snake on the love!!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2016-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8024 交換靈魂吧!! 師走ゆき作; 藝霏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031 白薔薇特攻隊長香織 赤塚祭作; 曾雅伶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048 白雪公主與7個小孩 加藤友緒作; 蘇涵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055 白雪公主與7個小孩 加藤友緒作; 蘇涵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062 白虹: 義經異聞 中村理惠作; 謝雅玲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079 白虹: 義經異聞 中村理惠作; 謝雅玲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086 白虹: 義經異聞 中村理惠作; 謝雅玲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093 白虹: 義經異聞 中村理惠作; 謝雅玲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8109 失控的三角關係 湯川果奈作; 玲玲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116 失物情緣 南塔子作; 芷葳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123 白色的約定 東村明子作; 吳佳玲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130 用你的吻撫慰我= きみのキスで触れて。= Touch by your kiss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147 用你的吻撫慰我= きみのキスで触れて。= Touch by your kiss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154 永遠的戀人 浜口奈津子作; 詹玉如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161 正妹花道= ギャル華道 咲坂芽亞作; 王冠婷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178 正妹花道= ギャル華道 咲坂芽亞作; 王冠婷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185 正妹花道= ギャル華道 咲坂芽亞作; 王冠婷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192 平凡女孩的不平凡之戀 藤原晶作; HINA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208 平凡女孩的不平凡之戀 藤原晶作; HINA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215 平凡女孩的不平凡之戀 藤原晶作; HINA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222 平凡女孩的不平凡之戀 藤原晶作; HINA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8239 尼特男走開! 安理由香作; 雅伶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246 尼特男走開! 安理由香作; 雅伶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253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260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277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8284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8291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8307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8314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8321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4-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338 失戀巧克力職人= Un chocolatier de l'amour perdu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4-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8345 S性格BUT超M男 兄崎遊南作; 程琦楨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352 S性格BUT超M男 兄崎遊南作; 徐屹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369 S×M的開關 車谷晴子作; 喵咪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376 S×M: 主僕關係= Slave master 高宮智作; Akane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8383 天使中的惡魔 高城龍作; 羅凱琳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390 天使中的惡魔 高城龍作; 羅凱琳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406 天之花嫁 葵木杏音原案; 蜜樹海湖漫畫; Akane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413 SAKURA 6人行 增田英二作; 陳少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420 SAKURA 6人行 增田英二作; 陳少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437 SAKURA 6人行 增田英二作; 陳少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444 SAKURA 6人行 增田英二作; 陳少怡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8468 SAKURA 6人行 增田英二作; 陳少怡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8451 中島x中島 西炯子作; Akane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475 中島x中島 西炯子作; Akane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482 井之頭高校Beasts 浜口奈津子作; 吳佳玲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499 什麼少女漫嘛! 蒔田奈緒作; 蘇涵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505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3-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529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3-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512 many: 愛情多惱河 堤翔作; 綺璃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604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08611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08628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0008642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0008536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8543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8550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8567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8574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8598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8581 Milky way: 天河相戀 佐藤楓作; Akane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635 my little world: 我的小小世界 佐藤楓作; Akane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659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08666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08673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08680 S.A特優生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6260008697 MY STAR足球之星 加地君也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703 MY STAR足球之星 加地君也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710 MY SWEET DRAGON: 我的甜蜜神龍 榊優歌作; 龔亭芬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734 MY SWEET DRAGON: 我的甜蜜神龍 榊優歌作; 龔亭芬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741 MY SWEET DRAGON: 我的甜蜜神龍 榊優歌作; 龔亭芬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758 MY SWEET DRAGON: 我的甜蜜神龍 榊優歌作; 龔亭芬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8765 MY SWEET DRAGON: 我的甜蜜神龍 榊優歌作; 龔亭芬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8772 MY SWEET DRAGON: 我的甜蜜神龍 榊優歌作; 龔亭芬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8789 MY SWEET DRAGON: 我的甜蜜神龍 榊優歌作; 龔亭芬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8727 S.A特優生: 場外亂鬥 MAKI MINAMI作; 玲玲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796 My達令是肉食系。 夏蓮作; 娜娜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802 NICO: 盜族 狩野惠輔作; 貓頭鷹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819 NICO: 盜族 狩野惠輔作; 貓頭鷹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826 R-18= "R-18" love report! 杉惠美子作; 蘇涵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833 R-18= "R-18" love report! 杉惠美子作; 蘇涵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840 R-18= "R-18" love report! 杉惠美子作; 蘇涵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864 R-18= "R-18" love report! 杉惠美子作; 蘇涵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8857 Oh!我的王子 武藤啟作; KIYO.D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8871 Oh!我的王子 武藤啟作; KIYO.D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8888 Oh!我的王子 武藤啟作; KIYO.D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8895 on air! 大谷紀子作; 玲玲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01 Route 225-迷失世界 藤野千夜原作; 志村貴子漫畫; lingosou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18 OVER HEAT熾熱愛情 高瀨由香作; 林怡君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25 OZ與最後的魔女 征矢友花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32 Pasta王國 中祥人作; lingsou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49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021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038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045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9052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9069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9076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9083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9090 Red Raven-赤翼天使 藤本新太作; 小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8956 Perfect Blue Sky: 湛藍情空 森下深羽作; 瓜子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63 PINK的秘密婚約♥ 佐佐木柚奈作; 吳海棻譯 2012-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8970 Princess: 公主 本多夏巳作; 陽未原作; 海棻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87 Princess花*花 香代乃作; 吳美嬅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8994 我的舞台: Private Times 藤末櫻作; 倪萱理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007 我的舞台: Private Times 藤末櫻作; 倪萱理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014 我的舞台: Private Times 藤末櫻作; 倪萱理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106 Punch!格鬥阿妹妹 高田理惠作; 黃文瑞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113 Punch!格鬥阿妹妹 高田理惠作; 黃文瑞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120 Punch!格鬥阿妹妹 高田理惠作; 黃文瑞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137 Real Kiss-真心的吻 宮坂香帆作; 小庭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9144 Q彈小梅! 佐佐江典子作; 萱惠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151 Q.老師,喜歡是什麼呢? 京町妃紗作; 蘇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168 R-30愛的旋律 上杉可南子作; 劉蕙瑜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175 狂熱電器店= Road of maniac 栗橋伸祐作; 李益成譯 200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182 狂熱電器店= Road of maniac 栗橋伸祐作; 李益成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199 狂熱電器店= Road of maniac 栗橋伸祐作; 李益成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229 狂想水男孩 水波風南作; 謝雅玲譯 2012-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243 狂想水男孩 水波風南作; 謝雅玲譯 2012-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250 狂想水男孩 水波風南作; 謝雅玲譯 2012-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205 快樂魔法變 菊田珠智代作; 孟孟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212 快樂魔法變 菊田珠智代作; 孟孟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236 快樂魔法變 菊田珠智代作; 孟孟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267 快樂魔法變 菊田珠智代作; 孟孟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9274 快樂魔法變 菊田珠智代作; 孟孟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9281 快樂魔法變 菊田珠智代作; 孟孟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9298 我在這裡喔! 遠山絵麻作; 芷葳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304 我在這裡喔! 遠山絵麻作; 芷葳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311 我在這裡喔! 遠山絵麻作; 芷葳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328 我在這裡喔! 遠山絵麻作; 芷葳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9335 我在這裡喔! 遠山絵麻作; 芷葳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9342 狂野戀人D 樹本祐季作; 羅小琪譯 200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359 狂野戀人D 樹本祐季作; 羅小琪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366 月與湖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373 比毒苦之戀.比蜜甜之愛 上条絵里奈作; 凱薩琳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380 水果100% 浜口奈津子作; 周吟蓁, 王冠婷譯 200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397 沒空談戀愛!= I have no time to be in love with you!雪森櫻作; 小庭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403 水城雪可奈最愛精選= The best selection 水城雪可奈作; Akane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410 水與器 山田睦月作; 黃萱蕙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434 水與器 山田睦月作; 黃萱蕙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427 沒有麵包、就吃我嘛! 梨花知麻希作; 倪萱理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441 水藍奇蹟 蜜樹海湖作; 芷葳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458 水戀 七尾美緒作; 芷葳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465 水鑽♥愛情 陣名舞作; 小天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472 沒有空錯愛 石田拓實作; 小天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489 沒有空錯愛 石田拓實作; 小天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595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09496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502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519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526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09540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09557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09564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09571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09588 火爆少年兄 奧嶋寬雅作; 山人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09533 沒有空錯愛 石田拓實作; 小天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601 沒有吻會死!?= キスしなきゃ死んじゃう!?= Kiss or dead響愛作; 玲玲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9618 我那不體貼的學長 時遠季沙漫畫; 日日日原作; 蘇涵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625 我來守護妳 西城綾乃作; 李碧娥譯 2012-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09632 我的+魔法靈藥 高宮智作; 小天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649 我的No.1男公關女友 西城綾乃作; Akane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656 沉醉愛滋味 渥美理繪作; 林雅惠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663 我的千金大小姐 花田祐實作; 周穎卉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670 我的世界最真的妳= My world your reality 八田鮎子作; YOYORO.K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687 我的代號是鈴木太郎! 立野真琴作; 曲冰熙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694 我的名字是人妻 石井真裕美作; 萱惠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700 我的守護騎士 嶋木明子作; 小庭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717 我的守護騎士 嶋木明子作; 小庭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724 我的老公大人♥ 志賀乃夷織作; 喵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731 我的老公大人♥ 志賀乃夷織作; 喵咪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748 沉睡的藍寶石 藤田和子作; 吳美嬅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762 沉睡的藍寶石 藤田和子作; 吳美嬅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755 我的男友是杜賓犬 西城綾乃作; M.L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779 沉睡公主: 一段如夢似幻的愛戀 佐佐木柚奈作; yuying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786 沉睡公主: 一段如夢似幻的愛戀 佐佐木柚奈作; yuying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793 沉睡公主: 一段如夢似幻的愛戀 佐佐木柚奈作; yuying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809 我的私人醫生 花田祐實作; 雅伶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816 王子至上♥ 志賀乃夷織作; 羅凱琳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823 王子至上♥ 志賀乃夷織作; 羅凱琳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830 王的評分員 喜多尚江作; 小天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847 王的評分員 喜多尚江作; 小天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854 沉淪在只想你= Decadence in love. 本春香作; 凱薩琳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878 汪汪寶貝 岡崎呼人作; 蘇涵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861 王樣男友 めぐみけい作; 玲玲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885 汪汪寶貝 岡崎呼人作; 蘇涵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892 王樣果子店 水島實紀作; 龔亭芬譯 200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908 王樣果子店 水島實紀作; 謝雅伶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915 王樣果子店 水島實紀作; 謝雅伶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09922 求愛大搶攻 樹本祐季作; 王冠婷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939 王樣的葬儀店 八島時作; KIYO.D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946 世界以你為中心而轉 八田鮎子作; M.L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960 求婚的約定 京町妃紗作; 小庭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953 世界第一幸福婚禮 松苗明美作; 吳佳玲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09977 主人請多指教 筑波櫻作; 吳美嬅譯 2010-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09984 主人請多指教 筑波櫻作; 吳美嬅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09991 主人請多指教 筑波櫻作; 吳美嬅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003 每天都是那麼的可愛= However, it's a lovely day中原亞矢作; 噓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010 丼的大學問! 吉開寬二劇畫; 花形怜原作; M.L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027 他那溫熱的指尖 斗田惠美作; 羅凱琳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034 杏仁小娘 川村美香作; 吳海棻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041 他和我的SEX情事 星野正美作; 小庭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058 他們為愛說謊的日子 京町妃紗作; 小庭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065 令人心醉的嗓音 陽香作; 碧倫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072 折翼愛天使 霧賀ユキ作; 蘇黎衡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089 折翼愛天使 霧賀ユキ作; 蘇黎衡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096 有你的地方: REAL×FAKE 奈義未知子漫畫; 玲玲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10102 有你的地方: REAL×FAKE 奈義未知子漫畫; 玲玲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10119 有藉口愛你了 本多夏巳作; 小庭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126 死神Lovers 有木涼作; 倪萱理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140 死神Lovers 有木涼作; 倪萱理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133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0157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0164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0171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0195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0188 死神危險遊戲 佐藤友生作; 陳少怡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201 死神的使用說明書 本多夏巳作; 小庭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218 戒指中的王子 高宮智作; 吳海棻譯 2012-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0225 我撿到了王子 雪森櫻作; 倪萱理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232 我與王子的放學後 春木咲作; 萱惠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249 我跟妳說,百獸之王! 朱神寶作; 曲冰熙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256 我會更加更加喜歡你。 咲坂芽亞作; 綺璃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263 我愛Monster!? 花森小桃作; 黃雅純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270 我愛Monster!? 花森小桃作; 黃雅純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287 我最喜歡你了…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294 男子禁止!! 志賀乃夷織作; 方琳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0317 男公關教師J 渡邊志穗作; 方琳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300 男公關教師J 渡邊志穗作; 方琳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324 我要束縛妳 西城綾乃作; M.L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331 我是妳的菜嗎? 八田鮎子作; M.L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348 我的壞王子 青木琴美作; 羅小琪譯 2005-10-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355 我的壞王子 青木琴美作; 羅小琪譯 2005-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362 我的親親保鏢 綾瀨羽美作; 蘇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379 我的線上情人= アバター.ジャック 長山英作; 小天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386 我的達令有點怪 菊地華麻呂作; 芷葳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393 我的達令有點怪 菊地華麻呂作; 芷葳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416 男公關遊戲 渡邊志穗作; 謝雅玲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409 我的搖滾男友 菊地華麻呂作; 吳美嬅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423 我的搖滾男友 菊地華麻呂作; 吳美嬅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447 男友過敏症 真木雛作; 鄭怡君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430 我的搖滾男友 菊地華麻呂作; 芷葳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454 我的搖滾男友 菊地華麻呂作; 芷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0461 男孩♂女孩♀KISS♥ 一堂光作; yuying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478 男孩♂女孩♀Kiss♥: 愛的補考! 一堂光作; 凱薩琳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485 我的斑比 尾崎晶作; 蘇涵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492 男孩苦戀的心情 佐佐木柚奈作; 海棻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508 我的喵喵女友 金成理惠作; 蘇黎衡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515 私立白薔薇學園的秘密 星森雪最作; 綺璃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522 私立寶藏學園同萌社MOB 緋采俊樹作; 格長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539 究極拉麵王 馬場民雄作; 張文俊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546 究極拉麵王 馬場民雄作; 張文俊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553 究極拉麵王 馬場民雄作; 張文俊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560 究極拉麵王 馬場民雄作; 張文俊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0577 究極拉麵王 馬場民雄作; 李重甫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0584 究極拉麵王 馬場民雄作; 李重甫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0591 究極拉麵王 馬場民雄作; 李重甫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0607 見習魔女愛上王子 征矢友花作; 凱薩琳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614 見習魔女愛上王子 征矢友花作; 凱薩琳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621 言繰師 佐倉賢一作; 東江侑市原作; 黃勝宏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638 言繰師 佐倉賢一作; 東江侑市原作; 吳重甫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645 言繰師 佐倉賢一作; 東江侑市原作; 吳重甫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652 貝比♡大挑戰! 中貫惠理作; 玲玲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669 赤石路代最愛精選= The best selection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676 赤石路代最愛精選= The best selection 赤石路代作; 玲玲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683 赤色黑白鍵 水谷京子作; 野菜咖哩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690 赤色黑白鍵 水谷京子作; 野菜咖哩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706 那女人愛不得 大矢和美作; 蘇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713 那女人愛不得 大矢和美作; 蘇涵譯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720 那年的愛情 西炯子作; 陳秀蓁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737 那個男人有點怪 菊地華麻呂作; 曲冰熙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744 邪道 土山滋作; 山人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751 邪道 土山滋作; 山人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768 邪道 土山滋作; 山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775 邪道 土山滋作; 山人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0782 乖乖女倒追花花公子 目黑亞夢作; 小庭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799 亞麻與紗 藍澤遙作; 小庭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805 亞麻與紗 藍澤遙作; 小庭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829 亞麻與紗 藍澤遙作; 小庭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843 亞麻與紗 藍澤遙作; 小庭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0812 M★G★達令= M★G★ダーリン 水都明亞作; 王冠婷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836 M★G★達令= M★G★ダーリン 水都明亞作; 王冠婷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850 M★G★達令= M★G★ダーリン 水都明亞作; 王冠婷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881 天上的王國: 亞歷山大大帝 赤石路代作; 玲玲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874 天上的王國: 亞歷山大大帝 赤石路代作; 玲玲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867 天上的王國: 亞歷山大大帝 赤石路代作; 玲玲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0898 享用美味的他 樹本祐季作; 凱薩琳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904 京都漫遊神怪集 二星天作; 曲冰熙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911 京都漫遊神怪集 二星天作; 曲冰熙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928 來做課後輔導吧 一堂光作; KIYO.D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0935 兩人不可說的秘密 淺野彩作; 小庭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942 兩人不可說的秘密 淺野彩作; 小庭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959 兩人的初體驗。 朱神寶作; 玲玲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966 兩人的美味關係 悠妃龍作; 羅凱琳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0973 兩人愛的水蜜桃: 看診中 高田理惠作; 蘇涵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0980 兩人愛的水蜜桃: 看診中 高田理惠作; 蘇涵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0997 兩人愛的水蜜桃: 看診中 高田理惠作; 蘇涵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000 兩人愛的水蜜桃: 看診中 高田理惠作; 蘇涵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017 兩人愛的水蜜桃: 看診中 高田理惠作; 蘇涵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1024 兩人愛的水蜜桃: 看診中 高田理惠作; 蘇涵譯 2017-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1031 兩人愛的水蜜桃 高田理惠作; 蕓瑄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048 兩人愛的水蜜桃 高田理惠作; 蕓瑄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055 兩人愛的水蜜桃 高田理惠作; 蕓瑄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062 LUWON: 魔法遊戲 南澤久佳作; 蘇黎衡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079 LUWON: 魔法遊戲 南澤久佳作; 蘇黎衡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086 LUWON: 魔法遊戲 南澤久佳作; 蘇黎衡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093 LUWON: 魔法遊戲 南澤久佳作; 蘇黎衡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109 LUNATIX-月之聖痕 美佳晃原作; 大峰昭子作; 鄭世彬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116 LUNATIX-月之聖痕 美佳晃原作; 大峰昭子作; 鄭世彬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123 LUNATIX-月之聖痕 美佳晃原作; 大峰昭子作; 鄭世彬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130 Love Lesson.com: 禁斷部落格 悠妃龍作; 周穎卉譯 2010-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1147 LOVE CRUISE-愛之船 大海十夢作; 萱惠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154 小大熊大小熊 坂本未來作; 小天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161 小大熊大小熊 坂本未來作; 小天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178 小大熊大小熊 坂本未來作; 小天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185 小大熊大小熊 坂本未來作; 小天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192 小大熊大小熊 坂本未來作; 小天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1208 小大熊大小熊 坂本未來作; 小天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1253 Lovey Dovey-優女與惡男 織田綺作; 吳美嬅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307 Lovey Dovey-優女與惡男 織田綺作; 吳美嬅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314 Lovey Dovey-優女與惡男 織田綺作; 吳美嬅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321 Lovey Dovey-優女與惡男 織田綺作; 吳美嬅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338 Lovey Dovey-優女與惡男 織田綺作; 吳美嬅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1215 兩個野獸男友 車谷晴子作; 玲玲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1222 初♥體驗 櫻乃美佳作; 倪萱理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1239 初戀♥情緣 悠妃龍作; 張瑞庭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1246 初戀白書 吉永友作; 蘇涵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260 初戀男x初戀女 渡邊志穗作; 小庭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277 初戀男公關 渡邊志穗作; 謝雅玲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284 初戀依存症 朱神寶作; 不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291 初戀物語 櫻田葵作; 不妙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345 死神偵探和幽靈學園 齋藤岬作; 李益成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352 死神偵探和幽靈學園 齋藤岬作; 李益成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369 死神偵探和幽靈學園 齋藤岬作; 李益成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376 死神偵探和憂鬱溫泉 齋藤岬作; 李益成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383 LOVENISTA: 愛的香味 香代乃作; 蘇涵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390 LOVENISTA: 愛的香味 香代乃作; 蘇涵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406 死神愛遊戲 Touya Tobina作; 曲冰熙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413 死神愛遊戲 Touya Tobina作; 曲冰熙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420 幻字巫女 津田雅美作; Akane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437 幻字巫女 津田雅美作; Akane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444 幻字巫女 津田雅美作; Akane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451 幻字巫女 津田雅美作; Akane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468 幻字巫女 津田雅美作; Akane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1475 池野戀心跳短篇集 池野戀作; KINI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482 灰姑娘的條件 菊地華麻呂作; 謝育妮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499 巴洛克騎士團= Baroque knights 藤田麻貴作; 晴天瓶子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512 巴洛克騎士團= Baroque knights 藤田麻貴作; 晴天瓶子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529 巴洛克騎士團= Baroque knights 藤田麻貴作; 晴天瓶子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536 巴洛克騎士團= Baroque knights 藤田麻貴作; 晴天瓶子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505 百億幸福之約 深海魚作; 劉家芳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543 老師,聽我說嘛! 蒔田奈緒作; 小天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550 老師♡上癮 心步由美作; 倪萱理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567 老師和我的第一次。 渡邊志穗作; 小庭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581 老師與秘密 真村澪作; 王冠婷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598 肉食女VS草食男的戀愛方程式 蒼木聖作; 芷葳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604 肉食女的妄想王子 鮎川未緒作; 小庭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611 血色迷蹤 葉月暘子作; 張靜惠譯 2003-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628 伴著妳哭泣 藤臣美弥子作; 龔千芳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642 佔有妳的夜晚 北川美幸作; 谷百合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1659 巴洛克騎士團= Baroque knights 藤田麻貴作; 倪萱理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1673 巴洛克騎士團= Baroque knights 藤田麻貴作; 倪萱理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1697 巴洛克騎士團= Baroque knights 藤田麻貴作; 倪萱理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1666 佛像宅女!! 小野直美作; lingsou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680 佛像宅女!! 小野直美作; lingsou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703 你手中的戀愛魔法 小沢花音作; TOTORO.K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710 你那會說話的眼神。 七尾美緒; 芷葳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727 你的專屬女僕★ 陣名舞作; 喵咪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734 少年自警團= Pied piper 淺田寅ヲ作; 李益成譯 200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802 少年自警團= Pied piper 淺田寅ヲ作; 李益成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826 少年自警團= Pied piper 淺田寅ヲ作; 李益成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833 少年自警團= Pied piper 淺田寅ヲ作; 李益成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857 少年自警團= Pied piper 淺田寅ヲ作; 李益成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1864 少年自警團= Pied piper 淺田寅ヲ作; 李益成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1741 你是絕對君主 金田夏美作; 雅伶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758 你是絕對君主 金田夏美作; 雅伶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1765 你是絕對君主! 金田夏美作; 籃球丸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772 你是絕對君主! 金田夏美作; 籃球丸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789 你是絕對君主! 金田夏美作; 籃球丸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1796 你們也會有長大的那天 藤緒愛作; 程綺楨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819 你都不懂我的心! 杉惠美子作; 蘇涵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840 冷調少年 水月博士作; 林家宇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871 別叫我王子! 成瀨悠利作; 紫苑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888 別用身體束縛我 樹本祐季作; 王冠婷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895 吻了之後繼續愛 小純月子作; 歆恩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901 吻我趁現在 真木雛作; 吳海棻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918 企鵝王子 最富恭介作; 黃萱惠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925 光之美少女= Pretty cure 上北双子作; 東堂いづみ原作; 龔千芳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932 光之美少女Splash★Star= Pretty cure 上北双子作; 東堂いづみ原作; 千芳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949 月下夢幻譚: 神無夜話 刑部真芯作; 碧倫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1963 月下夢幻譚: 神無夜話 刑部真芯作; 碧倫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1970 月下夢幻譚: 神無夜話 刑部真芯作; 碧倫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1956 光的溫柔.月的迷戀 藤臣美彌子作; 潘玉真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987 全員單戀中。 夜神里奈作; Akane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1994 全新的愛 悠妃龍作; 喵咪譯 2012-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6260012007 月下夢幻譚: 神無夜話 刑部真芯作; 玲玲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2014 月下夢幻譚: 神無夜話 刑部真芯作; 玲玲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2038 月下夢幻譚: 神無夜話 刑部真芯作; 玲玲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2045 月下夢幻譚: 神無夜話 刑部真芯作; 玲玲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2021 共享我們的秘密吧! 白石由希作; Akane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052 再見!厚底鞋 尾崎晶作; 倪萱理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069 再見,失戀番長 尾崎晶作; 倪萱理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076 再見家有賢妻 星野芽美作; 張楚暄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083 再會了,我的英雄。 小泉蓮作; M.L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090 再續今生緣 碧也ぴんく作; 加納朋子原作; 謝雅玲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106 再續今生緣 碧也ぴんく作; 加納朋子原作; 謝雅玲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113 冰上銀河 岡崎真里作; 林家宇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137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144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151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2168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2175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2182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2199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2205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2120 危險Honey 本多夏巳作; 小庭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2212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2229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12236 幻獸星座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12243 武將達令: 信長 吉田斑鳩作; HINA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267 La Esperança-易碎青春 河合千草作; 李重甫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274 La Esperança-易碎青春 河合千草作; 李重甫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298 La Esperança-易碎青春 河合千草作; 李重甫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2304 La Esperança-易碎青春 河合千草作; 李重甫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2311 La Esperança-易碎青春 河合千草作; 李重甫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2335 La Esperança-易碎青春 河合千草作; 李重甫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2281 武將達令: 政宗 吉田斑鳩作; HINA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328 武將達令: 新撰組 吉田斑鳩作; 朵莉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342 武將達令: 龍馬 吉田斑鳩作; 曲冰熙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359 武裝戰犬 片倉.狼組.政憲作; kinnsan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366 武裝戰犬 片倉.狼組.政憲作; kinnsan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373 武裝戰犬 片倉.狼組.政憲作; kinnsan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380 放學後的激情 相川裕作; 黃萱惠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397 放學後的激情 相川裕作; 黃萱惠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403 放學後的激情 相川裕作; 黃萱惠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410 披著羊皮的肉食男 西臣匡子作; 玲玲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427 披著羊皮的肉食男 西臣匡子作; 玲玲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434 花開大黑屋 星野芽美作; 羅凱琳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441 花開大黑屋 星野芽美作; 羅凱琳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458 花開大黑屋 星野芽美作; 羅凱琳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465 花開大黑屋 星野芽美作; 羅凱琳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2472 Kiss in The Garden: 吻在快樂天堂 星野正美作; 晴天瓶子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489 花店男孩 菅野文作; 黃雅純譯 200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496 花店男孩 菅野文作; 黃雅純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502 空色彩蝶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519 空色彩蝶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526 Kiss and Never Cry-冰舞之愛 小川彌生作; 曲冰熙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533 Kiss and Never Cry-冰舞之愛 小川彌生作; 曲冰熙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557 Kiss and Never Cry-冰舞之愛 小川彌生作; 曲冰熙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564 Kiss and Never Cry-冰舞之愛 小川彌生作; 曲冰熙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2540 舍監是妙齡女高生 西城綾乃作; 谷百合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571 舍監是妙齡女高生. Final 西城綾乃作; Akane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588 舍監是妙齡女高生. Returns 西城綾乃作; 谷百合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595 妳我的彩虹青春 藤澤志月作; M.L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601 妳我的彩虹青春 藤澤志月作; M.L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618 妳我的彩虹青春 藤澤志月作; M.L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625 妳我的彩虹青春 藤澤志月作; M.L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2632 妳我的彩虹青春 藤澤志月作; M.L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2649 妳相信魔法嗎? 谷川史子作; 羅彩月譯 200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656 妳相信魔法嗎? 谷川史子作; 羅彩月譯 200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663 妳相信魔法嗎? 谷川史子作; 羅彩月譯 200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670 姊弟行不行!? 棉田乃布作; 程綺楨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687 姊弟行不行!? 棉田乃布作; 程綺楨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694 委員長的秘密愛戀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700 委員長的秘密愛戀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717 官能密約 悠妃龍作; 寬子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724 官能教師 悠妃龍作; 寬子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731 幸運兔愛麗絲 森生真実作; 梓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748 幸運兔愛麗絲 森生真実作; 梓槻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755 幸運兔愛麗絲 森生真実作; 梓槻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762 幸福值多少錢? 宇佐美真紀作; 小天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779 幸福值多少錢? 宇佐美真紀作; 小天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816 早安少女組 神崎裕作; 古婉婷譯 200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823 早安少女組 神崎裕作; 古婉婷譯 200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830 早安少女組 神崎裕作; 古婉婷譯 200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854 早安少女組 神崎裕作; 古婉婷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2885 早安少女組 神崎裕作; 古婉婷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2892 早安少女組 神崎裕作; 古婉婷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2786 幸福島: 青宵迴廊 市東亮子作; 羅凱琳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793 幸福島: 青宵迴廊 市東亮子作; 羅凱琳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809 幸福島: 青宵迴廊 市東亮子作; 羅凱琳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847 征服世界: 無所不教女學館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861 征服世界: 無所不教女學館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878 征服世界: 無所不教女學館 水安里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2908 妹妹公主 森嶋プチ作; 天廣直人, 公野櫻子原案; 黃萱惠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915 底迪男友。 夜神里奈作; 小庭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2922 底迪和吻痕 櫻乃美佳作; 小庭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946 收藏美少年!= Boys collection 相川裕作; 海棻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2960 收藏美少年!= Boys collection 相川裕作; 海棻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2939 征服你的唇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953 忠誠之國 菅野文作; 倪萱理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977 孤獨王子的玩具 吟鳥子作; 何軒瑋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984 妳是「喜歡」的代名詞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2991 幸福的王子殿下 萩尾彬作; 曲冰熙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04 居家型男 亞南久慈蘭作; 曲冰熙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11 幸運中毒 平泉由紀子作; KIYO.D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28 花&行星 谷川史子作; 玲玲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35 空色造雲罐 黑羽成作; 周穎卉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42 花瓶甜姐兒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59 明天更愛我 森丘茉莉作; 林政廷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66 明日之星娜佳 阿弓唯作; 陳書涵譯; 东堂いづみ原作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073 東京男友 蒔田奈緒作; 芷葳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80 東京浪漫細工 片山愁作; YUKA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097 東京喵喵. part Ⅱ 征海未亞作; 講談社原案; 黃雅純譯 2004-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103 東京搖滾少年 菊地華麻呂作; 芷葳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10 武鬥占術傳: 緋色與名無 田路達哉作畫; 永久保貴一原作; 山人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27 妳只屬於我 佐佐木柚奈作; 籃球丸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34 拇指公主 宮藤華作; 谷百合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41 拍攝中.禁止情慾。 響愛作; 凱薩琳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58 成熟的H和孩子氣的他 星野正美作; 芷葳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65 成為我的愛奴 西臣匡子作; 雅伶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72 成為他頭號女友的方法 小田原水映作; 羅凱琳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89 成為他頭號女友的方法. II 小田原水映作; 羅凱琳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196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11-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202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11-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219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11-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226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11-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3233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11-0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3264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11-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13271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11-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13240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0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3257 守護甜心 PEACH-PIT作; 蘇佳音譯 2009-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3288 宇宙少年 喜多尚江作; 羅凱琳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301 非凡佳偶 樋口橘作; 李碧娥譯 2006-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318 非凡佳偶 樋口橘作; 李碧娥譯 2006-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325 非凡佳偶 樋口橘作; 李碧娥譯 2006-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332 非凡佳偶 樋口橘作; 李碧娥譯 2006-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3349 非凡佳偶 樋口橘作; 李碧娥譯 2006-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3356 非凡佳偶 樋口橘作; 李碧娥譯 2006-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3295 如果愛上了 藤緒愛作; Akane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363 如果沒有愛… 門田昌子作; 萱惠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387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394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400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424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3431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3448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3455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3462 青春少年兄 藤澤志月作; 曲冰熙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3370 好學生的心得 MIZUHO KUSANAGI作; 龔千芳譯 2008-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417 好學生的心得 MIZUHO KUSANAGI作; 龔千芳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479 青色微熱 椎名千花作; 小庭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486 青色微熱 椎名千花作; 小庭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493 青色微熱 椎名千花作; 小庭譯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509 青春偶像: 結婚時代 金子節子作; 黃萱惠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516 青春偶像: 結婚時代 金子節子作; 黃萱惠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523 青春偶像: 結婚時代 金子節子作; 黃萱惠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530 青春偶像: 結婚時代 金子節子作; 黃萱惠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3547 青春偶像: 結婚時代 金子節子作; 黃萱惠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3554 青春偶像: 結婚時代 金子節子作; 黃萱惠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3561 雨天決行 重本ハジメ作; 豬排飯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578 雨天決行 重本ハジメ作; 豬排飯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592 雨天決行 重本ハジメ作; 豬排飯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608 雨天決行 重本ハジメ作; 豬排飯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3615 雨天決行 重本ハジメ作; 豬排飯譯 2015-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3585 好色野男孩 橫山真由美作; 邱君澐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622 金武力野球狂 細川雅巳作; Nobunaga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639 金武力野球狂 細川雅巳作; Nobunaga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646 金武力野球狂 細川雅巳作; Nobunaga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653 金武力野球狂 細川雅巳作; Nobunaga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3691 KISS ME達令!!×3 水無月真作; 廖慧芬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660 玩具愛人 長江朋美作; 杏仁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677 玩具愛人: 新婚篇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684 玩具愛人: 新婚篇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707 玩具愛人: 新婚篇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714 玩具愛人: 新婚篇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3721 玩具愛人: 新婚篇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2016-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3738 玩具愛人: 新婚篇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3745 玩具愛人: 新婚篇 長江朋美作; 蘇涵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3752 玩具愛人: 前奏曲 長江朋美作; SCION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769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783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806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820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3837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3844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3851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3868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ONI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3776 她與他們的秘密 大矢和美作; 王冠婷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3790 她與他們的秘密 大矢和美作; 王冠婷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3813 她與他們的秘密 大矢和美作; 王冠婷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3882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御門幻流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3899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御門幻流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13875 空手道婆娑羅傳: 銀二 野部優美作; 御門幻流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3905 青春O和X 藤末櫻作; 吳雯娟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12 青春WALKER 大谷紀子作; 李碧娥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29 青春愛搗蛋 水野美波作; M.L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36 青春會社: Teans Company 吉井真里作; 谷百合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43 青春熊貓! 木村文子作; 藍璐希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50 花開的感傷 渥美理絵作; 廖慧芬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74 她愛上他的理由 七尾美緒作; 芷葳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3967 花與天秤 羽柴麻央作; 蒼貓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81 她給的傷痕= There is scratch on her heart 櫻乃美佳作; 谷百合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3998 花與野獸 蒔田奈緒作; 王冠婷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01 青春生存遊戲 最富恭介作; 蘇涵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18 長鼻子少女 一重夕子作; 廖慧芬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25 直達極樂愛淨土 今井康繪作; may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32 社內戀愛必勝法 藤原晶作; 曾雅伶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49 非愛妳不可 浜口奈津子作; 倪萱理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56 便利愛情S: 芦原妃名子短篇傑作選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63 保母兄弟 立野真琴作; 玲玲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70 保健室之戀: 新婚蜜月期 藤原晶作; 陳書涵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087 保健室的秘密愛戀 棉田乃布作; 羅凱琳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4094 她們的事情 齊木久美子作; 廖慧芬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100 她是我的☆= まるごと☆オレのモノ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4117 月光之吻 谷地惠美子作; 玲玲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124 她的粉紅戀愛 齊木久美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131 她和我的騎士的爭奪戰 田村琴夕作; Akane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148 月光派對 藤田和子作; 龔千芳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155 多愛我一點♥ 棉田乃布作; 黃萱惠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4162 心言手語. 最終章 輕部潤子作; 羅凱琳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179 心言手語. 最終章 輕部潤子作; 羅凱琳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186 心言手語. 最終章 輕部潤子作; 羅凱琳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193 心跳在今夜: 真壁俊的事情 池野戀作; 秦不虫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209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216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223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230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4247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4254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4261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4285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4292 心跳在午夜 池野戀作; 凱薩琳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4278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龔千芳譯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308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龔千芳譯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315 心跳曼波 志賀乃夷織作; 楊蕓瑄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322 心跳曼波 志賀乃夷織作; 楊蕓瑄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346 心跳曼波 志賀乃夷織作; 楊蕓瑄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339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蘇芷葳譯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353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蘇芷葳譯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4360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蘇芷葳譯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4384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蘇芷葳譯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4391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蘇芷葳譯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4414 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蘇芷葳譯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4377 心跳激情夜♥ 車谷晴子作; 吳海棻譯 2011-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4407 心靈喫茶店= Tea shop Alphameric 宏橋昌水作; 周穎卉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421 心靈學園戀變化 香代乃作; 皮皮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438 心靈學園戀變化 香代乃作; 皮皮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445 手紙 谷川史子作; TORORO.K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452 在辦公室煞到你 青乃多万實作; 萱惠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476 在辦公室煞到你 青乃多万實作; 萱惠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506 在辦公室煞到你 青乃多万實作; 萱惠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469 少女的才能 松乃美佳作; 黃萱惠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483 少女的秘密心事: 情竇初開 藪內優作; 羅凱琳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490 幻妖異聞: 白金公主 本村英里作; Akane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513 幻想香人 唐沢千晶作; 津山冬STORY構成; 皮皮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520 幻想香人 唐沢千晶作; 津山冬STORY構成; 皮皮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537 在音樂教室的我們: 秘密課程 村田由香作; 小庭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544 少年的溺愛 車谷晴子作; 謝雅伶譯 2011-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4551 少年花蝴蝶 新惠作; 王冠婷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568 在星空下散步 藤末櫻作; 小庭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575 少年偵探狩野俊介: 降靈會事件 松島幸太朗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582 少年與機器美眉 上田悟司作; 小鐵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599 大胃王甲子園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605 大胃王甲子園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612 大胃王甲子園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629 大胃王甲子園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4643 大胃王甲子園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4650 大胃王甲子園 土山滋作; 豬排飯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4636 在我們的世界裡。= 僕らの世界で。 真村澪作; 程琦楨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667 大野狼與小蜜蜂 尾崎晶作; 倪萱理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674 大聲說愛我 大矢和美作; 王冠婷譯 200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681 在我手心跳舞 兄崎遊南作; 吳海棻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698 大魔王剎那 豬狩禮作; 蕭嘉惠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704 女人們的同居生活 谷川史子作; 曲冰熙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711 因為我愛你 彬聖子作; may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728 因為我愛你 彬聖子作; may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827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4834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14735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742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759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766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4773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4780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4797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4803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4810 女公關媽咪 山田圭子作; 城戶口靜原作; 羅小琪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4841 女生的制服 坂本未來作; 蘇涵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858 女孩子的蜜之味 涼原篠作; 野菜咖哩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865 女孩子的蜜之毒 涼原篠作; 野菜咖哩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872 因為我正在戀愛。 長山英作; 羅凱琳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889 女孩我最大 恵月向日葵作; 龔千芳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896 女孩我最大 恵月向日葵作; 龔千芳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919 女孩我最大 恵月向日葵作; 龔千芳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926 女孩我最大 恵月向日葵作; 龔千芳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4902 名媛安琪拉!! 秋山舞子原作; 飛天幽浮漫畫; 蘇涵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940 名媛安琪拉!! 秋山舞子原作; 飛天幽浮漫畫; 蘇涵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4957 名媛安琪拉!! 秋山舞子原作; 飛天幽浮漫畫; 蘇涵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4933 女孩的人生大事 立花梓作; 洪玉倩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964 女孩的蜜惡樂園 車谷晴子作; 海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4971 女僕我最大 山本岳輝作; 小鐵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4995 女僕我最大 山本岳輝作; 小鐵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107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5114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14988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008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015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039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5046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5060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5077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5084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5091 名偵探夢水清志郎事件簿 勇嶺薰原作; 安瑠安崎作; 謝雅玲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5022 女僕家家酒 真木雛作; 吳美嬅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053 小丫頭初戀了! 車谷晴子作; 海棻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21 寶貝!把淚擦乾 花田祐実作; 雅伶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38 顛覆羅曼蒂克 藤原規代作; 林雅惠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45 願妳幸福。 長山英作; 小庭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52 難搞調教師 高田理惠作; 吳美嬅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69 難忘舊情人 丘上愛作; 古婉婷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76 難以兌現的戀情 山田睦月, 菅野彰作; 小天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83 藤堂氏的愛欲菜單 鮎川未緒作; 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190 爆走!!戀愛衝擊♡ 渡邊志穗作; 謝雅玲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5206 壞壞小男友 花緒莉作; 吳佳玲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5213 壞心眼的嘆息 森智世乃作; 方琳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220 壞心眼♥維納斯 鎌倉奈奈作; 凱薩琳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237 壞女孩的守護天使 八田鮎子作; TOTORO.K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244 離地90cm的花田蜜吻 芹沢由紀子作; KINI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251 雛芥子少女歌劇團 坂本未來作; lingosou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268 雛芥子少女歌劇團 坂本未來作; lingosou譯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275 擺渡忘川 谷地惠美子作; 曲冰熙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282 點燃心中的愛火 花田祐実作; 徐屹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299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305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381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5312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329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5336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5343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5350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5367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5374 點心公主 小林深雪原作; 安藤夏美作; 陳書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5398 鮮師教室 小沢利雄作; 山人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404 鮮師教室 小沢利雄作; 山人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411 鮮師教室 小沢利雄作; 山人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428 鮮師教室 小沢利雄作; 山人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5435 鮮師教室 小沢利雄作; 山人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5442 還是不可以那個啦! 津槻萌重作; 程琦楨譯 2011-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6260015459 還沒勇氣走上銀河 森下suu作; 小庭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466 謎樣高中生村雨 伊藤幹雄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473 謎樣高中生村雨 伊藤幹雄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480 謎樣高中生村雨 伊藤幹雄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497 謎樣公主與傳說中的王子 可歌真都作; 曲冰熙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503 謎樣公主與傳說中的王子 可歌真都作; 曲冰熙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510 謊言誘惑♥甜心 松本優香作; 方琳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527 謊言是媚藥 小純月子作; 蘇涵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534 謊言★騎士 水谷京子作; 龔千芳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541 謊言★騎士 水谷京子作; 龔千芳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558 螺旋VAMP 水野美波作; M.L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565 薔薇貴公子: 京&一平系列特別篇 神谷悠作; Akane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572 薔薇色的人生 高野宮子作; 張瑞庭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589 薔薇色的人生 高野宮子作; 張瑞庭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602 薔薇色守護者 藤崎真緒作; 唯唯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626 薔薇色守護者 藤崎真緒作; 唯唯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633 薔薇色守護者 藤崎真緒作; 唯唯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664 薔薇色守護者 藤崎真緒作; 不妙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5671 薔薇色守護者 藤崎真緒作; 不妙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5688 薔薇色my honey 大海十夢作; 玲玲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701 薔薇色my honey 大海十夢作; 玲玲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718 膽小貓情人 やしきゆかり作; 余欣怡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725 總是晴朗好心情 羅川真里茂作; 玲玲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732 總是晴朗好心情 羅川真里茂作; 玲玲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749 總是晴朗好心情 羅川真里茂作; 玲玲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756 總是晴朗好心情 羅川真里茂作; 玲玲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5763 總是晴朗好心情 羅川真里茂作; 玲玲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5770 總是晴朗好心情 羅川真里茂作; 玲玲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5787 總是晴朗好心情 羅川真里茂作; 玲玲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5794 野獸的溫柔 刑部真芯作; 曾雅伶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800 野獸的溫柔 刑部真芯作; 曾雅伶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817 野獸主人 最富恭介作; 林家宇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824 野獸主人 最富恭介作; 林家宇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831 野獸女友 小夏作; 喵咪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848 野良麵= Nora men 富沢順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855 野良麵= Nora men 富沢順作; 御門幻流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862 野男孩的調教方法 白石由希作; yuying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879 都是因為你那樣吻了我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886 這該不會是戀愛吧? 武藤啓作; 雅伶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893 這該不會是戀愛吧? 武藤啓作; 雅伶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909 這該不會是戀愛吧? 武藤啓作; 雅伶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916 這該不會是戀愛吧? 武藤啓作; 雅伶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5923 這該不會是戀愛吧? 武藤啓作; 雅伶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5930 這該不會是戀愛吧? 武藤啓作; 雅伶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5947 這就是戀愛 遊知矢詠作; 海棻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5961 這就是戀愛 遊知矢詠作; 海棻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5978 這就是戀愛 遊知矢詠作; 海棻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5985 這就是戀愛 遊知矢詠作; 海棻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6005 這就是戀愛 遊知矢詠作; 海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6012 這就是戀愛 遊知矢詠作; 海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5954 會錯意公主和說謊的我 高宮智作; 曲冰熙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5992 極上樂園男子 堂本奈央作; 程綺楨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029 極品同居人 車谷晴子作; 玲玲譯 2011-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036 極品同居人 車谷晴子作; 玲玲譯 2011-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043 極品男公關 清水朝美作; 曾雅伶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050 這世界上我最xx妳了= I xx you more than anyone in the world.蒔田奈緒作; MARI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067 極品男公關 清水朝美作; 蔡佳玲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074 這不叫戀愛 藤原佳子作; M.L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098 這不叫戀愛 藤原佳子作; M.L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111 這不叫戀愛 藤原佳子作; M.L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6128 這不叫戀愛 藤原佳子作; M.L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6135 這不叫戀愛 藤原佳子作; M.L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6081 極限激發: D 渡邊大樹作; 陳少怡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104 極限激發: D 渡邊大樹作; 陳少怡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142 極惡男子寮 車谷晴子作; 吳海棻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159 極道王子 西城綾乃作; 皮皮譯 200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6166 貪戀的年紀 浜口奈津子作; 洪玉倩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173 極道同學逼我嫁! 幸田百子作; 玲玲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180 極道同學逼我嫁!: 戀愛抗爭篇 幸田百子作; 玲玲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197 貨車驚魂夜 山田睦月, 菅野彰作; 李重甫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203 貨車驚魂夜 山田睦月, 菅野彰作; 李重甫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210 源博士的異常×× 寄田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227 源博士的異常×× 寄田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234 源博士的異常×× 寄田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6241 溫情滿屋 小野直美作; KIYO.D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258 溺愛無罪 兄崎遊南作; 程綺楨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265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張心紅譯 200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272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張心紅譯 200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340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6364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16371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16388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16395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16401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0016289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6296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6302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6319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6326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6333 貧窮未婚妻 藤田麻貴作; 尤嘉華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6357 禁斷的快感 お湯かけご飯作; 曲冰熙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418 異世界王子: 被囚禁的黃金之夢 浜田翔子作; 曲冰熙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425 禁斷的樂園 今井康绘作; 羅凱琳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432 禁斷殉愛 佐佐木柚奈作; 蘇涵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449 禁斷婚 車谷晴子作; 吳海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463 禁斷愛: 秘密慾望篇 浜田理枝子, 十能萃, 汪巳寧紺, 涼原篠, 梶尾真琴作; 蕓瑄譯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456 處刑天使Haruto 小磯名緒作; 正果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470 莓時間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487 莓時間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494 荷包蛋女孩 海野綱彌作; 黃萱惠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500 聆聽生命的鼓動= His pulse is hard 高瀨由香作; 洪芝亭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517 禁斷愛: 蜜潤之夜篇 森智世乃, 朝生和江, 吉崎凪, 十能萃, 小林花乃作; 蕓瑄譯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524 罪戀 吉永友作; DORA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531 紳士?惡魔!?= A gentleman or the devil アリスン作; 曲冰熙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548 聖王傳: 麒麟 田中彼方作; 伸卡球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579 聖餐: 淨化 刑部真芯作; 王冠婷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555 第二個願望? 大野潤子作; 羅小琪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562 第二個願望? 大野潤子作; 羅小琪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586 第二個願望? 大野潤子作; 羅小琪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6593 第二個願望? 大野潤子作; 羅小琪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6609 萬人迷戀愛術 兄崎遊南作; 林家宇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616 萬人迷戀愛術 兄崎遊南作; 林家宇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623 第二個天堂= The second paradise 大矢和美作; 谷百合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630 第二次愛上你 花田祐実作; 小庭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647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長岡良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654 落櫻之愛 安齊五月作; 蔡麗容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661 給我你的一切 車谷晴子作; 海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678 給我你的一切 車谷晴子作; 海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685 給我愛!! 葉月鼎作; 陳昭慧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692 給我蜂蜜香草拿鐵!! 星森雪最作; 玲玲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708 華物語 埜納多緒作; 楨佑子原案; 林家宇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715 華姬: 茶茶物語 渡邊志穗作; KIYO.D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722 華姬: 茶茶物語 渡邊志穗作; 羅凱琳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739 華姬: 茶茶物語 渡邊志穗作; 羅凱琳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6746 華姬: 茶茶物語 渡邊志穗作; 羅凱琳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6753 華姬: 茶茶物語 渡邊志穗作; 羅凱琳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6777 華姬: 茶茶物語 渡邊志穗作; 羅凱琳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6760 新選組美男五人眾 夏蓮作; 倪萱理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784 華麗男公關偵探社 立野真琴作; KIYO.D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807 華麗男公關偵探社 立野真琴作; KIYO.D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814 華麗男公關偵探社 立野真琴作; KIYO.D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6821 華麗男公關偵探社 立野真琴作; KIYO.D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6791 新聞社的小松: 續.青春愛搗蛋 水野美波作; M.L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838 華麗男公關偵探社 立野真琴作; 蘇涵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6845 新條真由最愛精選The Best Selection 新條真由作; 王冠婷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869 新娘未滿 藤原規代作; 谷百合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6876 新娘未滿 藤原規代作; 谷百合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6883 新娘未滿 藤原規代作; 谷百合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6890 新娘未滿 藤原規代作; 谷百合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6906 新娘未滿 藤原規代作; 谷百合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6852 華麗跳水社 長谷川潤作; 李碧娥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13 萊姆色戰奇譚: 少女的邂逅 しらゆき昭士郎作; 羅凱琳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20 萌POWER 佐佐木柚奈作; 萱惠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37 虛實之愛 三葉優雨作; 小庭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44 新世紀偶像傳說: 彼方的搞笑進化論 麻生周一作; 森月凜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51 新世代戀愛: 花津ハナヨ短篇集 花津ハナヨ作; 羅凱琳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68 新父女關係 金成理惠作; 余欣怡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75 新♡玩具愛人 長江朋美作; 王冠婷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82 街角花慕情 大谷博子作; 蔡麗容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6999 新★青澀草莓族 芦田薰作; 谷百合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002 敬啟者!愛因斯坦= Dear Einstein 草野魚作; Akane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019 敬啟者!愛因斯坦= Dear Einstein 草野魚作;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026 超.求愛大搶攻 樹本祐季作; 王冠婷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033 搞怪菓子達人 大野潤子作; 廖慧芬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040 超心理現象能力者 冴凪亮作; 李碧娥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057 超心理現象能力者 冴凪亮作; 李碧娥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064 搞怪菓子達人 大野潤子作; 李碧娥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071 續.東京浪漫細工 片山愁作; YUKA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088 蘭珠堂藥本舖 浅見侑作; Akane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095 蘭珠堂藥本舖 浅見侑作; Akane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101 搞怪神明 原屋宏作; 林家宇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118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龔亭芬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125 搖滾愛情! 本多夏巳作; 小庭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132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賴俊帆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149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賴俊帆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156 搖滾乖乖女 渡邊加奈作; 小庭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248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7163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187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7194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7200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7217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7224 鐵壹智 なるしまゆり作; 御門幻流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7170 感受被愛的瞬間 佐佐木柚奈作; 娜娜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231 愛戀Nonstop! 棉田乃布作; 羅凱琳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255 愛麗絲微熱38℃ 心步由美作; lingosou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262 魔女二次嬌嗔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286 魔女二次嬌嗔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293 魔女二次嬌嗔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309 魔女二次嬌嗔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316 魔女二次嬌嗔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7323 魔女二次嬌嗔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7279 愛麗絲微熱38℃ 心步由美作; 噓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330 愛麗絲微熱38℃ 心步由美作; 噓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347 愛麗絲微熱38℃ 心步由美作; 噓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354 魔女的稻草人使魔 壱春駒作; Akane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361 愛麗絲星偶像 安瑠安崎作; 陳野翔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378 魔女就在我背後 山田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392 魔女就在我背後 山田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408 魔女就在我背後 山田羊作; 御門幻流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415 魔女就在我背後 山田羊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385 愛慾中毒 鮎川未緒作; 玲玲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422 愛蜜瑪莉亞 鮎川未緒作; 晴天瓶子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439 魔女薇薇安 福島春佳作; 林翠伶譯 200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446 魔女薇薇安 福島春佳作; 林翠伶譯 200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453 愛想人: SEX Friend 渡邊志穗作; 小庭譯 200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7460 愛欲心中: 古今殉情物語 美櫻芹菜作; 蘇涵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477 魔幻貴公子 高階良子作; 張靜惠譯 200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484 魔幻貴公子 高階良子作; 張靜惠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491 魔幻貴公子 高階良子作; 張靜惠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507 魔幻貴公子 高階良子作; 張靜惠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514 魔幻貴公子 高階良子作; 張靜惠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7521 魔幻貴公子 高階良子作; 張靜惠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7538 魔王VOICE 河口桂作; Akane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545 魔法之手 小林博美作; 龔千芳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552 愛情憂鬱症= Melancholic 大谷紀子作; 噓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569 魔法指戒 五十嵐薰作; 羅小琪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576 魔法指戒 五十嵐薰作; 羅小琪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583 愛情與友情 三森作; KINI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590 愛情與友情 三森作; KINI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606 愛情與友情 三森作; KINI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613 愛情綠洲 篠有紀子作; 黃萱惠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620 愛情綠洲 篠有紀子作; 黃萱惠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637 愛情綠洲 篠有紀子作; 黃萱惠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644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651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699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712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729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7736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7767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7774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7781 愛情感應 石田拓實作; 龔亭芬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7668 魔法練習生 水谷悠珠作; 蘇黎衡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675 魔法練習生 水谷悠珠作; 蘇黎衡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682 魔法練習生 水谷悠珠作; 蘇黎衡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705 魔法練習生 水谷悠珠作; 蘇黎衡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743 魔法練習生 水谷悠珠作; 蘇黎衡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7750 魔法練習生 水谷悠珠作; 蘇黎衡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7798 魔物特搜員 極樂院櫻子作; 龔千芳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811 魔物特搜員 極樂院櫻子作; 龔千芳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828 魔物特搜員 極樂院櫻子作; 龔千芳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835 魔物特搜員 極樂院櫻子作; 龔千芳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804 愛情無遠弗屆 長江朋美作; KINI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842 愛情就像著了魔! PIERRE山本作; 曲冰熙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859 魔燈精靈 琴川彩作; 周穎卉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866 愛情祭品的煩惱 本多夏巳作; 李碧娥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7873 愛情鬥士! 藤澤志月作; 林家宇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880 愛情鬥士! 藤澤志月作; 林家宇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897 戀*音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7903 戀*音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7910 戀*音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7927 戀*音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7941 戀*音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7934 愛情相對論 大谷紀子作; 蔡佳玲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958 戀人α 櫻井雪作; 津輕林檎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965 愛情的開關-Erotic Switch 仲垣友惠作; 蘇涵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972 戀人們的甜蜜時間 七瀨潤作; 野菜咖哩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7989 愛情的甜蜜方法 悠妃龍作; 喵咪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7996 戀上了神秘的你 星森雪最作; 喵小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009 戀上了神秘的你 星森雪最作; 喵小布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016 戀上妳的臉蛋 矢幡亞貴作; KIYO.D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023 戀之羽在教室裡飛舞 高拓百合作; 蘇涵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030 戀在花兒盛開時 本多夏巳作; 蘇芷葳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047 論理少女 辻要作; kinnsan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054 論理少女 辻要作; kinnsan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061 論理少女 辻要作; kinnsan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8078 論理少女 辻要作; kinnsan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8085 論理少女 辻要作; kinnsan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8092 輝煌時代 米原秀幸作; 李益成譯 200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115 餓狼傳BOY 板垣惠介漫畫; 夢枕貘原作; 豬排飯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18122 餓狼傳BOY 板垣惠介漫畫; 夢枕貘原作; 豬排飯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18139 學生會長的男友 紗鳥多惠作; yuying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146 超嗅覺偵探NEZ 那州雪絵作; 凱薩琳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160 愛情的利刃 蜜樹海湖作; 謝雅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8177 愛情來了! 長山英作; 蘇涵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184 越洋之戀 樹本祐季作; 王冠婷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207 愛情狂風 星野正美作; 羅凱琳譯 200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191 黑之瞳 潮見知佳作; 黃雅純譯 200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214 黑之瞳 潮見知佳作; 黃雅純譯 200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221 黑之瞳 潮見知佳作; 黃雅純譯 200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8238 黑之瞳 潮見知佳作; 黃雅純譯 200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8245 愛從今夜開始 森丘茉莉作; 羅凱琳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269 愛從今夜開始 森丘茉莉作; 羅凱琳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276 黑色羽翼: 復仇者.華 水瀨晶作; 玲玲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283 愛得團團轉 八田鮎子作; 羅凱琳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290 愛的雙重感受 南塔子作; 小庭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306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陳野翔譯 200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313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陳野翔譯 200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320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陳野翔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8337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陳野翔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8344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陳野翔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8351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陳野翔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8375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陳野翔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8368 愛的誓言: 帶給妳幸福 渡邊志穗作; 王冠婷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429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18436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18443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18450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18474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18481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0018382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8405 黑暗邊緣 相川有作; 何軒瑋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18399 愛的碎片、吻的記憶 淺野彩作; MARI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412 愛的野獸 水谷京子作; 龔千芳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467 愛的部落格!!next 藤原晶作; 谷百合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498 愛的探索 源直美作; 小庭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504 愛的風向 高瀨由香作; 龔千芳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511 黑貓恋愛組曲 高宮智作; 陳野翔譯 2009-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8535 愛的玩具 真木雛作; 王冠婷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542 傳說的秘書= Come on!Boys＆Girls II 藤井滿作; 凱薩琳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559 傳說的美少女 生藤由美作; 李碧娥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566 嗆辣上班女郎 富樫準作; 徐婉萍譯 200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573 嗆辣上班女郎 富樫準作; 杏仁譯 200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580 愛的同居人 坂本未來作; 羅小琪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597 愛的同居人 坂本未來作; 羅小琪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603 愛的同居人 坂本未來作; 羅小琪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8610 愛的同居人 坂本未來作; 羅小琪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8627 想和妳那個,喵嗚♥ 志賀乃夷織作; 倪萱理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634 想繼續和妳那個,喵嗚♥ 志賀乃夷織作; 玲玲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641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龔千芳譯 200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658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龔千芳譯 200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672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龔千芳譯 200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8689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龔千芳譯 2001-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8696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龔千芳譯 200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8719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龔千芳譯 200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18726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龔千芳譯 2002-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18665 意亂情迷的開關 仲垣友惠作; 呂淇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702 意亂情迷的開關Jewel 仲垣友惠作; Akan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733 意亂情迷的開關Maximum 仲垣友惠作; 徐屹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740 愛的午餐 森谷幸子作; 谷百合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18757 意亂情迷的開關Sweet 仲垣友惠作; 羅凱琳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764 意亂情迷的開關Tears 仲垣友惠作; 徐屹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771 愛到受不了了! 朱神寶作; Akane譯 2012-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8788 意亂情迷的開關Hyper 仲垣友惠作; 玲玲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795 意亂情迷的開關Level.X 仲垣友惠作; 倪萱理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801 愚者之戀 七尾美緒作; 芷葳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825 愛使壞的學生會長SP 成瀨悠利作; 喵咪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832 愛使壞的學生會長SP 成瀨悠利作; 喵咪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849 愛使壞的學生會長SP 成瀨悠利作; 喵咪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8856 愛使壞的學生會長SP 成瀨悠利作; 喵咪譯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8863 愛♥時尚秀 咲坂芽亞作; 藍璐希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870 愛使壞的學生會長SP 成瀨悠利作; 黃詩琦譯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18887 愛使壞的學生會長 成瀨悠利作; 喵咪譯 2012-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8894 愛你喲BYE BYE。 心步由美作; 喵咪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900 愛你喲BYE BYE。 心步由美作; 喵咪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917 愛你的音符 水瀨藍作; 黃萱惠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8924 蜂蜜少年Honey Boy 仲垣友惠作; KINI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931 蜂蜜少年Honey Boy 仲垣友惠作; KINI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948 愛你一絲不掛 長江朋美作; KINI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955 蜂蜜情人 浜田理枝子作; Hedy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8962 解縛美少女: 小姐怪異談 齊藤いくみ(SAITO IKUMI)作; 貓頭鷹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8979 解縛美少女: 小姐怪異談 齊藤いくみ(SAITO IKUMI)作; 貓頭鷹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8993 解縛美少女: 小姐怪異談 齊藤いくみ(SAITO IKUMI)作; 貓頭鷹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8986 愛在黎明前 南塔子作; 萱惠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006 解謊偵探少女 都戶利津作; Akan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013 解謊偵探少女 都戶利津作; Akane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020 解謊偵探少女 都戶利津作; Akane譯 2015-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9037 愛在甜蜜果園 ごとう和作; 羅凱琳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044 愛在甜蜜果園 ごとう和作; 羅凱琳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051 愛在甜蜜果園 ごとう和作; 羅凱琳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9068 愛在甜蜜果園 ごとう和作; 羅凱琳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9075 試玩戀愛模擬遊戲。 花野里紗作; 皮皮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082 愛在接吻後 花田祐実作; 小庭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099 試婚新生活 浜口奈津子作; 程綺楨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105 愛在破曉時分 中間淳生作; 王小玲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112 愛在校園裡 安齊五月作; 蘇黎衡譯 200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129 過來!我的小貓咪。 西臣匡子作; 春渺渺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136 愛在同一個屋簷下… 宇佐美多惠作; 喵咪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143 道端天使 絵夢羅作; 羅育凌譯 200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167 愛同居: 想和這樣的男人一起生活 克本累作; 雅伶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150 道端天使 絵夢羅作; 周吟蓁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174 道端天使 絵夢羅作; 鄭怡君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9181 道端天使 絵夢羅作; 鄭怡君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19198 愛上頑固的他♥ 市川千紘作; 喵咪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204 隔壁的情敵 白石由希作; 芷葳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211 隔壁的情敵 白石由希作; 芷葳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228 愛上野獸了。 上条絵里奈作; 芷葳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235 預約戀情 藤井滿作; 凱薩琳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242 預約戀情 藤井滿作; 凱薩琳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259 愛上武裝的他 本春香作; TOTORO.K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273 愛上那一夜 星野正美作; 呂淇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280 飼育姬 水波風南作; 周穎卉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9303 愛人遺傳子 本春香作; 小庭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297 嘆氣與閃電 谷川史子作; Akane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310 夢幻婚禮進行式 小林博美作; 程綺楨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334 夢幻婚禮進行式 小林博美作; 程綺楨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341 夢幻婚禮進行式 小林博美作; 程綺楨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9327 愛人與被愛。 やしきゆかり作; 小天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358 愛了才准走 織田綺作; yuying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372 愛了才准走 織田綺作; yuying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365 夢幻舞台 清水真澄作; 王芷婷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389 夢的延續 森素子作; 尤嘉華譯 200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396 夢境奇緣 長岡良子作; 張靜惠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402 夢魔的愛撫 村田由香作;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419 夢魔眼鏡男 仲野惠美子作; may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426 對不起,我還是好喜歡你 渡邊志穗作; 小庭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433 愛の人= The loving man & some lovers suite 高野宮子作; K.E.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440 幕末平成KID: 新撰組妖奇譚 楠桂作; 李益成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457 彆扭愛著你 淺野彩作; 小庭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464 摔角甲子園 秋好賢一作; 格長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471 摔角甲子園 秋好賢一作; 格長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488 摔角甲子園 秋好賢一作; 格長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9495 摸不到的愛 真木雛作; 吳海棻譯 200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501 摺紙男孩 日下直子作; 凱薩琳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518 摺紙男孩 日下直子作; 凱薩琳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525 摺紙男孩 日下直子作; 凱薩琳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9532 敲醒未眠夜♡ 藤原晶作; 蔡麗容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549 敲醒未眠夜♡ 藤原晶作; 蔡麗容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556 榎神社喵拝記 清水愛作; 娜娜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563 榎神社喵拝記 清水愛作; 娜娜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570 槍×劍another 守屋直樹作; 李重甫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587 漆黑夜裡擁著妳 浜口奈津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594 漫波少年 田中淳一作; 林豐丞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00 煽情♥鏡頭 樹本祐季作; 羅凱琳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17 食色亭主人 菊地正太作; TANYA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624 食色亭主人 菊地正太作; TANYA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631 美獸上司 青乃多万實作; 曲冰熙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48 美獸上司version F 青乃多万實作; 曲冰熙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55 美獸上司W 青乃多万實作; 曲冰熙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62 美聲惡男 浜口奈津子作; 喵咪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79 指尖傳情 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86 指、唇、瞳的惡作劇 佐佐木柚奈作; 程琦楨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693 保鏢的愛情誓言 本多夏巳作; 蘇涵譯 2010-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19709 剎那的樂園 渡邊志穗作; 吳美嬅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716 思春期: 那是甜蜜的痛楚 心步由美作; 愉情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730 美貌魔都.雙子晴明 松殿理央原作; 橘皆無作; 玲玲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747 美貌魔都.雙子晴明 松殿理央原作; 橘皆無作; 玲玲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19754 美貌魔都.雙子晴明 松殿理央原作; 橘皆無作; 玲玲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19723 拜金少女心 宇佐美多惠作; 蘇涵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761 拜託不要吻我 梨花知麻希作; 拉瓦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778 春情瑪莉亞 浜口奈津子作; lingosou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785 春情貓 市川千紘作; 喵咪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792 昨日.沒能說出口的話 山田Daisy作; 曾雅伶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08 昭和摩登女孩 真柴廣美作; 蔡麗蓉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15 是偶然?還是命運? 南塔子作; 小庭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22 查某囡仔是野獸 朱神寶作; 王冠婷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39 洛可可之冠 名香智子作; 橘子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46 流星唱盤 中間淳生作; 倪萱理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53 流星寄語 大井昌和作; 郭明哲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60 為愛臣服的我們 佐佐木柚奈作; yuying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77 為愛高歌 長山英作; 玲玲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84 玻璃大道的診療所 石本美穗作; 余欣怡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891 玻璃那端的花束 水澤惠作; 陳書涵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07 皇帝限定 夜神里奈作; 王冠婷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14 皇龍飯店REST DRAGON 竹山祐右作; 郭明哲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21 相伴到永遠 小林森魚作; Akan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19938 相機.夏天與水手服 田中照子作; 曲冰熙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45 看完診才有獎勵喔 一堂光作; 玲玲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52 看見妳的真心 三葉優雨作; 小庭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69 秋牡丹☆鮮花店: MINAMI MAKI傑作短篇集 Maki Minami作; KIYO.D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76 穿制服,談戀愛。 藤澤志月作; 噓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83 星空下的甜蜜愛戀 浜口奈津子作; 李碧娥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19990 星空牧場! 友藤結作; 梓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02 星屑Honey 藤田麻貴作; 程綺楨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019 星屑哭泣寶貝 渡邊加奈作; TOTORO.K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26 星速愛情 谷川史子作; 程綺楨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33 春心萌動Lips 湯川果奈作; 連思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40 美麗世界 森本里菜作; 羅凱琳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57 美麗壞東西 野口由紀作; 張靜惠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64 要是男友搞劈腿 三葉優雨作; TING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71 重返初戀情 萩原沙織作; 白仔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088 陌生初體驗 兄崎遊南作; 程綺楨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0095 降下戀雨的永田町 長谷部百合作; 羅凱琳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01 音符降臨的夜空下 高宮智作; 張紹仁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18 飛行★快感 源和貴作; 徐屹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25 宮坂香帆傑作集. 1, 放學後的戀愛預兆 宮坂香帆作; 吳美嬅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32 宮坂香帆傑作集. 2, 惡黨Ⅱ惡魔之吻 宮坂香帆作; 謝雅玲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49 宮坂香帆最愛精選= The best selection 宮坂香帆作; may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56 害羞維納斯 宇佐美真紀作; ENTEI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63 家有小精靈 篠有紀子作; 曲冰熙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70 美少女×美少年之純戀 中原★桃太作; 芷葳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87 美少年部屋。 車谷晴子作; 吳海棻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194 食罪人 川添真理子作; 中村幸子原作; 黃萱惠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00 家有宇宙人 篠有紀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17 家族家家酒 唐沢千晶作; 吳思慧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24 特級男友(S) AKIRA作; 羅凱琳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31 異世界王子: 狼人與森林兔少女 浜田翔子作; 曲冰熙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48 珠算愛情班 雁須磨子作; 羅凱琳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55 琉璃雙紙 長岡良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62 真的羞紅到想那個耶。 加賀八娘作; 喵咪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79 真夏的樂園 白澤茉莉作; 蔡佳玲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286 真夏的潤愛氣息 津槻萌重作; 李碧娥譯 2011-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0293 真愛一等星 奈義未知子作; 曲冰熙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309 浮世繪之戀 長岡良子作; 龔千芳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316 桃色♡講義 津槻萌重作; 張瑞庭譯 2010-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0323 桃色戀花 三葉優雨作; 小庭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330 桐原實加的少女情懷 熊谷杏子作; 蘇涵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347 美的預備生 花緒莉作; 蘇涵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354 美姬的酒藏 栗田陸作; 倪萱理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361 姬松星屑工場 園川由美作; 張瑞庭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378 姬松星屑工場 園川由美作; 玲玲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385 美形華族 香代乃作; 鄭怡君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392 美形華族 香代乃作; 鄭怡君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408 美形研究社 織田綺作; 小天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415 美形研究社 織田綺作; 小天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422 美形研究社 織田綺作; 小天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0439 美形研究社 織田綺作; 小天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0446 美形研究社 織田綺作; 小天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0453 美形研究社 織田綺作; 小天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0460 美妝的鐵則: 美与&小福的美麗修行 三森香織原作; 高島江利漫畫; 凱薩琳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477 美妝的鐵則: 美与&小福的美麗修行 三森香織原作; 高島江利漫畫; 凱薩琳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484 惡作劇挑逗♥甜心 松本優香作; 伊格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507 美女塾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521 美女塾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491 惡徒: ACT 橫島一作; 猪原賽原作; 格長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514 惡徒: ACT 橫島一作; 猪原賽原作; 格長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538 惡夢的嘆息 大塚明作; 貓島禮原作; 余欣怡譯 2003-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545 惡魔!?美女 冬木琉璃香作; 龔千芳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552 惡魔!?美女 冬木琉璃香作; 龔千芳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569 惡魔!?美女 冬木琉璃香作; 龔千芳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0576 惡魔!?美女 冬木琉璃香作; 龔千芳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0583 惡魔!?美女 冬木琉璃香作; 龔千芳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0590 惡魔小情人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0613 拼圖遊戲☆高校X= Puzzle game high school X: kiss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620 拼圖遊戲☆高校X= Puzzle game high school X: kiss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637 拼圖遊戲☆高校X= Puzzle game high school X: kiss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0651 拼圖遊戲☆高校X= Puzzle game high school X: kiss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0668 拼圖遊戲☆高校X= Puzzle game high school X: kiss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0606 惡魔之吻 高宮智作; 龔亭芬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644 惡魔的俘虜 廉生麻宮作; 雅伶 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675 惡魔的柔情 浜口奈津子作; 吳海棻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682 惡魔的愛情謎題 萩尾彬作; Akane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699 惡魔哈利路亞 菊地華麻呂作; 芷葳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705 惡魔降臨在月夜裡 今井康繪作; Akane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712 春浪漫巴士= Bus for spring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729 春浪漫巴士= Bus for spring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736 春浪漫巴士= Bus for spring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0743 春浪漫巴士= Bus for spring 宇佐美真紀作; 小庭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0750 揪心♥: 親愛的吸血鬼 津槻萌重作; 海棻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767 揪心之戀 山田Daisy作; 羅凱琳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774 揪心之戀 山田Daisy作; 羅凱琳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781 散步時間到了!! 水澤惠作; may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798 最佳"女"朋友!? Maki Minami作; 龔千芳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804 最後的秘密 高橋美由紀作; 杏仁譯 2003-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811 最恐怖男友 車谷晴子作; 吳海棻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0828 屍活師: 女王的法醫學 杜野亞希作; 倪萱理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835 屍活師: 女王的法醫學 杜野亞希作; 倪萱理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859 屍活師: 女王的法醫學 杜野亞希作; 倪萱理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0873 屍活師: 女王的法醫學 杜野亞希作; 倪萱理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0880 屍活師: 女王的法醫學 杜野亞希作; 倪萱理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0897 屍活師: 女王的法醫學 杜野亞希作; 倪萱理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0842 最強HELP××× 志賀乃夷織作; 王冠婷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866 最強HELP××× 志賀乃夷織作; 王冠婷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903 最喜歡妳哦!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910 封魔天馬 柴田亞美作; 蔡長弦譯 200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934 封魔天馬 柴田亞美作; 蔡長弦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941 封魔天馬 柴田亞美作; 蔡長弦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0958 封魔天馬 柴田亞美作; 蔡長弦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0927 猛獸紳士: 脫下西裝認命吧 源和貴作; 紫苑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972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黃文瑞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0965 甜甜相思病 真木雛作; 吳海棻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0989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黃文瑞, 唯唯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0996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030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047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1054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唯唯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1009 甜甜圈布丁 貓部ねこ作; 李碧娥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016 甜甜圈布丁 貓部ねこ作; 李碧娥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023 甜甜圈布丁 貓部ねこ作; 李碧娥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061 甜蜜♥情事 佐佐木柚奈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1078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森月凜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1092 型男高中 和泉兼好作; 森月凜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1085 甜蜜♥圈套 齋藤Juria作; may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08 甜蜜而危險的重逢 今井康繪作; 凱薩琳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15 甜蜜的破碎音符 長谷部百合作; 萱惠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22 甜蜜苦澀的官能愛情 浜口奈津子作; 海棻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39 甜蜜唇膏 彬聖子作; 謝雅玲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46 甜蜜蘋果派 藤田貴美作; 張雅菁譯 200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53 甜蜜蘋果派 藤田貴美作; 李碧娥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160 畢旅之戀 桃生有希作; 小天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77 畢業再說愛 椎名千花作; 海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184 盛夏的伊甸園 北川美幸作; 玲玲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191 盛夏的伊甸園 北川美幸作; 玲玲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207 盛夏的伊甸園 北川美幸作; 玲玲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214 盛夏的伊甸園 北川美幸作; 玲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221 盛夏的伊甸園 北川美幸作; 玲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1238 盛夏的伊甸園 北川美幸作; 玲玲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1245 型男☆晴夢莊 藤澤志月作; 羅小琪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252 型男☆晴夢莊 藤澤志月作; 羅小琪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269 眼鏡王子 水上航作; KIYO.D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276 眼鏡王子 水上航作; KIYO.D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283 眼鏡王子 水上航作; KIYO.D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290 眼鏡王子 水上航作; KIYO.D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306 南風!Bun Bun 米原秀幸作; 郭明哲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313 南風!Bun Bun 米原秀幸作; 郭明哲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320 南風!Bun Bun 米原秀幸作; 郭明哲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337 南風!Bun Bun 米原秀幸作; 郭明哲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351 眼鏡型男＆美女高中生 西炯子作; KINI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368 眼鏡型男控☆ 森千紗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375 眼鏡美男公寓 槻宮杏作; 玲玲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382 眼鏡萌少女 陣名舞作; 林家宇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399 笨情人 長谷部百合作; 吳美嬅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405 笨蛋也OK的漫畫教室: 新條真由の裏漫畫實技入門新條真由作; 龔千芳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412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08-09-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429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436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10-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443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09-03-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450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10-02-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1467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11-11-00 初版三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1504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10-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21511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10-02-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21474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1481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0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1498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08-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0021528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方琳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21535 偶像宣言= A sparkling girl brings about a revolution!中原杏作; 蘇涵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21542 婆媳新關係 若林美樹作; 蔡麗蓉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559 婆媳新關係 若林美樹作; 蔡麗蓉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566 婆媳新關係 若林美樹作; 蔡麗蓉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573 婆媳新關係 若林美樹作; 蔡麗蓉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580 婆媳新關係 若林美樹作; 蔡麗蓉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1597 執事與我的秘密情事 碧井彩姬作; 玲玲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603 執事與我的秘密情事BLACK LABEL 碧井彩姬作; 玲玲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610 偉大的太陽 絵夢羅作; 李碧娥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627 偉大的太陽 絵夢羅作; 李碧娥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634 偉大的太陽 絵夢羅作; 李碧娥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641 假像天使 織田綺作; KIYO.D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658 假像天使 織田綺作; KIYO.D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665 假像天使 織田綺作; KIYO.D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689 假像天使 織田綺作; KIYO.D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672 戀色天氣 木村文子作; 王冠婷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696 戀色旋律☆王子兄弟 蜜樹海湖作; 吳媛婷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702 偶像白皮書 秋本尚美作; 蔡麗蓉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719 偶像白皮書 秋本尚美作; 蔡麗蓉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726 戀言心: 無聲的情話 櫻乃美佳作; Akane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733 戀的咒縛 津槻萌重作; 小天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740 戀花翩翩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757 戀花翩翩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764 假裝戀愛的憂鬱 藤原佳子作; 龔亭芬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771 假裝戀愛的憂鬱 藤原佳子作; 龔亭芬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788 假裝戀愛的憂鬱 藤原佳子作; 龔亭芬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795 假裝戀愛的憂鬱 藤原佳子作; 龔亭芬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818 假裝戀愛的憂鬱 藤原佳子作; 龔亭芬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1832 假裝戀愛的憂鬱 藤原佳子作; 龔亭芬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1801 戀姬: 任性的高跟鞋 山本美和子作; 萱惠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825 戀愛☆冒險 高田理惠作; 黃文瑞, 林家宇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849 戀愛上上↑↑ 藍川沙季作; 吳美嬅譯 2009-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1856 戀愛上等3姊妹 橫山真由美作; 林怡君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863 記憶之音的流轉現象= Phantasm phenomenon of memoria-noise上遠野浩平原作; 秋吉風鈴作畫; 吳勵誠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1870 記憶之音的流轉現象= Phantasm phenomenon of memoria-noise上遠野浩平原作; 秋吉風鈴作畫; 吳勵誠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887 記憶之音的流轉現象= Phantasm phenomenon of memoria-noise上遠野浩平原作; 秋吉風鈴作畫; 吳勵誠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894 戀愛上等3姊妹 橫山真由美作; 龔亭芬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1900 戀愛上等3姊妹 橫山真由美作; 龔亭芬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1917 戀愛上等3姊妹 橫山真由美作; 龔亭芬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1924 戀愛上等3姊妹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1948 戀愛上等3姊妹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1955 戀愛不走運 上森優作; 小庭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962 戀愛中的少女 四元志摩子作; 慕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979 戀愛少女圖鑑 杉崎瞳作; 雅伶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1986 戀愛水平 松乃美佳作; 邱君澐譯 2005-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1993 戀愛囚犯 斗田惠美作; 龔千芳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006 戀愛法度 深海魚作; 廖慧芬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013 閃亮亮戀愛選單= La brillant menu à la carte 櫻乃美佳作; Akane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037 閃亮亮戀愛選單= La brillant menu à la carte 櫻乃美佳作;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020 戀愛的果實乃發情期!? 水原冬樹作; 晴天瓶子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044 戀愛原動力 鈴木有布子作; 龔千芳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051 送別天使 高宮智作; 曲冰熙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068 送別天使 高宮智作; 曲冰熙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075 戀愛鬥士 山本美和子作; 杏仁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082 鬼之旅途 人之歸途 川瀨夏菜作; KIYO.D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099 鬼之旅途 人之歸途 川瀨夏菜作; KIYO.D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105 戀愛就找在地男孩! 漣羅唯華作; 玲玲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112 戀愛新鮮人 長山英作; 蔡麗蓉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2129 戀愛實驗室 杉惠美子作; 蘇涵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136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意澄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150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意澄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167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意澄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2181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意澄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2198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意澄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2143 戀愛調教: 男公關遊戲 渡邊志穗作; 吳雯娟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174 戀愛鋼琴 松乃美佳作; 張瑞庭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204 戀愛戲碼♡ 樹本祐季作; 王冠婷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266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小鐵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22273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小鐵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22297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小鐵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22228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小鐵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2235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小鐵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2259 陣內流柔術流浪傳: 火爆格鬥王!! にわのまこと作; 小鐵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22211 戀蜜 山本美和子作; 羅凱琳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242 戀輪迴: 青月奇譚 今井康繪作; 谷百合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280 戀戀B咖男孩 本多夏巳作; 蘇涵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303 戀戀鄉村路 藤澤志月作; 黃文瑞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310 戀戀溫泉 唐沢千晶作; SCOIN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327 戀戀溫泉 唐沢千晶作; 方琳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334 變身忍傳: 我乃忍者少女是也! 柏木志保作; Akane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341 純情楓糖鬆餅 塩森恵子作; 谷百合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358 純情楓糖鬆餅 塩森恵子作; 谷百合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365 純情楓糖鬆餅 塩森恵子作; 谷百合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389 純情楓糖鬆餅 塩森恵子作; 谷百合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2396 純情楓糖鬆餅 塩森恵子作; 谷百合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2372 變身達令 宮脇由季乃作; 小庭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2402 體溫37.2℃ 田村琴夕作; Akane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419 粉紅尾巴 藤原佳子作; 曲冰熙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426 粉紅尾巴 藤原佳子作; 曲冰熙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433 粉紅尾巴 藤原佳子作; 曲冰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440 粉紅尾巴 藤原佳子作; 曲冰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2457 粉紅尾巴 藤原佳子作; 曲冰熙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2464 讓他啜飲愛情媚藥 響愛作; 凱薩琳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471 靈媒偵探 鈴本玲音作; 佐倉有為原作; 蘇涵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488 貓咪戀愛入門 穗月想多作; 黃雅純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495 賴皮女孩 深海魚作; 藍璐希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501 辦公室女醫生 沖野洋子作; 程綺楨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518 辦公室女醫生 沖野洋子作; 程綺楨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624 請傳授我和超S哥哥的戀愛開始法! 小嶋堇作; 蘇涵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525 龍族公主 水都明亞作; MARI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532 龍族公主 水都明亞作; MARI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549 龍族公主 水都明亞作; MARI譯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556 龍族公主 水都明亞作; MARI譯 2019-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2563 龍族公主 水都明亞作; MARI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2570 優質偵探 森素子作; 林政廷譯 200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587 優質偵探 森素子作; 林政廷譯 200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594 優質偵探 森素子作; 林政廷譯 200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600 優質偵探 森素子作; 林政廷譯 200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2617 優質偵探 森素子作; 林政廷譯 200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2631 戴眼鏡別看診 悠妃龍作; 谷百合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648 瞬間戀上你 咲坂芽亞作; 森月凜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655 總之就是不可以那個啦! 津槻萌重作; Akane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2662 臨演女孩: Extra Girl 赤石路代作; 凱薩琳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679 臨演女孩: Extra Girl 赤石路代作; 凱薩琳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686 臨演女孩: Extra Girl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693 臨演女孩: Extra Girl 赤石路代作; 曲冰熙譯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2709 請進型男咖啡廳♡ 森千紗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716 請吃掉我…!? 咲坂芽亞作; 凱薩琳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723 誰會愛妳啊! 響愛作; 倪萱理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2730 誰都想要快樂結局 佐佐木幸惠作; may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747 誰要他當男友 花田祐実作; 徐屹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754 複製人的眼淚 和深柚有菜作; 谷百合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761 複製人的眼淚 和深柚有菜作; 谷百合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778 蜜糖之花 木內辰哉作; 蔡佳玲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785 蜜糖之花 木內辰哉作; 蔡佳玲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792 蜜糖之花 木內辰哉作; 蔡佳玲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808 蝶蝶雲 芦原妃名子作; 小庭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815 蜜戀HONEY 夜神里奈作; 王冠婷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822 蜥印媚女 灰原藥作; 郭明哲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839 蜥印媚女 灰原藥作; 郭明哲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846 蜥印媚女 灰原藥作; 郭明哲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853 蝴蝶傳說: 六本木激鬥篇 池田雪緒作; Akane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877 蝴蝶傳說: 六本木激鬥篇 池田雪緒作; Akane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860 裸足KISS 飯坂友佳子作; 小天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884 裸愛糾纏 小田原水映作; 呂淇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891 誘惑☆睡美人 浜口奈津子作; 倪萱理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907 誘惑之夜 石井真裕美作; 蔡麗蓉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914 蝴蝶傳說 池田雪緒作; Akane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921 蝴蝶傳說 池田雪緒作; Akane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938 蝴蝶傳說 池田雪緒作; Akane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945 蝴蝶傳說 池田雪緒作; Akane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2952 誘惑快閃 心步由美作; 藝霏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2969 蝴蝶效應 相川有作; 曾士軒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2976 蝴蝶效應 相川有作; 曾士軒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2983 蝴蝶效應 相川有作; 鄭世彬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2990 蝴蝶效應 相川有作; 鄭世彬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3003 蝴蝶效應 相川有作; 鄭世彬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3010 誘.惑.者 車谷晴子作; 玲玲譯 2011-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6260023027 蝴蝶之吻 悠妃龍作; 謝雅玲譯 2012-04-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6260023034 誘惑遊戲 悠妃龍作; 喵咪譯 2014-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3041 說不出口的愛 AKIRA作; yuying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058 說謊的季節 池野戀作; SAKURA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065 遠在天邊的你 水谷愛作; 芷葳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072 酸甜的戀愛選擇題 小島美帆子作; 蘇涵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089 酸甜蘋果戀 星森雪最作; 娜娜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096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葵瓜子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102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葵瓜子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3171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廖慧芬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23119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廖慧芬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3126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廖慧芬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3133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廖慧芬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3140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廖慧芬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3157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廖慧芬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3164 銀騎女王 佐知美梨穗作; 廖慧芬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23317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23324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23348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23355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23362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23386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0023393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6260023409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6260023423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6260023430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6260023188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454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6260023461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6260023478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6260023485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6260023508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6260023515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6260023522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6260023539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9786260023546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9786260023560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9786260023195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3577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9786260023584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6260023591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6260023614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6260023621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6260023638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6260023652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9786260023669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6260023201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3232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3256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3263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3270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3287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3300 範馬刃牙=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23218 墮落天使: 新章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225 墮落天使: 新章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3249 德麗娜公主的童話: 維多利亞王女冒險譚 本直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294 撫子Honey 松乃美佳作; 龔亭芬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331 敵人是國王陛下 石原ケイコ作; Akane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379 暴君和他的瑪莉亞 心步由美作; 橘子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416 暴走本能抑鬱中 緋桜泉作; TOTORO.K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447 樂園BOYS 藤臣美弥子作; 小天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492 樂園男子 堂本奈央作; 程綺楨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3553 樂園男子: 無人島篇 堂本奈央作; 梓槻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607 樂園鍊金術 征矢友花作; 張靜惠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645 樂樂小惡魔 高田理惠作; 吳美嬅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676 潔癖少年: 完全裝備 Touya Tobina作; 吳美嬅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683 潔癖少年: 完全裝備 Touya Tobina作; 吳美嬅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3690 潤愛樂園男子 堂本奈央作; 程綺楨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706 熟女的煩惱 藤井滿作; 張瑞庭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713 熟女的煩惱 藤井滿作; 張瑞庭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3720 熱吻訴情衷 佐佐木幸惠作; may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737 熱夏野男孩 福島春佳作; 謝雅伶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744 熱夏野男孩 福島春佳作; 謝雅伶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3751 熱夏野男孩 福島春佳作; 謝雅伶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3768 熱唱灰姑娘 俞嫩美作; 玲玲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775 熱唱灰姑娘 俞嫩美作; 玲玲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3782 熱唱灰姑娘 俞嫩美作; 玲玲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3799 熱.愛視線 西城綾乃作; 吳美嬅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3805 稻荷草紙 大野潤子作; 玲玲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812 稻荷草紙 大野潤子作; 玲玲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3829 稻荷草紙 大野潤子作; 玲玲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3836 稻荷草紙 大野潤子作; 玲玲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3843 草原上星空下 谷川史子作; 小庭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850 草莓之戀pure 葉月佑衣作; 碧倫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867 假若我是你 長山英作; 蘇涵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874 逆境之花 佐知美梨穗作; 吳佳玲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881 閃亮☆革命! 池田有希作; 程綺楨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898 閃亮之星☆ 結城晶作; 潘玉真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04 迷宮迴廊 神谷悠作; 噓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3911 迷彩學園 松山花子作; 蔡佳吟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28 迷途的愛神 恵比須華子作; 蘇芷葳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35 追愛OL 長江朋美作; 王冠婷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42 追愛美少女 大林深雪作; 蔡佳吟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59 神谷(♂)和神谷(♀) 克間彩人作; 小庭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66 神珠守護犬 中山敦支作; TANYA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73 神秘男孩 池野戀作; 小天譯 200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80 秘密♡緋戀 志賀乃夷織作; 王冠婷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3997 秘密之吻 高宮智作; 程綺楨譯 200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4000 純愛★網路男公關 渡邊志穗作; 小天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017 純愛4部曲 橫山真由美作; 玲玲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024 純愛twitter 真村澪作; 倪萱理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031 純愛女僕 渡邊志穗作; 玲玲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048 粉紅保健室 櫻井美也作; 小天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055 純真.世界 山田Daisy作; 萱惠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062 純情☆小說之戀 森本万里作; may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079 純情少女的法則 大谷紀子作; 李碧娥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086 純情雪白 佐藤楓作; Akane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093 秘密的情侶關係 瑞垣瑞穗作; 張碧倫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109 秘密花園 杜野亞希作; 杏仁小魚譯 200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116 秘密愛情劇 樹本祐季作; 吳美嬅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123 偽裝情侶 AKIRA作; 萱惠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130 唱出激情熱吻 蜜樹海湖作; 李碧娥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4147 啜飲愛情★果汁 森智世乃作; 碧倫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154 國王的秘蜜城堡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161 偶像男友的假面 車谷晴子作; 吳美嬅譯 201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4178 偵探不戀愛? 浜口奈津子作; 蔡佳玲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185 婆媳戰爭 西尚美作; 鄭秋嵐譯 200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192 婆媳戰爭 西尚美作; 鄭秋嵐譯 200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208 婆媳戰爭 西尚美作; 鄭秋嵐譯 200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215 婆媳戰爭 西尚美作; 鄭秋嵐譯 200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4222 婆媳戰爭 西尚美作; 鄭秋嵐譯 2002-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4239 婆媳戰爭 西尚美作; 鄭秋嵐譯 200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4246 婆媳戰爭 西尚美作; 凱薩琳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253 寂寞女孩和宇宙男孩 吉井マリ作; TING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260 密友和我喜歡的人 夜神里奈作; Akane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277 密月 中村真理子作; 千芳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284 密月 中村真理子作; 千芳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291 密月 中村真理子作; 千芳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307 密月 中村真理子作; 千芳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4314 密月 中村真理子作; 千芳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4321 從天而降的贈禮 水谷愛作; 龔千芳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338 從零開始的漫畫教室 車谷晴子, 飯塚裕之作; 谷百合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345 御前王子追愛中 室木真理子作; 玲玲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352 悸動少女心 森江真子作; 蘇黎衡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369 情定湯之花 星野芽美作; 黃萱惠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24376 情定湯之花 星野芽美作; 黃萱惠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24383 範馬刃牙外傳. 10.5, 冰凍原始人= Son of Ogre: the boy fascinating the fighting god板垣惠介作; 林豐丞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390 深愛病毒= Deep love virus 奈義未知子作; 余莉芸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406 深夜的惡魔之吻 夜神里奈作; 橘子譯 2013-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4413 淡紅色的夏影 長岡良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420 恕我對你想入非非 石田拓實作; 羅凱琳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437 淑女訓練班 坂本未來作; 鄭秋嵐譯 200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444 淑女訓練班 坂本未來作; 鄭秋嵐譯 200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451 淑女訓練班 坂本未來作; 鄭秋嵐譯 2002-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468 淑女訓練班 坂本未來作; 鄭秋嵐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4475 淑女訓練班 坂本未來作; 鄭秋嵐譯 200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4482 淑女訓練班 坂本未來作; 鄭秋嵐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4499 恕我對你想入非非 石田拓實作; 噓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512 恕我對你想入非非 石田拓實作; 噓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529 恕我對你想入非非 石田拓實作; 噓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4536 恕我對你想入非非 石田拓實作; 噓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4543 恕我對你想入非非 石田拓實作; 噓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4550 恕我對你想入非非 石田拓實作; 秦不虫譯 201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567 旅館琴音 勝田文作; 龔千芳譯 200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581 旅館琴音 勝田文作; 龔千芳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574 殺機疑雲 黑崎五月作; 一二三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598 時限美女 廣田奈都美作; 一二三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604 時限美女 廣田奈都美作; 一二三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611 蜜糖☆兄妹 萩尾彬作; 周穎卉譯 200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628 栖川麻紀的恐怖校園傳說 栖川麻紀作; 拉瓦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635 栖川麻紀的恐怖校園傳說 栖川麻紀作; 拉瓦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642 蜜糖☆兄妹 萩尾彬作; 蔡麗蓉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659 蜜糖☆兄妹 萩尾彬作; 蔡麗蓉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673 蜜糖☆兄妹 萩尾彬作; 蔡麗蓉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4666 殉血Lovers 高宮智作; 曲冰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680 殉血Lovers 高宮智作; 曲冰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697 蜜糖☆兄妹 萩尾彬作; Akane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4710 蜜糖☆兄妹 萩尾彬作; Akane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4703 殉愛的莉莉絲= Das Hexen Haus 佐佐木柚奈作; 紫苑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727 殉愛的莉莉絲= Das Hexen Haus 佐佐木柚奈作; 紫苑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734 殉愛的莉莉絲= Das Hexen Haus 佐佐木柚奈作; 紫苑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741 浦島龍宮繪卷 大谷紀子作; 小天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758 浦島龍宮繪卷 大谷紀子作; 小天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765 蜜室: 愛情隨心所欲 神崎美亞作; 雅伶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772 海盜們的樂園 山口美由紀作; 玲玲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789 海盜們的樂園 山口美由紀作; 玲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796 海盜們的樂園 山口美由紀作; 玲玲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802 海盜們的樂園 山口美由紀作; 玲玲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4819 海盜們的樂園 山口美由紀作; 玲玲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4826 涅槃姬 中里宣作; 大西祥平原作; 黃勝宏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833 涅槃姬 中里宣作; 大西祥平原作; 黃勝宏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840 涅槃姬 中里宣作; 大西祥平原作; 黃勝宏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857 涅槃姬 中里宣作; 大西祥平原作; 黃勝宏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4864 涅槃姬 中里宣作; 大西祥平原作; 黃勝宏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4871 涅槃姬 中里宣作; 大西祥平原作; 黃勝宏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4888 涉谷區円山町 岡崎真里作; 林家宇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895 涉谷區円山町: 浪人吾郎 岡崎真里作; 曲冰熙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901 涉谷區円山町: 櫻 岡崎真里作; 林家宇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4918 特搜新聞社 春日朱音作; 凱薩琳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925 特搜新聞社 春日朱音作; 凱薩琳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932 特搜新聞社 春日朱音作; 凱薩琳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949 真珠夫人 佐知美梨穗作; 菊池寬原作; 徐懿萍譯 200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956 真珠夫人 佐知美梨穗作; 菊池寬原作; 陳野翔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014 蜜味之血: 永恆的刻印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021 蜜味之血: 永恆的刻印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963 真神說了算 茂松貴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4970 真神說了算 茂松貴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4987 真神說了算 茂松貴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4994 真神說了算 茂松貴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5007 真神說了算 茂松貴子作; 松楓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5038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陳昭慧譯 200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045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陳昭慧譯 200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052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蔡麗蓉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069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蔡麗蓉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5076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蔡麗蓉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5083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蔡麗蓉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5090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蔡麗蓉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5106 真情女醫師 輕部潤子作; yuying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5113 蜜味之血: 永恆的刻印. Tale θ 蜜樹海湖作; M.L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120 真愛不必找 藤井滿作; 曲冰熙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137 真愛不必找 藤井滿作; 曲冰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144 真愛不必找 藤井滿作; 曲冰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151 神之左拳Diamond 今泉伸二作; 意澄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168 神之左拳Diamond 今泉伸二作; 意澄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182 神之左拳Diamond 今泉伸二作; 意澄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175 蜜月女孩= Honeymoon girl 浜口奈津子作; 倪萱理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199 神曲奏界白: 永恆純白 藤丘洋子作; 高殿丹原作; 呂淇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205 神曲奏界白: 永恆純白 藤丘洋子作; 高殿丹原作; 呂淇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229 神曲奏界白: 永恆純白 藤丘洋子作; 高殿丹原作; 呂淇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236 神曲奏界白: 永恆純白 藤丘洋子作; 高殿丹原作; 呂淇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5243 神曲奏界白: 永恆純白 藤丘洋子作; 高殿丹原作; 呂淇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5212 蜜之夜 西城綾乃作; 曲冰熙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250 純愛鐵道站 田中慧作; 凱薩琳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267 純愛鐵道站 田中慧作; 凱薩琳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274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298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311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328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5335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5359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5373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5281 秘密之星= Etoile secret 宇野紗菜作; Akane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304 秘密之星= Etoile secret 宇野紗菜作; Akane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342 琉神Mabuyer 丸山哲弘作; 豬排飯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366 琉神Mabuyer 丸山哲弘作; 豬排飯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380 琉神Mabuyer 丸山哲弘作; 豬排飯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397 蜜×蜜水果糖= Honey honey drops 水波風南作; 玲玲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5403 蒼藍三兄妹 梅田阿比作; 玲玲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410 蒼藍三兄妹 梅田阿比作; 玲玲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427 舞靈少年. 言靈篇 山本まゆり作; Akane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434 與朋友在愛情正中央 京町妃紗作; 喵咪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441 與你的野獸之夢 鮎川未緒作; 羅凱琳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458 與你分享第一次 車谷晴子作; 海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465 與你之間的秘密… 悠妃龍作; 谷百合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472 維他命伴侶 星野正美作; 羅凱琳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489 維他命之吻 星野正美作; 李碧娥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496 綠色星期三 大林深雪作; Akane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502 綠色星期三 大林深雪作; Akane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519 綜合教育衛星都市 柚木飲作; 吳佳玲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526 綜合教育衛星都市 柚木飲作; 吳佳玲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533 超美形騎士'S 大矢和美作; 王冠婷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540 福福寺三姊妹= Let's enjoy tera life! 水澤惠作; M.L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564 福福寺三姊妹= Let's enjoy tera life! 水澤惠作; M.L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571 福福寺三姊妹= Let's enjoy tera life! 水澤惠作; M.L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557 超能少女: 海倫 木木津克久作; 御門幻流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588 超能少女: 海倫 木木津克久作; 御門幻流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595 超能葛本四兄弟 木下聰志作; 陳少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618 超能葛本四兄弟 木下聰志作; 陳少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625 超能葛本四兄弟 木下聰志作; 陳少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601 磁石般的我們倆 田中照子作; 蘇涵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632 瞄準你的心 最富恭介作; 張瑞庭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649 超猛!串珠俱樂部 最富恭介作; 謝雅玲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656 瘋狂☆畢達哥拉斯 外山愛作; may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663 超萌系甜心 志賀乃夷織作; 小庭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670 超萌系甜心 志賀乃夷織作; 小庭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687 超萌系甜心 志賀乃夷織作; 小庭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694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717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724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731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5748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5755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海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5700 最愛玩具愛人 長江朋美作; 王冠婷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762 欺負.束縛.撫摸我…愛上我。 秋元奈美作; 雅伶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809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梓槻譯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25779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梓槻譯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5786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梓槻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5793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梓槻譯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25816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瓜子譯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25823 歌舞伎華之戀 嶋木明子作; 瓜子譯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25830 殘酷的天使 白井幸子作; 倪萱理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847 渡瀨悠宇最愛精選= The best selection 渡瀨悠宇作; 林家宇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854 湯之花橋純情 星野芽美作; 林家宇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861 湯之花橋純情 星野芽美作; 林家宇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878 無盡的情歌 藤臣美弥子作; 古婉婷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885 無賴貓 高野宮子作; 阿批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892 無賴貓 高野宮子作; 阿批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908 發情♡純愛☆童話 響愛作; may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915 新.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939 新.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946 新.地獄少女 地獄少女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永遠幸作; 芷葳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5922 短跑戀人 山本修世作; 林家宇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953 硝子麒麟 碧也ぴんく作; 加納朋子原作; 曾士軒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5960 硝子麒麟 碧也ぴんく作; 加納朋子原作; 曾士軒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5977 硬漢歪雄 SP☆NAKATEMA作; 張文俊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984 童星童心 坂本未來作; 黃筱涵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5991 童話少女 茶匡作; Aka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004 童話少女 茶匡作; Aka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011 童話王子: 格林 渡邊築作; SHiO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028 童話王子: 格林 渡邊築作; SHiO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035 童話的結尾: 愛麗絲in Wonder School 長山英作; 杏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059 單戀也是種幸福 夏芽蜜柑作; 倪萱理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042 童話新短路 片山愁作; 何軒瑋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066 筆尖上的戀愛糖漿 七尾美緒作; 谷百合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073 筆尖上的戀愛糖漿 七尾美緒作; 谷百合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080 筆尖上的戀愛糖漿 七尾美緒作; 谷百合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6097 筆尖上的戀愛糖漿 七尾美緒作; 谷百合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6103 筆尖上的戀愛糖漿 七尾美緒作; 谷百合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6110 喂,老師,教教我嘛。 斗田惠美作; 皮皮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127 筆神 田村吉康作; 李益成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134 筆神 田村吉康作; 李益成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141 啾啾小天使 水澤惠作; 李碧娥譯 200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158 等到妳喜歡我 嶋木明子作; 吳海棻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6165 紫色大危機 幸田百子作; 余莉芸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172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呂淇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196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呂淇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219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呂淇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6226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呂淇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6240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呂淇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6271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呂淇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6189 紫羅蘭糖漿 佐藤楓作; TING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202 結婚停看聽 上原希美子作; 王冠婷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233 結緣岩神社 飛天幽浮作; 玲玲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257 絕對服從教師 水槻蓮作; 娜娜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264 絕對唯一快樂園 神田純作; 羅凱琳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288 給21世紀的妳 齊木久美子作; 吳思慧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295 單戀少女的妄想日記 日暮茸作; 谷百合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301 單戀終點站 小純月子作; 谷百合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318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蘇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6332 麻辣女老師 丘上愛作; 蘇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6325 單戀最高點 京町妃紗作; 喵咪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349 單戀電車 星森雪最作; 娜娜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356 媚藥卡布奇諾 琴川彩作; 雅伶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363 頂尖偶像! 槻宮杏作; may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370 頂尖偶像! 槻宮杏作; may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387 就.是.想.那.個♡ 志賀乃夷織作; 曲冰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394 就這樣墜入愛情 斗田惠美作; 谷百合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400 雪季的淚雨 真村澪作; yuying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417 就愛卡哇伊男孩 紗鳥多惠作; 蘇涵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424 就算這樣也想××! 稻葉せりか作; Akane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448 悲情之骸: Uterus子宮 庄司陽子作; 曲冰熙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431 悲情之骸: Uterus子宮 庄司陽子作; 曲冰熙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455 惠比壽銀座天國 東村明子作; 吳佳玲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462 雀斑姑娘的初戀 紗鳥多惠作; 吳美嬅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479 野蠻白金偶像 菊地華麻呂作; 蘇芷葳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486 野蠻女朋友+S= Missile girlfriends 中山乃梨子作; 小天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493 野蠻女朋友+S= Missile girlfriends 中山乃梨子作; 小天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509 野蠻女朋友+S= Missile girlfriends 中山乃梨子作; 小天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6516 野獸派戀愛論 車谷晴子作; 海棻譯 2011-08-00 初版三刷 平裝

9786260026523 野獸的蜜約: 野獸男友16歲 悠妃龍作; yuying譯 2011-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6530 給我-你的愛! 大矢和美作; 蘇涵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547 給我-你的愛! 大矢和美作; 蘇涵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554 給我-你的愛! 大矢和美作; 蘇涵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6561 給我-你的愛! 大矢和美作; 蘇涵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6684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26691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26707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26714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26721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26738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0026578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585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592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6608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6615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6622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6646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6660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6677 雙面人難破 小澤利雄作; 山人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26639 親親虎牙咬一口= The tiger bites sweetly by the fang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653 親親虎牙咬一口= The tiger bites sweetly by the fang咲坂芽亞作; 喵咪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745 親親小可愛 佐藤幸惠作; Akane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752 親親小可愛 佐藤幸惠作; Akan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868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26882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26899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0026905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0026912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0026929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0026936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6260026950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6260026967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6260026769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776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6-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6783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6790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6806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6820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6837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6844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6851 難破MG5 小澤利雄作; 郭明哲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26813 親愛的野獸系男子 漣羅唯華作; 小庭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875 親吻與後悔= Kiss and regret 七尾美緒作; 玲玲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943 親吻與身體 浜口奈津子作; 曲冰熙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6974 融化我的甜蜜抱抱 津槻萌重作; 李碧娥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6981 蕃茄日和 長江朋美作; 蔡佳玲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6998 蕃茄日和 長江朋美作; 蔡佳玲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001 糖果花 山田Daisy作; 張瑞庭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018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032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056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063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7070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7087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7094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7117 獸之奏者 武本糸會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27025 糖果怪獸 大林深雪作; 玲玲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049 糖果怪獸 大林深雪作; 玲玲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100 積極: 愛之歌 谷川史子作; 謝雅玲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124 獻愛的花束 大海十夢作; lingsou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148 獻愛的花束 大海十夢作; lingsou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155 獻愛的花束 大海十夢作; lingsou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162 獻愛的花束 大海十夢作; lingsou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7131 熾熱背德戀 鮎川未緒作; 程琦楨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179 濃情♡Honey 佐藤渚作; 野菜咖哩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186 飄飄小惡魔 阿部潤作; 王志遠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193 櫻色秘事 萩尾彬作; 曲冰熙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216 櫻色秘事 萩尾彬作; 曲冰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209 激愛禁果♡Eve 佐佐木柚奈作; 吳美嬅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7223 櫻花紅茶王子 山田南平作; 曲冰熙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247 激情☆東京 杉惠美子作; 玲玲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230 櫻花樹下的誓言 高瀨由香作; 龔亭芬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254 櫻花樹下的誓言 高瀨由香作; 龔亭芬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261 櫻花樹下的誓言 高瀨由香作; 龔亭芬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278 櫻桃果汁戀 福島春佳作; 楊蕓瑄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285 櫻桃果汁戀 福島春佳作; 楊蕓瑄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292 櫻桃果汁戀 福島春佳作; 楊蕓瑄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308 櫻桃果汁戀 福島春佳作; 楊蕓瑄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7315 櫻雪 ichtys作; 鄭世彬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322 續!美人坂女子高校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339 續!美人坂女子高校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346 續!美人坂女子高校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353 續!美人坂女子高校 橫山真由美作; 唯唯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7360 續!美人坂女子高校 橫山真由美作; 不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7377 續.教授與我: 當世浮世男草紙 藤井滿作; 曲冰熙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384 情愛咖啡: 型男滿載的大學戀愛物語 克本累作; 雅伶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391 掠奪妳的愛 西城綾乃作; 皮皮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407 接吻的倒數距離 吉永友作; 王冠婷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414 推理研! 逆瀧新作; KIYO.D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421 敏感KISS♡ 櫻井美也作; 曾雅伶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7438 教授與我: 當世浮世男草紙 藤井滿作; 曲冰熙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445 斬邪巫女 篠原花那作; 吳美嬅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452 欲望愛戀: 螺旋 刑部真芯作; 橘子皮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469 機器GIRL 松沢まり作; 許天虹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476 機器GIRL 松沢まり作; 龔千芳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483 機器GIRL 松沢まり作; 龔千芳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490 撿到高中美眉 夜神里奈作; 谷百合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506 撿到大魔王 水月博士作; K.E.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513 撿到大魔王 水月博士作; K.E.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520 撿到大魔王 水月博士作; K.E.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537 撿到大魔王 水月博士作; K.E.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7544 戰國SANADA紅蓮隊 平松伸二作; 格長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551 戰國SANADA紅蓮隊 平松伸二作; 格長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568 戰國SANADA紅蓮隊 平松伸二作; 格長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575 學園寶島= Treasure school 海野綱彌作; 萱惠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582 學園壞王子☆ 真村澪作; 程琦楨譯 2012-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6260027599 學園怪盜「三人吉三」 山田南平作; 小天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7605 學園怪盜「三人吉三」 山田南平作; 小天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7612 學園怪盜「三人吉三」 山田南平作; 小天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7629 學園怪盜「三人吉三」 山田南平作; 小天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7636 學弟A的告白= Love declaration from my junior "A"夏目平良作; 曲冰熙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7643 學生會長的秘密願望= Secret desire of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響愛作; 玲玲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8961 戀花朵朵開 高野宮子作; 碧娥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8978 戀花.飄揚 吹山りこ作; K.E.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8992 戀華奇蹟BEGINS 內藤隆作; 623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005 戀華的奇蹟 內藤隆作; 娜娜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012 戀華的奇蹟 內藤隆作; 娜娜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029 戀愛嗯愛戀 石田敦子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036 戀愛嗯愛戀 石田敦子作; 御門幻流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050 戀愛嗯愛戀 石田敦子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9074 戀愛の大神 鈴木マサカズ作; Fahrer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098 戀愛中的丘比特 亞樹良のりかず作; 碧倫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104 戀愛未起步 金田正太郎作; 瓜子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111 戀愛妄想族 岡田理知作; 芷葳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128 戀愛吧☆魔法少女 三森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135 戀愛改造計畫 今井車子作; 橘子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142 戀愛怪談小夜子 関崎俊三作; 蘇黎衡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159 戀愛怪談小夜子 関崎俊三作; 蘇黎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166 戀愛怪談小夜子 関崎俊三作; 蘇黎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9173 戀愛怪談小夜子 関崎俊三作; 蘇黎衡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9180 戀愛怪談小夜子 関崎俊三作; 蘇黎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29197 戀愛怪談小夜子 関崎俊三作; 蘇黎衡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29203 戀愛怪談小夜子 関崎俊三作; 蘇黎衡譯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29258 戀愛香氣 櫻澤惠理香作; 曲冰熙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272 戀愛神仙。 才谷ウメタロウ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296 戀愛救急 高瀨志帆作; 玲玲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319 戀愛就靠5顆方糖 六路黑作; 杏仁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326 戀愛無法隨心所欲 志志藤花蓏莉作; 雅伶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340 神拳: God Knuckle 武田龍吉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357 神拳: God Knuckle 武田龍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425 神秘少女(nico)完全版 高橋真子作; kinnsan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449 神秘少女(nico)完全版 高橋真子作; kinnsan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494 神秘宅孃文子 祭征四郎作; TANYA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517 神秘宅孃文子 祭征四郎作; TANYA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548 神秘宅孃文子 祭征四郎作; TANYA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9609 神鬼名醫: 円馬 富沢順作; A!KumA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647 神鬼名醫: 円馬 富沢順作; 意澄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661 神鬼名醫: 円馬 富沢順作; 意澄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9722 神啊!求求祢 三尾じゅん太作; Akane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753 秘書之鏡 堀戶けい作; 李益成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760 秘書之鏡 堀戶けい作; 李益成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777 秘書之鏡 堀戶けい作; 李益成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9784 秘書之鏡 堀戶けい作; 李益成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29791 秘書之戀 秋葉東子作; 吳美嬅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807 秘密變奏曲 木木作; 余欣怡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814 秘湯達人 江口賢一作; 神先史上原作; 623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821 秘戀 九条AOI作; 王冠婷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838 納粹之櫻 Hiroshi Kadota作; DKHATUNE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845 納粹之櫻 Hiroshi Kadota作; DKHATUNE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29852 納粹之櫻 Hiroshi Kadota作; DKHATUNE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29869 純真遊戲: 巴傳 高橋美由紀作; 李碧娥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29876 純情戀慕 陵久美子作; 雅伶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883 純愛♥69 桃井ジョン作; K.E.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890 純愛☆偶像 石田敦子作; 陳少怡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06 純愛成長期 神崎貴至作; K.E.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13 純愛迷走期! 奥山ぷく作; 杏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20 純愛藍調 小川安積作畫; 雪代鞠繪原作; 橘子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37 騎士Chevalier. II 夢路霧子作; 沖方丁原作; 梓庭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44 騎士Chevalier. III 夢路霧子作; 沖方丁原作; 鄭世彬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51 騎士Chevalier. IV 夢路霧子作; 沖方丁原作; 鄭世彬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68 騎士Chevalier. VII 夢路霧子作; 沖方丁原作; 小鐵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75 騎士Chevalier. VI 夢路霧子作; 沖方丁原作; 小鐵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82 騎士Chevalier. V 夢路霧子作; 沖方丁原作; 鄭世彬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29999 騎士Chevalier. VIII 夢路霧子作; 沖方丁原作; 小鐵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001 騎士的愛情故事 西田東作; lingosou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018 騎士與誓言之花. 上 九重釋夢作; 阿拖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025 騎士與誓言之花. 下 九重釋夢作; 阿拖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032 壞心眼達令 志賀乃夷織作; 黃萱惠譯 2005-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049 壞壞二人的天罰 片瀨菜乃作; 623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056 壞壞的他? 原野李子作; IRENE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155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30063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0070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0087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0094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0100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30117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30124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30131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30148 爆音列島 高橋努作; 林豐丞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30162 獸耳系家族 相川有作; TANYA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0179 獸耳系家族 相川有作; TANYA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0186 獸耳系家族 相川有作; TANYA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0193 獸耳系家族 相川有作; TANYA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0209 獸臣藏 館尾冽作畫; 倉田英之原作; DKHTUNE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0216 獸臣藏 館尾冽作畫; 倉田英之原作; DKHTUNE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0223 羅密歐學院 大矢和美作; 陳書涵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0230 羅密歐學院 大矢和美作; 陳書涵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0247 羅密歐學院 大矢和美作; 陳書涵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0254 魔法頻道 テクノサマタ作; K.E.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261 魔界天使: 萌4力 蒼一郎作; 小鐵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278 魔界天使: 萌戰紀 蒼一郎作; 小鐵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285 歡迎光臨網路商店 赤羽美智惠作; 惠萱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292 籠中麗人 霧壬裕也作; 橘子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08 戀人,請聽我說? 吹山莉子作; 曾雅伶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15 戀人的喘息 九条AOI作; 吳美嬅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22 戀人遊戲 大槻ミゥ作; Q太郎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39 戀上了你的身體!? 三雲アズ作; 阿拖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46 戀上他的背 原のり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53 戀上你的手 霧壬裕也作; 雅伶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60 戀上你的趾尖 青山十三作; 阿拖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77 戀上你的獨特香氣 鷹丘志成作; 徐屹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84 戀上經紀人 みささぎ楓李作; K.E.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391 戀之魔法森林 ゆのはら棗子作; 鄭世彬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407 戀兄戀弟思春期!? 伊藤英作; 萱惠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414 戀車物語 谷中乱步作; 郭明哲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0421 戀車物語 谷中乱步作; 郭明哲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0438 戀的腳步聲 青山十三作; 杏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0445 戀花在手心綻放 南野ましろ作; K.E.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287 「那條商店街的書店小老闆娘故事。」 高橋真作; 噓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294 f人魚[腐人魚] G3井田作; 多鳴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300 f人魚[腐人魚] G3井田作; 多鳴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317 f人魚[腐人魚] G3井田作; 多鳴譯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6324 敗犬武士30拉警報 九州男児作; 籃球丸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331 Gestalt假想情人 大槻ミゥ作; 喵咪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348 情靈記: 薔薇色救世主♥ 柳內大樹作; 張文俊譯 2006-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355 情難自已 陵久美子作; 瓜子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379 情歸於你= Last master 葛井美鳥作; 末末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362 JITTER BUG愛情釣餌 一之瀨友麻作; 多鳴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386 KIdi Ruck!: 大喜利少年! 長田悠幸作; 青色深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393 KIdi Ruck!: 大喜利少年! 長田悠幸作; 青色深淵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409 KIdi Ruck!: 大喜利少年! 長田悠幸作; 青色深淵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6416 情擁保健室= In the school infirmary 兜丸蝶子作; 橘子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430 情慾下的自尊 湊与里子作; M.L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423 ULTRA RED終極左派 野口賢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447 ULTRA RED終極左派 野口賢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454 Your diary幸福日記 浜弓場双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461 情路漫漫青春之愛= Teenage lust 都築春作; 末末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478 情愛三角戀 Chika作; 谷百合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485 情定觀光船 藤珠樹作; KINI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492 御胞子烈風傳-香菇大人 岩田鷹吉作; 龔千芳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08 不可以跟別人說喔 吹山莉子作; 多鳴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15 六花與新乃: 連失戀也無法的愛情 內田椎作; 藝霏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22 天然素材的你和我 秋葉東子作; 秦不虫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46 御守小神明 小杉繭作; 海棻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560 御守小神明 小杉繭作; 海棻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539 少爺與寂寞的巧克力職人 中込カスガ作; MARI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53 水滸傳外傳: 浪子燕青 七重正基作; 倪萱理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77 御宅男&吸血鬼 奧田七緒作; M.L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84 他.和他們的未完結之戀 よしづかまやこ作; 蒼貓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591 目眩神迷的愛情亮點 ミナヅキアキラ作; 徐屹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607 再見,完美的我們 蜂不二子作; 蒼貓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621 從指尖傳達愛戀 高岡ミズミ原作; 古田アキラ作; 謝雅玲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614 她們的最終定理 大月悠祐子作; 小鐵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638 住在棗莊的人 長谷川綾作; 寬子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645 彩之神 上田信舟作; Aka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652 彩之神 上田信舟作; Aka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676 彩之神 上田信舟作; Akane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6683 彩之神 上田信舟作; Akane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6690 彩之神 上田信舟作; Akane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36669 我們自由戀愛的每一天 荒木空色作; 花釉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706 我就是無法說不要 車谷晴子作; 杏仁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713 我就是無法說不要 車谷晴子作; 杏仁譯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720 我就是無法說不要 車谷晴子作; 東吉譯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6737 強迫中獎!學生會長= The first student government in Yashio high school藤曆作; 蘇黎衡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744 強迫中獎!學生會長= The first student government in Yashio high school藤曆作; 蘇黎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751 我想和學長那個! 仁茂田あい作; 花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768 求愛女王大人的方法 奧田七緒作; Akane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775 命中注定找到你 春子作; 藝霏譯 201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782 宛如盛開的山吹花 山野でこ作; 連思宇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799 幸福甜點師 北川翔漫畫; 早川光原作; 貓頭鷹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805 幸福甜點師 北川翔漫畫; 早川光原作; 貓頭鷹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812 幸福甜點師 北川翔漫畫; 早川光原作; 貓頭鷹譯 2015-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6829 幸福甜點師 北川翔漫畫; 早川光原作; 貓頭鷹譯 2015-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6836 抱緊兔子玩偶! 福山谷高作; 徐屹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867 放閃戀人 梅松町江作; 花釉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850 強化人間戰役 霧巴ころは作; 吳勵誠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874 強化人間戰役 霧巴ころは作; 吳勵誠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874 強化人間戰役 霧巴ころは作; 吳勵誠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6898 個人獨佔的條件 中田アキラ作; 橘子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911 討厭的戀人 じゃのめ作; 藝霏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935 專屬教師 金沢有倖作; 倪萱理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959 寄放書店 櫻井汐里作; 小庭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6942 常春男孩 葉芝真己作; 徐屹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36966 常春男孩 葉芝真己作; 徐屹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36973 淡定偵探AGATHA 相川有作; 噓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6980 婆媳過招 函岬譽作; 谷百合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000 婆媳過招 函岬譽作; 谷百合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017 婆媳過招 函岬譽作; 谷百合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024 婆媳過招 函岬譽作; 谷百合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7048 婆媳過招 函岬譽作; 谷百合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36997 甜蜜苦澀的吻 倉橋蝶子作; 秦不虫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031 圍繞著你的世界 六路黑作; 徐屹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055 戀愛煩惱的培養法 禰白芹子作; 徐屹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062 戀愛與服從…等 宝井咲季作; 梓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37086 戀愛與服從…等 宝井咲季作; 梓槻譯 2017-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37079 婆媳平行線 三山節子作; 蔡麗蓉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093 戀語亂世篇 神崎貴至作; K.E.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37109 戀語亂世篇 神崎貴至作; K.E.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37116 戀戀向日葵 磯野鮒作; 杏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130 戀戀相惜 九条AOI作; 海棻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147 娼年 石田衣良原作; 幸田育子作畫; 曲冰熙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154 娼年 石田衣良原作; 幸田育子作畫; 曲冰熙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161 娼年 石田衣良原作; 幸田育子作畫; 曲冰熙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178 蘿莉控之町 和六里春嬌作; 伊格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185 變身英雄! 熊谷カズヒロ作; TANYA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192 執著是戀愛的開始 井上雅斗作; 蘇涵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222 執事無國境 五十嵐嵐作; Akane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246 執事無國境 五十嵐嵐作; Akane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260 執事的沉默之戀 神奈木智原作; 古田アキラ作; yuying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277 The★非情禁講師 西崎泰正作; Lai Jyun-Fan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284 神威End of Ark 橫川直史作; A!KumA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291 神威End of Ark 橫川直史作; A!KumA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307 The Hanged Man: 武鬥士 新井テル子作; 蘇黎衡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37314 The Hanged Man: 武鬥士 新井テル子作; 蘇黎衡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37321 神威End of Ark 橫川直史作; TANYA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345 神威End of Ark 橫川直史作; TANYA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7338 The松田: 黑天使 平松伸二作; 格長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352 The松田: 黑天使 平松伸二作; 格長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369 The松田: 黑天使 平松伸二作; 格長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376 THE.戀愛相談所 金沢有倖作; 羅小琪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383 The★Men5: 落漆5型男 目黑川うな作; 娜娜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390 神的薔薇 和田慎二原作; 富樫準作; 晴天瓶子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406 神的薔薇 和田慎二原作; 富樫準作; 晴天瓶子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413 神的骰子= Dice 林ふみの作; kinnsan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420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何軒瑋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437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何軒瑋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444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何軒瑋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451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何軒瑋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7468 THEIDOLM@STER: relations 上田夢人作; 豬排飯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475 THEIDOLM@STER: relations 上田夢人作; 豬排飯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482 Tiny Prinius: 尋找地球人 大石勝作; 意澄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499 TRAMP海賊天下 藤原ゆう作; 小鐵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505 TRAMP海賊天下 藤原ゆう作; 小鐵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529 TRAMP海賊天下 藤原ゆう作; 小鐵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512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吳勵誠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37536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吳勵誠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37543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吳勵誠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37550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吳勵誠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37574 神乎其技-特效化妝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藪口黑子作; 吳勵誠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37567 Trash Can心情垃圾桶 古張乃莉作; 曲冰熙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581 Try Line萌界勇者 清野桂也作; lingosou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598 Tsuwamono!!空手道美少女 木曾フミヒロ作; 陳少怡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604 Tsuwamono!!空手道美少女 木曾フミヒロ作; 陳少怡譯 2014-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611 Varnish型男沙龍 麻麻原繪里依作; 呂淇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628 VITA性感愛麗絲 佐藤健悅漫畫; 樋口達人, 吉野弘幸原作; A!KumA譯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635 VITA性感愛麗絲 佐藤健悅漫畫; 樋口達人, 吉野弘幸原作; TANYA譯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642 VITA性感愛麗絲 佐藤健悅漫畫; 樋口達人, 吉野弘幸原作; TANYA譯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7680 W雙面情聖 葉月京作; 謝雅玲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703 W雙面情聖 葉月京作; 謝雅玲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7710 W雙面情聖 葉月京作; 謝雅玲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7734 W雙面情聖 葉月京作; 謝雅玲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37741 W雙面情聖 葉月京作; 謝雅玲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37758 WARABE!!童貞樂園 IKARING作; Akane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765 WARABE!!童貞樂園 IKARING作; Akane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772 WAVE: 宅潮男 THE SEIJI漫畫; 藤村ZEN原案; 藤下真潮監修; TANYA譯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789 WAVE: 宅潮男 THE SEIJI漫畫; 藤村ZEN原案; 藤下真潮監修; TANYA譯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802 WELCOME HOME! 入江紀子作; 阿批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833 Wild Fangs: 野獸情人 山岸ほくと作; 黃勝宏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840 Wild Rose: 野獸玫瑰 山岸ほくと作; 賴俊帆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857 Wild Wind: 野獸之風 山岸ほくと作; 橘子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864 X處罰遊戲 橫山仁作; 郭明哲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871 あびゅうきょ作品集. 01, 在晴天看見絕望 あびゅうきょ作; kinnsan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888 あびゅうきょ作品集. 02, 妳的遺產 あびゅうきょ作; kinnsan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895 あびゅうきょ作品集. 03, 絕望期的結束 あびゅうきょ作; kinnsan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901 一生一次的愛人 梨花知麻希作; 喵咪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925 一起來泡湯! 大石龍子作; A!KumA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7932 天道交響樂 佐草晃作; 張文俊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7949 天道交響樂 佐草晃作; 鄭世彬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7970 太陽之子 日輪早夜作; K.E.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007 太陽之歌 TSUNAMI MINATSUKI作畫; 坂東賢治原作; 王冠婷譯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038 夫妻暖暖包 谷川史子作; 方琳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069 少女老大 CHIKA作; 小天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076 少女迷萌日記♪ ででん♪作; 李重甫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8083 少女迷萌日記♪ ででん♪作; 李重甫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8090 少主也亂心! 七瀨かい作; 夏生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106 少年AR 東山和子作; 小鐵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113 少年忍者KUMARI 碧也ぴんく作; 鄭世彬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120 少年與妖怪: shima-shima 群青作; 晴天瓶子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137 巴里山高專 塚脇永久作; TANYA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144 幻妖繪卷 蓮見桃衣作; 邱君澐譯 200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151 幻想之海 TONO作; 黃萱惠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8168 幻影戰獄傳: 闇黑的惡魔 廣瀨周作; 623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059 2樓的瑪莉亞 九条AOI作; 蘇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073 3人家族 樋口愛紗作; 李益成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097 3月の月曆 本田惠子作; 谷百合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103 69時限極道男 山本康人作; TANYA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110 69時限極道男 山本康人作; TANYA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134 69時限極道男 山本康人作; TANYA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9158 888悠閒偵探事務所 桑田乃梨子作; 呂淇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172 888悠閒偵探事務所 桑田乃梨子作; 呂淇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189 888悠閒偵探事務所 桑田乃梨子作; 呂淇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9202 888悠閒偵探事務所 桑田乃梨子作; 呂淇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9219 9克拉: 愛世代 羽央作; 何軒瑋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257 9速眼球Active Sleep: 中山敦支短篇集 中山敦支作; 陳少怡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271 9號殺手: 湛藍任務 高橋美由紀作; 吳佳玲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295 9號殺手: 湛藍任務 高橋美由紀作; 吳佳玲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9301 9號殺手: 湛藍任務 高橋美由紀作; 吳佳玲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39318 9號殺手: 湛藍任務 高橋美由紀作; 吳佳玲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39325 9號殺手: 湛藍任務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39349 9號殺手: 湛藍任務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39356 9號殺手: 湛藍任務 高橋美由紀作; 橘子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39363 9th SLEEP: 王魂 立野真琴作; 末末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370 A逃生路線 杉山敏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387 A.C.D.C. II: 史前戀愛樂園 かゆらゆか作畫; CIRCUS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394 A.C.D.C. II: 史前戀愛樂園 かゆらゆか作畫; CIRCUS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400 A.C.D.C. II: 史前戀愛樂園 かゆらゆか作畫; CIRCUS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9417 access: 連鎖 慎本真作; 寬子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424 access: 連鎖 慎本真作; 寬子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431 AD►BOY: 貞操危機 にわのまこと作; 格長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448 Amateur Slugger: 半熟強打 緒方丁作; 賴俊帆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455 AMETORA: 雨寅 依田沙江美作; 倪萱理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462 A-presto: 操控記憶 十峯なるせ作; 陳少怡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479 A-presto: 操控記憶 十峯なるせ作; 陳少怡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486 A-presto: 操控記憶 十峯なるせ作; 陳少怡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9493 Arena!: 瘋狂男身女模 美樹麻樹作; 鄭世彬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516 Arena!: 瘋狂男身女模 美樹麻樹作; 鄭世彬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523 Aurabuster Integral: 幻惑綺譚 杜真琴作; 晴天瓶子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530 Azrael's Edge: 戰地傭兵 遊行寺たま作; TANYA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554 BXP Anx: 密石的邂逅 蛇龍どくろ作; 綺璃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578 Ball Meets Girl: 球與女孩的邂逅 環千尋漫畫; 綱本將也原作; 小庭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585 Ball Meets Girl: 球與女孩的邂逅 環千尋漫畫; 綱本將也原作; 小庭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592 BATTLEXPRINCESS!!: 我的公主是男人 反島津小太郎作; 碧倫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615 1年3班喵八老師 さくらばつかさ作; 曲冰熙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639 1年3班喵八老師 さくらばつかさ作; 曲冰熙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684 100%真實!!借錢真命苦 田村珠美作; 陳少怡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721 10-4: 美男搜查課 葉芝真己作; 青色深淵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745 10-4: 美男搜查課 葉芝真己作; 青色深淵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752 10-4: 美男搜查課 葉芝真己作; 青色深淵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9769 108戀愛情結 高昌ゆリ作; 綺璃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776 13 club: 戰慄網站 四平龍也作; 陳少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783 13 club: 戰慄網站 四平龍也作; 陳少怡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790 13DOGs: 死囚殺戮遊戲 張慶二郎作; kinnsan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813 13DOGs: 死囚殺戮遊戲 張慶二郎作; kinnsan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820 13DOGs: 死囚殺戮遊戲 張慶二郎作; kinnsan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39844 15歲 石田育絵作; 曲冰熙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882 16歲的幼稚園生! 久遠ミチヨシ作; 雅伶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39912 16歲的幼稚園生! 久遠ミチヨシ作; 娜娜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39929 20年後的同學會 南夏實作; 谷百合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936 22點的規則 村上左知作; HINA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39943 27時喃喃戀語 橘ケイコ作; 張維君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073 愛在生死交叉點 矢島正雄原作; 早瀨淳作; K.E.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110 愛不是在說笑 春子作; 徐屹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196 愛上電視那端的你 松本MIECOHOUSE作; 曲冰熙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202 愛上高嶺之花 宝井咲季作; 橘子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226 新小說羅曼憂鬱= Depression of the anti-romanticist山上梨由作; 玲玲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288 新小說羅曼憂鬱. II= Depression of the anti-romanticist山上梨由作; 玲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318 新亡者之劍 菊地秀行原作; しろ-大野作; 鄭世彬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2325 新亡者之劍 菊地秀行原作; しろ-大野作; 鄭世彬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2356 敬啟、兄長大人 田倉トヲル作; 瓜子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394 搞怪骷髏拍檔 佐藤ショウジ作; 李益成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2400 搖滾魂 竹澤輝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462 感情破壞專家 大橋薰作; 豐丞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2479 感情破壞專家 大橋薰作; 豐丞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2486 愛戀超載 こいでみえこ作; 徐屹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493 愛麗絲的花婿 小石川れんず作; 娜娜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2509 愛憎殺機: KILL.LOVE 酒井美羽作; 晴天瓶子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516 愛說笑學園= The hyottoko school 武凪知作; 蘇黎衡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2523 愛說笑學園= The hyottoko school 武凪知作; 蘇黎衡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2530 愛說笑學園= The hyottoko school 武凪知作; 蘇黎衡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2547 愛說笑學園= The hyottoko school 武凪知作; 蘇黎衡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2554 愛說笑學園= The hyottoko school 武凪知作; 蘇黎衡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2561 愛與傲慢 志志藤花蓏莉作; 萱惠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615 愛就住一起 山田可南作; 羅凱琳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646 愛就在這裡! 小川三登里作; 吳媛婷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653 愛情戰爭SECOND 神部輝作; 橘子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707 愛情與誘惑的秘方Restaurant le Royel 雪代鞠絵原作; 上田規代作畫; 蘇涵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738 愛情微夯不退燒 平喜多柚也作; 徐屹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752 愛情條約(完全版)= Rule sono ichi 村上左知作; YUKA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769 愛情敗犬向前衝 藤原晶作; 谷百合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2776 愛情敗犬向前衝 藤原晶作; 谷百合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2783 愛情敗犬向前衝 藤原晶作; 谷百合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2790 愛情敗犬向前衝 藤原晶作; 谷百合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2813 愛情逃生梯 梅太郎作; 雅伶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851 愛情相思病 鷹丘志成作; 曲冰熙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882 愛情指揮家 宏橋昌水作; YUKA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950 愛情的剎那 屋敷由佳里作; 程琦楨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2974 愛情的下一步 三池romuco作; 雅伶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001 愛情狂人= Maniac lover 鈴井新汰作; 雅伶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124 愛情多糖體… 花村一千花作; 倪萱理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155 愛情☆占星術 霧壬裕也作; 阿拖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186 愛從這裡開始!! 中田アキラ作; 徐屹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216 愛從斜坡開始 平喜多柚也作; 杏仁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230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3247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3261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3285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3292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3308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43322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43346 愛.格鬥螺旋 中山敦支作; 御門幻流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43384 裝甲惡鬼 村正鏖 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廣瀨周作畫; 格長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421 葵心學園偵探俱樂部= Kishin junior high school detective club碧門たかね作; 豬排飯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445 萬聖節的戀人 万里村奈加作; 萱惠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483 萬能化學變藝社 飛高翔作; 御門幻流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3490 萬能化學變藝社 飛高翔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3513 萬能化學變藝社 飛高翔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3520 萬事通與街角迷宮 秋吉風鈴作; A!KumA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537 腳後跟的塗鴉 膝枕踵作; kinnsan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3544 聖獸之森 氷栗優作; 李碧娥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121 冰釋的庭園 三池romuco作; 徐屹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4749 緊緊相擁 夏目桂作; 橘子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756 綻放的野薔薇 雛。作; DKHATUNE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4763 綻放的野薔薇 雛。作; DKHATUNE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4770 綻放吧!女人花 松尾志世里作; 谷百合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4787 綻放吧!女人花 松尾志世里作; 谷百合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4794 精怪異聞 時任奏作; 豬排飯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4800 精怪異聞 時任奏作; 豬排飯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4817 福助 伊藤靜作; 吳重甫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4824 福助 伊藤靜作; 吳重甫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4831 熊谷男兒 猪原賽原作; 橫島一作畫; 小鐵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848 終極兵器: 羅.舵 岡工リ原作; 塩塚誠作畫; 陳少怡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4855 終極兵器: 羅.舵 岡工リ原作; 塩塚誠作畫; 陳少怡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4862 終極兵器: 羅.舵 岡工リ原作; 塩塚誠作畫; 陳少怡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4879 終於成就了愛情 イシノアヤ作; 雅伶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886 紳士遇見小女孩= Shinshi Na meets girl 松林悟作; 雅伶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893 粗暴的純情= Violent a pure heart RINO作; 瓜子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909 第二次的結婚 深沢佳澄作; 吳佳玲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916 第二人生 宝井咲季作; 王冠婷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923 移魂思春少年 糸杉柾宏作; 伸卡球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930 異國王子與我 和泉桂原作; 金田正太郎作畫; 伊格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947 異界管理人 鈴木小波作; 豬排飯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4954 異界管理人 鈴木小波作; 豬排飯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4961 異人家族 井戶端海二作; 許奕璿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4978 產卵系美少女 ひよひよ作; Lai Jyun-Fan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4985 產卵系美少女 ひよひよ作; 青色深淵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4992 甜蜜的週末 花田祐實作; 賴俊帆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005 甜蜜的手心 村上左知作; 賴俊帆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012 甜蜜忍者少女 東雲水生作; 鄭世彬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029 甜蜜女侍生活 立野真琴作; 津輕林檎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036 理科男孩。: 我們的理化教室 チーム理系男子。原作; 中条亮作; 623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043 理科男孩。: 我們的理化教室 チーム理系男子。原作; 中条亮作; 623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050 理科男孩。NEXT: 我們的化學反應 チーム理系男子。原作; 中条亮作; 青色深淵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067 理科男孩。NEXT: 我們的化學反應 チーム理系男子。原作; 中条亮作; 青色深淵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074 球場Lovers: 我去看棒球的理由 石田敦子作; TANYA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081 球世主 ましま蒼樹原作; はたのさとし漫畫; 小鐵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098 球世主 ましま蒼樹原作; はたのさとし漫畫; 小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104 現在是工作時間!? 神部輝作; 徐屹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111 現在是上班時間!? 神部輝作; 末末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128 現代睡美人 小谷中作; DKHATUNE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135 現代睡美人 小谷中作; DKHATUNE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142 清秀佳人 谷川史子作; 曲冰熙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159 清秀佳人 谷川史子作; 曲冰熙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166 深戀情花 山上梨由作; 陳野翔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173 殺意的欲望 金子玲美原作; 月嶋次美作; 張靜惠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180 欲望Passion 湊与里子作; 小庭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197 旋轉木馬 窪純子作; 程琦楨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203 斬無赦! 片桐いくみ作; TANYA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210 斬無赦! 片桐いくみ作; TANYA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227 斬無赦! 片桐いくみ作; TANYA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234 教師新鮮人= She's the school teacher 巢山真也作; 豬排飯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241 教師新鮮人= She's the school teacher 巢山真也作; 豬排飯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258 教師新鮮人= She's the school teacher 巢山真也作; 豬排飯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265 教師新鮮人= She's the school teacher 巢山真也作; 豬排飯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5272 教師新鮮人= She's the school teacher 巢山真也作; 豬排飯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5289 教室的暴君= A tyrant in the classroom 池田ソウコ作; 碧倫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296 敗犬武士拉警報: 貓咪的心情 九州男児作; 徐屹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302 日出之狼: 新選組綺談 齋藤岬作; 蔡麗蓉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319 日出之狼: 新選組綺談 齋藤岬作; 蔡麗蓉譯 2006-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326 日出之狼: 新選組綺談 齋藤岬作; 蔡麗蓉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333 日出之狼: 新選組綺談 齋藤岬作; 蔡麗蓉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5340 日出之狼: 新選組綺談 齋藤岬作; 蔡麗蓉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5357 日向和凜萌在向日葵莊 玉越博幸作; 小鐵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364 日向的邂逅 岩城そよご作; 娜娜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371 日向的邂逅 岩城そよご作; 娜娜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388 月之夜,星之朝35ans 本田惠子作; 海棻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395 月之夜,星之朝35ans 本田惠子作; 海棻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401 月之砂漠 龜井高秀作; 晴天瓶子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418 月之暈 佐佐木久美子作; 夏生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425 月光人狼 羽崎安實作; 玲玲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432 月光人狼 羽崎安實作; 玲玲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449 月光人狼 羽崎安實作; 玲玲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456 月光橋初戀銀座 石出電作; A!KumA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463 月巫祝的歌詠 椎隆子作; TANYA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470 月巫祝的歌詠 椎隆子作; TANYA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487 月曜日的瑪莉亞 九条AOI作; 蘇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494 比喜歡還要多一點 みつば樹里作; 雅伶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500 水惑星年代記: 月娘 大石勝作; A!KumA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517 水晶秘密花園 青海信濃作; YUKA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524 水晶秘密花園. 2, 紅蓮之鏈 青海信濃作; 曲冰熙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531 水影三日月 秋吉菜魚作; 蔡佳玲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548 火災調查官: 紅蓮次郎 田中つかさ作; 吳勵誠譯 2009-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555 火災調查官: 紅蓮次郎 田中つかさ作; 吳勵誠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562 火災調查官: 紅蓮次郎 田中つかさ作; 吳勵誠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579 火神少年 さらちよみ作; 豬排飯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586 火神少年 さらちよみ作; 豬排飯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593 一筆情牽 高田理惠作; 晴天瓶子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609 一筆情牽 高田理惠作; 綺璃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616 一筆情牽 高田理惠作; 綺璃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623 乙女X亂舞 今村陽子作; 623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630 七色圓舞曲 浅見百合子作; SHiO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647 七彩學園 橘亞結作; 豬排飯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654 七彩學園 橘亞結作; 豬排飯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661 七彩學園 橘亞結作; 豬排飯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678 二人の花戀 神崎貴至作; K.E.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685 人生快門: Big Shot 木村直巳作; 林政億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692 人們稱那叫戀愛 秋葉東子作; 曲冰熙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906 漫遊勇者 おがきちか作; 林豐丞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913 漫遊勇者 おがきちか作; 林豐丞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708 人間失格: 壞 二之瀨泰德作; 太宰治原案; Akane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715 八丈!愛的樂園小島 アキヨシカズタカ作; kinnsan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722 八犬士 岡村賢二作; 郭明哲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739 八犬士 岡村賢二作; 郭明哲譯 2007-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746 八百万討神傳: 神GAKARI 楠桂作; 格長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753 八百万討神傳: 神GAKARI 楠桂作; 格長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760 八百万討神傳: 神GAKARI 楠桂作; 格長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777 八百万討神傳: 神GAKARI 楠桂作; 格長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5784 八朔之雪: 澪之料理帖 岡田理知作; 曲冰熙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791 十津川警官事件簿: 末班列車的女人 宗美智子作; 鄭世彬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807 又見女王的忠犬情人 鮎川未緒作; 千芳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814 下町食物語: 淺草人 小川悅司作; 陳少怡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821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朗偉彤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838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朗偉彤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845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朗偉彤譯 2007-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5852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朗偉彤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5869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朗偉彤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5876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623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45883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623譯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45890 刃牙外傳: 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623譯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45920 漫畫家的妄想世界 TONO作; DKHATUNE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5937 漂流的情書 赤銅茉莉作; 花兒法克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944 漂流的情書 赤銅茉莉作; Nobunaga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951 漂ノ男子漢外傳: 林田傳說 ゆうはじめ作; 格長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968 漂ノ男子漢外傳: 林田傳說 ゆうはじめ作; 格長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975 Sprite Spiegel機動維安少女 中嶋ヤマト作; 山人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5982 Sprite Spiegel機動維安少女 中嶋ヤマト作; 山人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5999 Star☆Right: 超偶達令 扇ゆずは作; 瓜子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002 Strawberry Paiace: 草莓宮殿 押上美貓作; DKHATUNE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019 STUDIO FIVE少女們與不思議生物的故事 竹內櫻作; 豬排飯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026 STUDIO FIVE少女們與不思議生物的故事 竹內櫻作; 豬排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033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0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040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0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057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0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071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0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6088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6095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46101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46118 SUGAR拳擊悍將 新井英樹作; 李益成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46064 歌劇魅影= Le fantome de l'opera GASTON LEROUX原作; 真崎春望作; 蔡麗蓉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125 歌劇少女! 齊木久美子作; 噓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132 SUPER刑事 渡辺みちお作; 山人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149 SUPER刑事 渡辺みちお作; 山人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156 SUPER刑事 渡辺みちお作; 山人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163 Sweep!!冰壺女孩 小橋千壽作; 御門幻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170 T校!籃球瘋 近藤巧治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187 T校!籃球瘋 近藤巧治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194 T校!籃球瘋 近藤巧治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200 Tales of Legendia 藤村あゆみ作; 陳少怡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217 Tales of Legendia 藤村あゆみ作; 陳少怡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224 Tales of Legendia 藤村あゆみ作; 陳少怡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231 Tales of Legendia 藤村あゆみ作; 陳少怡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6248 Tales of Legendia 藤村あゆみ作; 陳少怡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6255 Tales of Legendia 藤村あゆみ作; 陳少怡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46279 歌姬的戀歌 星野芽美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262 公關夜戀 本庄りえ作; 林佳燁譯 2005-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286 分租天堂 佐伯紫江作; 林家宇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293 歉疚的愛! 草花里樹作; 龔千芳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309 分租男子天堂 夜櫻左京作; 碧倫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316 敲敲妖怪館! 群青作; 豬排飯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323 敲敲妖怪館! 群青作; 豬排飯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330 敲敲妖怪館! 群青作; 豬排飯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347 廓之幻 市原剛原作; 今野直樹劇畫; Fahrer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354 對愛舉白旗= Loser's flag 永野クロエ作; 蘇黎衡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361 化裝舞會.Lovers 霧壬裕也作; 杏仁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378 對岸的少女 角田光代原作; 安孫子三和作; 鄭世彬譯 2006-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385 双子奇情 高口里純作; 橘子醬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392 双子姊妹的H戰 橫槍メンゴ作; 雅伶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408 寧靜湖的奇戀 夜櫻左京作; 玲玲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415 反派的堅持 服部昇大作; 蘇黎衡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422 夢想少年的日與夜: 配菜增量中 松山花子, 九州男児作; 曲冰熙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439 反轉神話 桂明日香作; 倪萱理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446 反轉神話 桂明日香作; 倪萱理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453 喵喵純喫茶= Coffee & cat 杉崎ゆきる作; NANA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460 喵喵純喫茶= Coffee & cat 杉崎ゆきる作; NANA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477 天下一!!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484 天下一!!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507 天下一!!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521 天下一!!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6538 天下一!!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6545 天下一!!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2015-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46491 喵居生活! 柚木色作; 蘇黎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514 喵居生活! 柚木色作; 蘇黎衡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552 天才博士的華麗日常生活 真行寺罪子作; 橘子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569 天使×惡魔! 池田ソウコ作; 徐屹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576 天使和惡魔的法則。 仁和川朋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583 天使的化石 龜井高秀作; 吳佳玲譯 200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590 天使的鼓動 門田昌子作; 吳思慧譯 2007-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606 天使的闇夜呢喃 佐知美梨穗作; 張靜惠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613 天使的闇夜呢喃 佐知美梨穗作; 張靜惠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620 天使的闇夜呢喃 佐知美梨穗作; 張靜惠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637 天使的闇夜呢喃 佐知美梨穗作; 張靜惠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6644 天使契約 宮川匡代作; 程綺楨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651 天使契約. II, 折翼的兩人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668 天使契約. III, 轉世還是愛你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675 喫茶anger 小田由亞作; 曲冰熙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682 天使們的庭院 祐木純作; 龔千芳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699 天使偵探團 月嶋次美作; 玲玲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705 天使偵探團 月嶋次美作; 玲玲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712 喜歡愛哭鬼。 夏目桂作; 王冠婷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729 喜歡就是喜歡 北別府ニカ作; 張維君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736 喜歡你,親吻你 奧田七緒作; 杏仁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743 喜喜 宇仁田由美作; 曾雅伶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750 博士的妄想思春期 夜櫻左京作; 末末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767 剩女宅在家!? 睦月努作; 雅伶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774 麻煩×王子 仁茂田あい作; 徐屹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781 鹿男= The fantastic deer man 万城目学原作; 梶原二希作畫; 小鐵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798 鹿男= The fantastic deer man 万城目学原作; 梶原二希作畫; DKHATUNE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804 鹿男= The fantastic deer man 万城目学原作; 梶原二希作畫; DKHATUNE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6811 雪國女王 藤田貴美作; 吳勵誠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828 雪地極限 玉置一平作; 鄭世彬譯 2005-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835 雪地極限 玉置一平作; 鄭世彬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842 雪月花之戀 たらさわみち作; 蘇黎衡譯 200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859 陷落情網吧! 志志藤花蓏莉作; 徐屹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910 野獸社員月島 大和田秀樹作; K.E.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6934 野獸社員月島 大和田秀樹作; K.E.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6965 野獸王子與我 志賀乃夷織作; 黃萱惠譯 2005-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6996 野獸之歌 楠桂作; 格長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47009 野獸之歌 楠桂作; 格長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47030 野狼男與白兔少年= The wolf man and the white bunny boy松成久美子作; 倪萱理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092 都是歐吉桑!! 末田雄一郎原作; 早瀨淳劇畫; 政億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146 都市傳說課= Todenka: urban legend unit 大塚英志原作; 樹生ナト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153 都市傳說課= Todenka: urban legend unit 大塚英志原作; 樹生ナト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160 都市傳說課= Todenka: urban legend unit 大塚英志原作; 樹生ナト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7177 都市傳說課= Todenka: urban legend unit 大塚英志原作; 樹生ナト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7252 連鎖MODERN ENIGMA: 柳原望短篇集 柳原望作; 阿里巴巴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283 逝年 石田衣良原作; 幸田育子作畫; 曲冰熙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290 逝年 石田衣良原作; 幸田育子作畫; 曲冰熙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337 這就是戀愛 神崎貴至作; 森月凜譯 2007-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375 這就是愛嗎 山上梨由作; 吳美嬅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412 這是在下的工作。 藤川桐子作; 倪萱理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450 這叫戀愛嗎!? 天野シロ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467 這叫戀愛嗎!? 天野シロ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535 這才不是戀愛! 神奈梓美作; 雅伶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542 莎菈的秘密 本田惠子作; yuying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559 莎菈的秘密 本田惠子作; yuying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566 莎士比亞羅曼史= Shakespeare romance 冬乃郁也作; 徐屹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610 終極情人 池戶裕子原作; 麻麻原繪里依作; 程琦楨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696 我不會對你使壞的! 楽田トリノ作; 蘇涵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726 我不是魚干女 玉置勉強作; lingosou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733 我不是魚干女 玉置勉強作; lingosou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740 我已經長大了! 黑宮夕雅作; 林家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757 快樂幸運草屋= Happy clover house ほり惠利織作; 晴天瓶子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764 快說「愛老虎油」! 環千尋作; 王冠婷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771 COLD RUSH妄想少女逃走中 熊田有香作; 623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788 Corsage: 戀花 咲乃ユウヤ作; 末末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795 Cross Dominance左右人生 小橋ちず作; 紫苑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801 Crown.Craze: 狂熱王冠 鈴倉溫作; 倪萱理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818 Cupidity: 盜走你的心 石丸博子作; 羅凱琳譯 2007-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825 Dear Tear: 她的眼淚 KAZMA KOWO作; 蘇黎衡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832 Death Scythe至高天崩落 沢田翔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849 Delivery Boy Friend: 快遞男友 松苗明美作; 玲玲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856 Desktop Master: 腐上枱面 新井理恵作; DKHATUNE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863 Desktop Master: 腐上枱面 新井理恵作; 小鐵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870 Desktop Master: 腐上枱面 新井理恵作; 小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7887 di(e)ce: 死亡遊戲 山本佳奈作; 豬排飯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894 di(e)ce: 死亡遊戲 山本佳奈作; 豬排飯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900 di(e)ce: 死亡遊戲 山本佳奈作; 豬排飯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7917 di(e)ce: 死亡遊戲 山本佳奈作; 豬排飯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7924 di(e)ce: 死亡遊戲 山本佳奈作; 豬排飯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7931 di(e)ce: 死亡遊戲 山本佳奈作; 豬排飯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47948 Division愛的大逃亡 西田東作; 萱惠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955 DOLCE: 花美男餐廳 北沢きょう作; 末末譯 2009-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962 DOLLY's Party.血宴多莉 山本和生作; TANYA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7979 DOLLY's Party.血宴多莉 山本和生作; TANYA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7986 DOUBLE LOVER: 戀人的名字 山上梨由作; 橘子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7993 DROPS夜果子 南京ぐれ子作; Q太郎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006 DROPS夜果子 南京ぐれ子作; Q太郎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013 DROPS夜果子 南京ぐれ子作; Q太郎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8020 ESCAPE跳入情網 鹿乃しうこ作; 夏生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037 EVILIVE: 美少女惡魔 D.P作; A!KumA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044 EVILIVE: 美少女惡魔 D.P作; TANYA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051 FOOL FOR YOU: 為愛痴傻 藤崎一也作; 林雅惠譯 2006-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068 FROGMAN水男孩 NYLON作; 豬排飯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075 FROGMAN水男孩 NYLON作; 豬排飯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082 FROGMAN水男孩 NYLON作; 豬排飯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8099 FROGMAN水男孩 NYLON作; 豬排飯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8105 FROGMAN水男孩 NYLON作; 豬排飯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8112 FROGMAN水男孩 NYLON作; 豬排飯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48129 Full Set: 排球好小子 梅田阿比作; 鄭世彬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136 Full Set: 排球好小子 梅田阿比作; 鄭世彬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143 Full Set: 排球好小子 梅田阿比作; 鄭世彬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8150 Full Set: 排球好小子 梅田阿比作; 鄭世彬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8167 Full Set: 排球好小子 梅田阿比作; 鄭世彬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8174 Gals Police★24小時 たべ.こーじ作; 花兒法克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181 gift: 偷走妳的記憶 塩森恵子作; 拉瓦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198 Girls Be...女生置上! 玉越博幸作; 御門幻流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204 Go!Go!花美男 一之瀨綾子作; Q太郎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211 Go!Go!花美男 一之瀨綾子作; Q太郎譯 200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228 Go!Go!花美男 一之瀨綾子作; Q太郎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8235 GOD ANIMAL: 神獸 南京ぐれ子作; 豬排飯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242 GODSIDER SAGA神魔三國志 卷來功士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259 GODSIDER SAGA神魔三國志 卷來功士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266 GODSIDER SAGA神魔三國志 卷來功士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8280 GODSIDER SAGA神魔三國志 卷來功士作; 御門幻流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8310 GODSIDER SAGA神魔三國志 卷來功士作; 御門幻流譯 2014-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48273 快感☆補給站= Supplement of the pleasure 神奈梓美作; M.L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297 忍歌 河野一郎作; 山人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303 忍歌 河野一郎作; 山人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327 忍者學園忍法帖 惠田真芽作; 倪萱理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341 忍者學園忍法帖 惠田真芽作; 倪萱理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334 Gorgeous: 千金之戀 原野李子作; 萱惠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372 Gosenzo!: 雛森家的日常生活 秋吉風鈴作; Akane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358 忍者少女小忍 古賀亮一作; 小鐵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365 忍者少女小忍 古賀亮一作; 小鐵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396 Gowlingirl和牠在說話 藤井義也作; 森月凜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389 巡警很忙 石川知花作; 豬排飯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402 巡警很忙#0 石川知花作; 豬排飯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19 Grayish Melody: 灰色旋律 水樹和佳子作; 方琳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26 妖宿之家 宇河弘樹作; 蘇黎衡譯 2004-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33 Green和平之愛 北沢きょう作; 唯唯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40 妖花亂舞 南惠夢作; 末末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57 HAIJIN QUEST電玩廢人王 山田未來作; 豬排飯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64 妖怪人間Bem アサツーディ.ケイ原作; 高橋秀武作; 豬排飯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71 Happy Life快樂人生 霧島珠樹作; 橘子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88 吸血舞姬.茉莉花 垣野內成美作; 張瑞庭譯 2006-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495 HAWKS KIDS: 飛鷹少棒隊 山口かつみ作; 黃文瑞譯 200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501 HAWKS KIDS: 飛鷹少棒隊 山口かつみ作; 黃文瑞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518 HEANEN'S DIVE: 墜入天堂 四鵬マユミ作; 伊格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525 吸血鬼動物家族= Animal family 南京ぐれ子作; 森月凜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532 吸血鬼動物家族= Animal family 南京ぐれ子作; 森月凜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549 Heart Beat Heart: 心的迴響 須賀邦彥作; Q太郎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556 吸血鬼的尋愛遊戲 白コトラ作; 橘子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563 吸血姬里亞 垣野內成美作; 林家燁譯 2005-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570 君愛: 源義經戀繪卷 飴霰作; 谷百合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587 別惹歐巴桑!!! 護山鶴作; 格長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594 別惹歐巴桑!!! 護山鶴作; 格長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600 別惹歐巴桑!!! 護山鶴作; 格長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8617 別惹歐巴桑!!! 護山鶴作; 格長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8624 克拉∞原石女孩 森尾正博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631 克拉∞原石女孩 森尾正博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648 你彈奏的光采 はみ作; 阿拖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679 你就撒嬌吧 印東砂久作; 雅伶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761 你這隻惡魔! 真山純作; 夏生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785 你要搬家嗎? 山田由祁作; 蘇佳音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853 你的真實本色。 山野でこ作; 雅伶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884 你比命運還要甜 御鹿琴子作; 倪萱理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8891 佐藤與田中-The blood highschool 高河ゆん作; urza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945 住所未定 まりお金田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8969 住所未定 まりお金田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8976 住所未定 まりお金田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9010 伯爵家的房客 高殿円原作; 篠原花那漫畫; 紹仁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9027 伯爵家的房客 高殿円原作; 篠原花那漫畫; 紹仁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9034 伯爵家的房客 高殿円原作; 篠原花那漫畫; 紹仁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9058 伯爵家的房客 高殿円原作; 篠原花那漫畫; 紹仁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49102 行蹤不明的灰姑娘: 百貨女神= Missing Cinderella杜野亞希作; 谷百合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126 血色惡少 コウノコウジ作; 山人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9157 血色惡少 コウノコウジ作; 山人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9171 血色惡少 コウノコウジ作; 山人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49324 色惡 鈴井新汰作; 倪萱理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331 色男 上杉可南子作; 呂淇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348 色即是空世代 みうらじゅん原作; 喜國雅彥作畫; 豬排飯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9355 色即是空世代 みうらじゅん原作; 喜國雅彥作畫; 豬排飯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9379 自私的情網= Egoistic trap 上川吉作; 徐屹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423 老弟與我 紺野キタ作; 多鳴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454 羽球王子!! 東城和実作; 皮皮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9461 羽球王子!! 東城和実作; 皮皮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9485 百貨女神= Goddess of a department store 杜野亞希作; 谷百合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492 百花愛綻放 雨隱ギト作; 唯唯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508 百年之戀 七星秋生作; 姚采維 2005-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49515 百人物語 業田良家作; 何軒瑋譯 200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49522 百人物語 業田良家作; 何軒瑋譯 2006-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49539 百人物語 業田良家作; 何軒瑋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0757 俺和部下的戀愛之路 ナナメグリ作; 紫苑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0764 俺和上司的戀情 ナナメグリ作; 紫苑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0771 俺乃自衛隊 藤原聰作; 小鐵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788 俺乃自衛隊 藤原聰作; 小鐵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0795 首席情人= First master 葛井美鳥作; 倪萱理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0801 食色關東煮 中西泰博作; 山人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818 風馳電掣-原動機: REFUELED 一色登希彥作; kinnsan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825 風馳電掣-原動機: REFUELED 一色登希彥作; kinnsan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0832 風馳電掣-原動機: REFUELED 一色登希彥作; kinnsan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0849 風馳電掣-原動機: REFUELED 一色登希彥作; kinnsan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0856 風馳電掣-原動機: 首部曲 一色登希彥作; 吳勵誠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863 風馳電掣-原動機: 首部曲 一色登希彥作; 吳勵誠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0870 音樂治療師: 響 池田文春作; 鄭世彬譯 2006-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0887 重生之手-急診室24時!!= The hand of Horus 關達也作; 豬排飯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894 重生之手-急診室24時!!= The hand of Horus 關達也作; 豬排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0900 重生之手-急診室24時!!= The hand of Horus 關達也作; 豬排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0917 要碎都市The Fortress 大關詠嗣作; 郎偉彤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0924 背之眼 道尾秀介原作; 小池野狐人作畫; kinnsan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931 背之眼 道尾秀介原作; 小池野狐人作畫; kinnsan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0948 背之眼 道尾秀介原作; 小池野狐人作畫; kinnsan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0955 美食偵探龍二 加藤唯史作; kinnsan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962 美食偵探龍二 加藤唯史作; kinnsan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0979 美食的時間 酒川郁子作; 皮皮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986 美男特搜員= Researcher あおい原作; 箸井地図作畫; 森月凜譯 2008-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0993 美男不好當: 忙翻天的我們= The team rokude-nashi石田育絵作; 杏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006 美男子樂園 真木雛作; 吳海棻譯 2006-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013 美少女學園征服記 原田將太郎作; 小鐵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020 美少女學園征服記 原田將太郎作; 小鐵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037 美少女電玩社!= Game club! 片瀨菜乃作; 籃球丸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044 美少女電玩社!= Game club! 片瀨菜乃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051 美少女電玩社!= Game club! 片瀨菜乃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068 美少女電玩社!= Game club! 片瀨菜乃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1075 美食軍師 泉昌之作; 和泉晴紀畫; 豬排飯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082 重返關鍵時刻 葉月京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099 美女CG製作公司 森見明日作; TANYA譯 2009-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105 紅瞳吸血少女 垣野內成美作; 張瑞庭譯 2007-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112 紅瞳之眼: 讀師 樋口大輔作; DKHATUNE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129 紅瞳之眼: 讀師 樋口大輔作; DKHATUNE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136 紅瞳之眼: 讀師 樋口大輔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143 紅瞳之眼: 讀師 樋口大輔作; 御門幻流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1150 紅瞳之眼: 讀師 樋口大輔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1167 紅瞳之眼: 讀師 樋口大輔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51174 紅瞳之眼: 讀師 樋口大輔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51181 紅蓮的神獸= Fiammeggiando rossa arma こも作; 瓜子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198 紅蓮的神獸= Fiammeggiando rossa arma 鴣謨作; 瓜子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204 紅著眼的少年= The tearful eyed boy loves……? 佐倉灰二作; 野菜咖哩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211 紅牌奇行師 淺岡剛史作; 鄭世彬譯 2005-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228 紅毯的另一端 萩森千聖作; 王騰霙譯 200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235 突如其來的達令= Darling 原野李子作; 曲冰熙譯 2009-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242 秋吉家的情事(完全版)= Akiyoshi brothers 日高万里作; 吳佳玲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259 秋吉家的情事(完全版)= Akiyoshi brothers 日高万里作; 吳佳玲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266 秋日邂逅了愛情= Autumn virgin 幸田育子作; 龔千芳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273 祈願公主的微笑 水谷悠珠, かえで透作; kinnsan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280 祈願公主的微笑 水谷悠珠, かえで透作; kinnsan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297 祈願公主的微笑 水谷悠珠, かえで透作; kinnsan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303 祈願公主的微笑 水谷悠珠, かえで透作; kinnsan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1310 砂糖菓子食譜: 戀愛小品集 水谷京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327 相對性戀愛談 緒川らいち作; 碧倫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334 玻璃月蜻蛉緣物語 高里椎奈原作; 岩崎美奈子漫畫; kinnsan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341 玻璃月蜻蛉緣物語 高里椎奈原作; 岩崎美奈子漫畫; kinnsan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358 男人不要來! 原野李子作; 羅凱琳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365 狂野☆棒球少女 まりお金田作; 鄭世彬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372 狂野☆棒球少女 まりお金田作; 鄭世彬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389 狂野☆棒球少女 まりお金田作; 鄭世彬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396 沉睡的吸血鬼 月煮ゆう作; 娜娜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402 沉睡佳人 龜井高秀作; 杏仁譯 2003-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419 束手無策的愛 原野李子作; IRENE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426 杜賓犬刑警= The cop!! his name is Doberman!! 武論尊原案; 平松伸二作畫; 豬排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433 攻頂俏妞! 文月晃作; 格長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440 攻頂人生= A day of the mountain KUJIRA作; TANYA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457 抓狂一族: 場外亂鬥大全究極角色圖鑑=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浜岡賢次作; 623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464 扭曲的標的 十峰空也作; 末末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471 扭曲的同居生活 岡田和人作; lingosou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488 扭曲的同居生活 岡田和人作; lingosou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495 扭曲的同居生活 岡田和人作; lingosou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501 扭曲的同居生活 岡田和人作; lingosou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1518 扭曲的同居生活 岡田和人作; lingosou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51525 扭曲的同居生活 岡田和人作; lingosou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51532 我對COSPLAY沒興趣!! SHIGUMA TARO作; 豬排飯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549 我對COSPLAY沒興趣!! SHIGUMA TARO作; 豬排飯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556 我像是他的玩具 金田正太郎作; 玲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563 我愛榊美麗!! 桐原和泉作; 豬排飯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570 我愛榊美麗!! 桐原和泉作; 豬排飯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587 我愛榊美麗!! 桐原和泉作; 豬排飯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594 我愛榊美麗!! 桐原和泉作; 豬排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1600 我愛榊美麗!! 桐原和泉作; 豬排飯譯 2016-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1617 我愛大叔 堤翔作; 曲冰熙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624 我愛大叔 堤翔作; 曲冰熙譯 2015-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631 我想當你的僕人!=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servant of you.兜丸蝶子作; 橘子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648 我想去上學! 井上夕香原案; 河崎芽衣作; 謝雅玲譯 2007-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655 我家的貓咪最可愛♡ 紫真作; 雅伶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662 我家的貓咪最可愛♡ 紫真作; 雅伶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679 我家的貓咪最可愛♡ 紫真作; 雅伶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686 我們最麻吉= She is my important friend 袴田米良作; 曲冰熙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693 我們最麻吉= She is my important friend 袴田米良作; 曲冰熙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709 我們最麻吉= She is my important friend 袴田米良作; 曲冰熙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716 我們的愛情部屋。 藤川桐子作; 倪萱理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723 我們的奇蹟 久米田夏緒作; 青色深淵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730 我們的奇蹟 久米田夏緒作; 青色深淵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747 我們的奇蹟 久米田夏緒作; 青色深淵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754 我們的奇蹟 久米田夏緒作; 青色深淵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1761 我們的奇蹟 久米田夏緒作; 青色深淵譯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1778 我們的成人關係 夏葉椰子作; 橘子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785 我倆和學長的故事= Her, his, and my story トジツキハジメ作; 陳少怡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792 我倆之間無法否定的愛 九號作; 森月凜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808 我要給你愛 梅太郎作; 徐屹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815 我要復仇= Get my revenge! 山田悠介原作; 咲乃ハカ作畫; 陳少怡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822 我是魔法使☆ ゆのはら棗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839 我是利休 早川光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Akane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846 我是利休 早川光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Akane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853 我是利休 早川光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Akane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1860 我是利休 早川光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Akane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1877 我的親密愛犬-歌犬的世界 入江紀子作; 鄭怡君譯 2004-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884 我的親密愛犬-笑犬的世界 入江紀子作; 鄭怡君譯 2004-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891 我的辣妹社長= She is my "gal" president 酒井美羽作; KINI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07 我的超S上司 宝井咲季作; 橘子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14 我的野蠻♥男友 純子作; 橘子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21 我的專屬執事 霧嶋珠生作; 橘子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38 我的宿舍政策 神崎貴至作; 蘇黎衡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45 我的家庭真可愛! 佐草晃作; 林豐丞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52 我的俏老婆 入江紀子作; 林家宇譯 2007-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69 我的非常識姊姊 清末邦彥作; 雅伶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1976 我的非常識姊姊 清末邦彥作; 喵小布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1983 王子與膽小鬼 山野でこ作; 阿拖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1990 王子殿下充電中= The prince is being charged 山本景子作; 倪萱理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003 王子大人的甘美處罰 水上ルイ原作; ほり惠利織作畫; 橘子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010 牙傳說= The legend of fangs JUN作; 蘇黎衡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027 火爆廚王 石關秀行原作; 土山滋作; 林豐丞譯 2004-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034 多多的世界 佐草晃作; 豬排飯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041 多多的世界 佐草晃作; 豬排飯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058 多多的世界 佐草晃作; 豬排飯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2065 地獄的邂逅 九重釋夢作; 皮皮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52072 地獄的邂逅 九重釋夢作; 皮皮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52089 地獄我也陪你去! 日向透留作; 陳少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096 地球侵略!COLREONIS 木村聰作; 豬排飯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102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蔡長弦譯 2005-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119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蔡長弦譯 2005-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126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何軒瑋譯 2006-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2133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何軒瑋譯 2007-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2140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何軒瑋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52188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ONI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0052195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ONI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0052157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ONI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52164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ONI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52171 地球防衛少年 鬼頭莫宏作; ONI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0052201 地平球EX 二越敏美作; 鄭世彬譯 2004-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218 地平球EX 二越敏美作; 鄭世彬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225 地平球EX 二越敏美作; 鄭世彬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2232 地平球EX 二越敏美作; 鄭世彬譯 2005-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2249 地下死刑執行人 橋本還作; 山人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256 地下死刑執行人 橋本還作; 小鐵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263 在夏天遇見你 フジサワユイ作; 蘇涵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270 在咖啡店遇見愛 加賀美文緒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287 在咖啡店遇見愛 加賀美文緒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294 在咖啡店遇見愛 加賀美文緒作; 御門幻流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2300 在咖啡店遇見愛 加賀美文緒作; 御門幻流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2317 回憶的口袋= Memory pocket 村上左知作; 曾雅伶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324 向陽日記 小川三登里作; 龔千芳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331 向陽日記 小川三登里作; 龔千芳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348 向陽日記 小川三登里作; 龔千芳譯 2008-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2355 名偵探三毛貓福爾摩斯 富田はじめ作畫; 赤川次郎原作; 鄭世彬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362 名刀匠鬼王丸 荒仁原作; 坂本真一作; 623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379 名刀匠鬼王丸 荒仁原作; 坂本真一作; 623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386 名刀匠鬼王丸 荒仁原作; 坂本真一作; 梓庭譯 2007-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2393 名刀匠鬼王丸 荒仁原作; 坂本真一作; 梓庭譯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2409 同寢戀人 キスギカナメ作; Akane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2416 同棲女子寮= Tricolor-sisters +1 girl nanase family's "4koma" story海藍作; 林豐丞譯 200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423 同居大萌想 大島永遠作; 何軒瑋譯 2008-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430 同居大萌想 大島永遠作; 吳勵誠譯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2447 同居大萌想 大島永遠作; 吳勵誠譯 2009-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2454 同居大萌想 大島永遠作; 吳勵誠譯 2009-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2461 同居大萌想 大島永遠作; 吳勵誠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52478 同居大萌想 大島永遠作; 吳勵誠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52485 同居大萌想 大島永遠作; 吳勵誠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0052492 同人少女JB 一本木蛮作; 豬排飯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508 同人少女JB 一本木蛮作; 豬排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515 吉祥7福神: SEVEN 里羅琴音原作; 天河藍作畫; 娜娜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522 吉祥7福神: SEVEN 逢川里羅原作; 天河藍作畫; 娜娜譯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539 吉原花魁道中 音中さわき作; 阿拖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2546 吉原花魁道中 音中さわき作; 阿拖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2553 危險之戀 立野真琴作; 石龍子譯 200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4731 金.銀.心 吹山莉子作; 津輕林檎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4748 金銀砂子 赤夏作; 蘇黎衡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4755 阿部桑的七日戰線 鈴木マナツ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4779 阿部桑的七日戰線 鈴木マナツ作; 御門幻流譯 2014-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4809 雨月物語 比和十起子作; 晴天瓶子譯 2009-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4816 恐龍之珠 久正人作; ONI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4823 恐龍之珠 久正人作; ONI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4830 恐龍之珠 久正人作; ONI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4847 恐龍之珠 久正人作; ONI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4861 恐龍之珠 久正人作; ONI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4892 恐龍之珠 久正人作; ONI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0054946 恐龍之珠 久正人作; 張宏誌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0054953 悄悄堆積的愛 ほり惠利織作; 茹茂華譯 2008-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4977 料理調色盤: 小麥的戀愛風味修行記 高田理惠作; 皮皮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4991 料理調色盤: 小麥的戀愛風味修行記 高田理惠作; 皮皮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004 料理調色盤: 小麥的戀愛風味修行記 高田理惠作; 皮皮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5028 旅遊妙指南: 佐伯彌四郎短篇集 佐伯彌四郎作; Fahrer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035 時間.空間.人物 凜野ミキ作; 御門幻流譯 2010-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059 時髦偵探事件簿 里見桂作; 郭明哲譯 2004-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073 時髦偵探事件簿 里見桂作; 郭明哲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080 時髦偵探事件簿 里見桂作; 郭明哲譯 2005-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5097 時髦偵探事件簿 里見桂作; 郭明哲譯 2005-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5103 時髦偵探事件簿 里見桂作; 郭明哲譯 2006-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5127 柴犬的報恩 霧島珠樹作; 周穎卉譯 2007-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141 校內戀愛指導員 高井戶あけみ作; 杏仁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158 桃色唇膏 長江朋美作; 曲冰熙譯 2009-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165 桃花小妹 藤田和子作; 海棻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172 桃花小妹 藤田和子作; 海棻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189 桃花小妹 藤田和子作; 海棻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5202 桃花小妹 藤田和子作; 海棻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5219 桃花小妹 藤田和子作; 海棻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5226 桌布那端的愛戀 梅松町江作; 雅伶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233 桐屋型男書店 秋月杏子作; 夏生譯 2009-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257 浦麗的精神同居生活 真田鈴作; 娜娜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264 浦麗的精神同居生活 真田鈴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271 收拾體質 米山節子作; 青色深淵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288 收拾體質 米山節子作; 青色深淵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295 收拾體質 米山節子作; 青色深淵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5301 收拾體質 米山節子作; 青色深淵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5318 早上8點.第3車廂見 高昌ゆリ作; 阿拖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325 有愛就好 鹿谷サナエ作; 雅伶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332 有錢少爺的任性 七星秋生作; K.E.譯 2008-04-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349 有點不可思議的小宇宙 小田扉作; 小鐵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356 死刑犯的遺產 上農ヒロ昭作; 政億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6260055363 死刑犯的遺產 上農ヒロ昭作; 政億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6260055370 江戶花牌 飴霰作; 谷百合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387 成為我的人!: 女執事之戀 水谷京子作; 谷百合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394 成為我的人!: 女執事之戀 水谷京子作; 谷百合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400 成為我的人!: 女執事之戀 水谷京子作; 谷百合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5417 成為我的人!: 女執事之戀 水谷京子作; 谷百合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5424 成為我的人!: 女執事之戀 水谷京子作; 谷百合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0055431 宅國度的打造方法。 橘あゆん作; LINGO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448 宅國度的打造方法。 橘あゆん作; LINGO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455 宅國度的打造方法。 橘あゆん作; LINGO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5462 宅國度的打造方法。 橘あゆん作; LINGO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0055479 宇宙少女侵略中! うおなてれぴん作; 雅伶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509 宇宙海盜留學生 佐久間智代作; 茹茂華譯 200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0055493 宇宙海盜留學生 佐久間智代作; 茹茂華譯 2008-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0055486 宇宙海盜留學生 佐久間智代作; 茹茂華譯 200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0055516 年下攻的對待法。 中田アキラ作; lingosou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523 年薪5億圓女孩 やなしろ雅作; 雅伶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9786260055530 成人思春期 萩森千聖作; 小庭譯 200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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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0058 姚瑞中: 犬儒共和國= Yao Jui Chung: Republic of Cynic(R.O.C.)游崴, 姚瑞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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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8152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18169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18176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三藏紗門實叉難陀譯 2021-03-00 平裝

9789869918190 大佛頂首楞嚴經 2021-04-00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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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世家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32

送存冊數共計：3909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藏文化



9789869334730 綻放的生命: 感恩上天給我如此美好的生命 包德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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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5471 奇蹟課程釋義: 正文行旅. 第二冊(第五章-第八章)= Journey through the text of a course in miracles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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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57769 森林裡的夢 凱倫.詹姆森(Karen Jameson)文; 馬克.布塔方(Marc Boutavant)圖; 黃筱茵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9057776 來聊聊繪本吧= 绘本のこと話そうかーー対談集長新太, 五味太郎等作; 松田素子編; 楊明綺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7783 方聞的中國藝術史九講 方聞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7790 藝術7鑰: 從現代到當代,解密20位大師的經典之作!= Seven keys to modern art西門.莫雷(Simon Morley)作; 胡孝哲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7806 當文創遇上法律: 智慧財產的運用 賴文智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57820 手作的日常: 播種人的手繪日記= 種まきびとの絵日記はるなつあきふゆ早川由美作; 小米呆翻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9057844 臂距之外: 行政法人博物館的觀察 黃心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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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3019 當時只道是尋常 馬維欣文; 25度圖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3026 天空是誰的家 Miryam文; 苗混混圖 2020-08-00 平裝

9789869783033 珍妮貓與七色花 Miryam文; 塔米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83040 未來,就蟄伏在每一個轉彎處 Meet文; Bing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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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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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3228 虛無之境 鄭海軍作 2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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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36934 智慧型復習講義化學. 指考篇 何雅修, 黃娟娟, 陳彥羽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016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課本. 第四冊 王怡芬, 林淑薰, 商瑈, 郭素妙, 黃文琪, 詹佳鑫, 蔣錦繡編撰委員; 何寄澎總諮詢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023 智慧型復習講義: 生物 莊偉民, 林志庭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030 週攻略學測複習講義: 物理 李捷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047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數學A 黃翊程, 何以恆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054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化學 曾錳, 洪嘉琳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061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地球科學 蔡曜陽, 李正心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108 開箱復習講義: 歷史 念青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4437139 開箱復習講義: 地理 彭佳偉, 湯凱齡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4437146 你都不會 陳虹伃圖.文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4437153 可愛的臉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160 妙妙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177 我的手我的腳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184 神祕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191 動物家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07 數學嬉遊記: 評量本 南一幼教幼小銜接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14 小小身體大祕密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21 動物好朋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38 動物寶貝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45 淘氣的雨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52 頑皮的風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69 熱情的太陽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76 生活嬉遊記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283 小瓢蟲愛唱歌 微笑先生文; 薛慧瑩, 陳佳蕙, 游佳惠, 黃祈嘉, 杜冠臻圖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574437290 小瓢蟲玩數學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杜冠臻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437306 小瓢蟲我最棒 Rose, 許麗萍文; 游佳惠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437313 小瓢蟲玩創意 星星文; 陳怡今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籬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9789574437320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A1

9789574437337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A2

9789574437344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A3

9789574437351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A4

9789574437375 洞洞樂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382 數學嬉遊記 南一幼教幼小銜接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399 ㄅㄆㄇ嬉遊記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405 ㄅㄆㄇ嬉遊記: 評量本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412 ㄅㄆㄇ嬉遊記: 閱讀本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443 ㄅㄆㄇ好朋友. 衝刺篇: 讀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429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生物 郭建君, 沈沐穎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436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數學B 黃翊程, 何以恆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450 ㄅㄆㄇ好朋友. 衝刺篇: 遊戲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474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C1

9789574437481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C2

9789574437498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C3

9789574437504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C4

9789574437528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E1

9789574437535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E2

9789574437542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E3

9789574437559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E4

9789574437573 生活頂呱呱 丁元真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580 ㄅㄆㄇ頂呱呱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597 數學頂呱呱 李香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603 數學頂呱呱: 評量本 李香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610 ㄅㄆㄇ頂呱呱: 評量本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627 ㄅㄆㄇ頂呱呱: 閱讀本 吳丹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641 小瓢蟲愛唱歌 微笑先生文; 游佳惠, 薛慧瑩, 黃祈嘉, 杜冠臻, 王書曼圖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574437658 小瓢蟲玩數學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杜冠臻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574437665 小瓢蟲我最棒 Rose文; 王秋香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437672 小瓢蟲玩創意 星星老師文; 陳怡今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437689 小蜜蜂音樂會. 1 微笑先生文; 王秋香, 薛慧瑩, 劉小屁, AUNT WU圖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696 小蜜蜂動動腦. 1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陳雅玲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719 小蜜蜂藝起玩. 1 星星老師文; 大宇人.小宇宙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726 小蜜蜂音樂會. 2 微笑先生文; Aunt Wu, 王書曼, 薛慧瑩, 杜冠臻, WaHa Huang圖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733 小蜜蜂動動腦. 2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顏銘儀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757 小蜜蜂藝起玩. 2 DR.77文; 大宇人.小雨宙圖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788 月考好試多: 數學. 4A 黃翊程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574437795 月考好試多: 數學. 4B 黃翊程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574437801 月考好試多: 國文. 4 高廣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574437825 123起步走數學課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832 123起步走數學評量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931 ㄅㄆㄇ起步走國語課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948 ㄅㄆㄇ起步走國語評量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955 動物寶貝(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962 ㄅㄆㄇ頂呱呱(教師手冊)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979 數學小子教師手冊. A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986 數學頂呱呱教師手冊 李香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7993 數學小子教師手冊. C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006 數學小子教師手冊. E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013 顏色萬花筒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29 工具小百貨教師手冊 許麗萍, 蒲公英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36 淘氣的雨滴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43 文字真奇妙教師手冊 徐月娥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150 臺灣小玩家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04 熱情的太陽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28 葉子王國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35 叭叭小汽車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42 玩布小超人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59 瓶罐小達人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66 紙張小高手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73 海洋探險隊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80 土裡的祕密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297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快樂學習本) 2018-02-00 平裝



9789574438303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遊戲學習本) 2018-02-00 平裝

9789574438310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創意學習本) 2018-02-00 平裝

9789574438327 奇奇的夏天: 快樂學習本 2018-02-00 平裝

9789574438389 奇奇的夏天(遊戲學習本) 2018-02-00 平裝

9789574438396 奇奇的夏天(創意學習本) 2018-02-00 平裝

9789574438402 動物狂歡節(遊戲學習本) 2018-06-00 平裝

9789574438419 動物狂歡節(創意學習本) 2018-06-00 平裝

9789574438426 動物狂歡節(快樂學習本) 2018-06-00 平裝

9789574438433 花生什麼事?(遊戲學習本) 2018-06-00 平裝

9789574438440 花生什麼事?(快樂學習本) 2018-06-00 平裝

9789574438457 花生什麼事?(創意學習本) 2018-06-00 平裝

9789574438464 查理長大了(快樂學習本) 2019-02-00 平裝

9789574438471 查理長大了(創意學習本) 2019-02-00 平裝

9789574438488 查理長大了(遊戲學習本) 2019-02-00 平裝

9789574438495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遊戲學習本) 2019-03-00 平裝

9789574438501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創意學習本) 2019-03-00 平裝

9789574438518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快樂學習本) 2019-03-00 平裝

9789574438525 美好動物園(快樂學習本) 2019-02-00 平裝

9789574438532 美好動物園(遊戲學習本) 2019-02-00 平裝

9789574438549 美好動物園(創意學習本) 2019-02-00 平裝

9789574438556 地底妙世界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563 小小觀察家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570 圖案點點名教師手冊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587 小手玩雕塑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594 寶貝愛大樹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00 恐龍當家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17 寶貝愛地球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24 妙妙窗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31 歡喜慶團圓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48 歡喜過新年教師手冊 黃淑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55 世界真奇妙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62 歡喜去拜年教師手冊 黃淑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79 魔法橋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86 動物好朋友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693 植物好幫手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09 嘟嘟的特別乘客教師手冊 徐月娥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16 是誰畫的?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23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30 奇奇的夏天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47 妙妙管教師手冊 Latte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54 頑皮的風教師手冊 安平人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61 元氣運動會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78 水果樂園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 Debby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85 生活小管家教師手冊 蕭淑玲, Debby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792 洞洞樂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繪本花園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808 花生什麼事?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815 小小身體大祕密教師手冊 黃淑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839 可愛的臉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822 蘿蔔去哪裡(遊戲學習本) 2019-03-00 平裝

9789574438846 蘿蔔去哪裡(快樂學習本) 2019-03-00 平裝

9789574438853 我的手我的腳教師手冊 顏怡欣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860 神祕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877 蘿蔔去哪裡(創意學習本) 2019-03-00 平裝

9789574438884 動物家族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891 天空大發現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907 聲音叮叮噹教師手冊 安平人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914 美味粉派對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921 動物狂歡節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574438938 節奏踢踢踏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945 好玩粉樂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952 巴布的探險(快樂學習本) 2019-09-00 平裝

9789574438969 巴布的探險(遊戲學習本) 2019-09-00 平裝

9789574438976 童玩百寶箱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8983 巴布的探險(創意學習本) 2019-09-00 平裝



9789574438990 玩具總動員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003 音樂DO RE MI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010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快樂學習本) 2019-09-00 平裝

9789574439027 查理長大了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574439034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遊戲學習本) 2019-09-00 平裝

9789574439041 神奇粉魔術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058 玩具同樂會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065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創意學習本) 2019-09-00 平裝

9789574439072 冠軍運動王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096 是誰住在裡面呀?(創意學習本) 2020-03-00 平裝

9789574439089 美好動物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102 我愛臺灣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119 是誰住在裡面呀?(遊戲學習本) 2020-03-00 平裝

9789574439126 瓜果家族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133 是誰住在裡面呀?(快樂學習本) 2020-03-00 平裝

9789574439140 種子奇兵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157 創意捏捏樂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164 早安動物園(探索遊戲書) 2020-03-00 平裝

9789574439171 一起瘋臺灣 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188 神奇妙妙畫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195 快樂玩蓋印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01 就是愛拼貼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18 繽紛花園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 星星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25 動物服裝秀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32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574439249 動物高手教師手冊 吳霈懃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56 米多羊說故事教師手冊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63 比格熊演故事教師手冊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70 符號躲貓貓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87 我們這一家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294 是誰住在裡面呀?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的繪本花園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574439300 早安動物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17 禮物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24 數學嬉遊記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幼小銜接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31 陪我玩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48 文字真奇妙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55 符號躲貓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62 圖案點點名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79 元氣運動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86 冠軍運動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393 ㄅㄆㄇ好朋友. 聲符暖身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游佳惠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09 ㄅㄆㄇ好朋友. 韻符暖身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吳雅玲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16 ㄅㄆㄇ好朋友. 預備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杜冠臻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23 ㄅㄆㄇ好朋友. 起跑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杜冠臻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30 ㄅㄆㄇ好朋友. 超越篇 陳梅英,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鍾佳吟插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47 ㄅㄆㄇ嬉遊記教師手冊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54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起跑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61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預備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78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聲符暖身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85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韻符暖身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492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超越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508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衝刺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690 陪我玩(探索遊戲書) 2020-09-00 平裝

9789574439706 禮物(快樂學習本) 2021-02-00 平裝

9789574439713 禮物(創意學習本) 2021-02-00 平裝

9789574439720 禮物(遊戲學習本) 2021-02-00 平裝

9789574439737 巴布的探險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744 貝比兔聽故事教師手冊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751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768 小小運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775 嘟嘟小火車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782 我的麻吉朋友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799 SUPER小學教師手冊 安平人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05 SUPER好朋友教師手冊 吳霈懃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12 我是SUPERMAN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29 寶貝愛大海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36 自然大驚奇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43 快樂屋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50 植物小玩家教師手冊 Dr.77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67 海洋大鯨奇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74 魚兒嘉年華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81 星球大冒險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繪本花園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898 地底大冒險教師手冊 Latte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04 小小運動員教師手冊 星星老師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11 陽光菜園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 蒲公英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35 陸海空點點名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42 翻滾寶貝教師手冊 Latte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59 彈跳奇兵教師手冊 星星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66 遊戲小子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繪本花園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73 嘟嘟的特別乘客(快樂學習本)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80 嘟嘟的特別乘客(遊戲學習本)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439997 嘟嘟的特別乘客(創意學習本)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05 是誰畫的?(快樂學習本)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12 是誰畫的?(遊戲學習本)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29 是誰畫的?(創意學習本)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36 ㄅㄆㄇ起步走國語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43 貝比兔聽故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50 米多羊說故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67 比格熊演故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74 世界真奇妙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81 瓜果家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098 我的麻吉朋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04 瓶罐小達人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11 葉子王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28 種子奇兵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35 童玩百寶箱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42 一起瘋臺灣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59 動物服裝秀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66 臺灣小玩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73 自然大驚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80 快樂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197 植物小玩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03 植物好幫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10 寶貝愛地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27 小手玩雕塑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34 好玩粉樂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41 寶貝愛大樹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58 土裡的祕密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65 地底妙世界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72 叭叭小汽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89 嘟嘟小火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296 陸海空點點名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02 翻滾寶貝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19 彈跳奇兵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26 歡喜去拜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33 遊戲小子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40 蘿蔔去哪裡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57 EZ-Go復習講義. 物理 方文宗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300364 EZ-Go復習講義. 化學 彭愷恩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300371 妙妙窗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88 玩布小超人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395 紙張小高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01 玩具總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18 星球大冒險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25 Super好朋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32 歡喜慶團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49 Super小學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56 玩具同樂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63 神奇粉魔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70 美味粉派對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87 我們這一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494 魚兒嘉年華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00 地底大冒險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17 我是Superman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24 恐龍當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31 海洋大鯨奇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48 海洋探險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55 我愛臺灣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62 動物高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79 天空大發現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86 寶貝愛大海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593 就是愛拼貼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09 快樂玩蓋印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16 音樂Do Re Mi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23 神奇妙妙畫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30 創意捏捏樂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47 節奏踢踢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54 聲音叮叮噹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61 智慧型復習講義. 數學A 吳泓誼, 吳泓修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300678 EZ-Go復習講義. 地球科學 潘建熾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85 顏色萬花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692 智慧型復習講義. 化學 陳彥羽, 黃娟娟, 何雅修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300708 EZ-Go復習講義. 生物 黃世瑛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722 繽紛花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739 水果樂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746 工具小百貨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753 生活小管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760 家電總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777 陽光菜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0807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運算黃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9789865300784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運算黃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0791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運算黃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0845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創新紫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9789865300821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創新紫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0838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創新紫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0883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思考綠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9789865300869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思考綠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0876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思考綠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0920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開發藍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9789865300906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開發藍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0913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開發藍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0968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探索紅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9789865300944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探索紅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0951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探索紅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1002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推理橙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9789865300982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推理橙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0999 STEAM KIDS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推理橙 日本Artec株式會社及臺灣樂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1026 小小觀察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033 魔法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040 歡喜過新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064 開箱復習講義. 歷史 念青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088 開箱復習講義. 地理 彭佳偉, 湯凱齡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095 學測勝利組. 歷史 楊素娟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101 學測勝利組. 公民與社會 陳信豪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118 透視學測. 公民與社會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25 透視學測. 歷史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32 熱鬧一夏教師手冊 TATA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49 清涼一夏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56 趣味一夏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63 清涼一夏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70 熱鬧一夏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87 趣味一夏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194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公民與社會 李嘉月, 張哲倫, 紫鈴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301200 透視學測. 國文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217 透視學測. 地理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224 透視學測. 物理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231 透視學測. 化學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248 透視學測. 生物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255 透視學測. 地球科學 各校名師聯合解題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309 透視學測. 數學A+B 吳泓誼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323 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 歷史 羅門, 莊思琴, 曾翊宸, 林宜萱, 楊智雯, 朱茂欣, 蔡宗憲, 林家儀, 蔡秉恆編著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330 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 地理 王靖茹, 于惠, 藍冠麟, 莊則威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347 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 公民與社會 劉彥廷, 楊博安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385 超能力復習講義. 歷史 朱詩堯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301392 超能力復習講義. 地理 盧昕彤, 李葶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301408 學測勝利組. 地理 洪敏勝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538 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 物理 高銘宏, 周柏遠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545 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 化學 江選毅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569 週衝刺學測模擬題本. 地球科學 傅志強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1606 國小新超群自修國語. 1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其他

9789865301613 國小新超群自修國語. 2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20 國小新超群國語自修. 3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37 國小國語新超群自修. 4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44 國小新超群國語自修. 5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51 國小新超群國語自修. 6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68 國小新超群自修數學. 1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75 國小新超群自修數學. 2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82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3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699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4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705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5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712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6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1729 國小新超群自修國語. 1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其他

9789865301736 國小新超群自修國語. 2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743 國小國語新超群自修. 3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750 國小新超群國語自修. 4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767 國小新超群國語自修. 5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774 國小新超群國語自修. 6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781 國小新超群自修數學 .1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798 國小新超群自修數學. 2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804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3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811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4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828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5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835 國小新超群數學自修. 6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1842 寫作小行家. 中年級 張嘉閔, 陳晏汝, 許毓云, 顧宜婷, 廖羽屏, 戴保貴編著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1859 寫作小行家. 中年級 張嘉閔, 陳晏汝, 許毓云, 顧宜婷, 廖羽屏, 戴保貴編著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1866 寫作小行家. 中年級 楊秀然, 石有男, 許毓云, 顧宜婷, 林淑珍, 陳燕兒編著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1873 寫作小行家. 中年級 楊秀然, 石有男, 許毓云, 顧宜婷, 林淑珍, 陳燕兒編著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1880 寫作小行家. 高年級 楊秀然, 石有男, 張嘉閔, 廖羽屏, 戴保貴, 陳燕兒編著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1897 寫作小行家. 高年級 楊秀然, 石有男, 張嘉閔, 廖羽屏, 戴保貴, 陳燕兒編著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1903 寫作小行家. 高年級 楊秀然, 石有男, 林淑珍, 廖羽屏, 戴保貴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1910 寫作小行家. 高年級 楊秀然, 石有男, 林淑珍, 廖羽屏, 戴保貴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1927 成語小行家. 低年級 許瑞文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1934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1上 林俊呈, 林家榛, 胡芷寧, 許智翔, 劉婉柔, 劉筱薇編撰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941 成語小行家. 中年級 楊秀然, 戴保貴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1958 成語小行家. 中年級 楊秀然, 戴保貴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1965 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 1下 周家卉, 陳立庭, 董怡松, 廖昭彥, 蔡勝安, 謝其杰編撰; 張玉山, 王子華主編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972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資訊科技. 2下 江天瑋, 林德圭, 吳佩珊編撰; 李啟龍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989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2上 林俊呈, 胡芷寧, 許智翔, 許元耕, 陳建文, 劉婉柔, 劉筱薇編撰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1996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資訊科技. 1下 董怡松, 廖昭彥, 謝其杰編撰; 王子華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009 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 .2下 江天瑋, 周家卉, 林德圭, 吳佩珊,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李啟龍, 張玉山主編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016 國民中學科技課本. 1下 周家卉, 陳立庭, 董怡松, 廖昭彥, 蔡勝安, 謝其杰編撰; 張玉山, 王子華主編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023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生活科技. 1上 周家卉,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張玉山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030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資訊科技. 1上 董怡松, 廖昭彥, 謝其杰編撰; 王子華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047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資訊科技. 2上 江天瑋, 林德圭, 吳佩珊編撰; 李啟龍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054 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 2上 江天瑋, 周家卉, 林德圭, 吳佩珊,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李啟龍, 張玉山主編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078 成語小行家. 中年級 廖羽屏, 廖慧綺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2085 成語小行家. 中年級 廖羽屏, 廖慧綺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2061 國民中學科技課本. 1上 周家卉, 陳立庭, 董怡松, 廖昭彥, 蔡勝安, 謝其杰編撰; 張玉山, 王子華主編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108 成語小行家. 高年級 陳英任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2115 成語小行家. 高年級 陳英任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2092 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 1上 周家卉, 陳立庭, 董怡松, 廖昭彥, 蔡勝安, 謝其杰編撰; 張玉山, 王子華主編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122 國民中學科技課本. 2上 江天瑋, 周家卉, 林德圭, 吳佩珊,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 李啟龍, 張玉山主編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139 國民中學科技課本. 2下 江天瑋, 周家卉, 林德圭, 吳佩珊, 陳立庭, 蔡勝安編撰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146 成語小行家. 高年級 石有男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2153 成語小行家. 高年級 石有男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2160 閱讀小行家. 低年級 黃維民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2177 閱讀小行家. 低年級 李麗玄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2184 閱讀小行家. 低年級 李麗玄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2191 閱讀小行家. 中年級 李翠玲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2207 閱讀小行家. 中年級 李翠玲, 李純慧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2214 閱讀小行家. 中年級 陳靜宜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2221 閱讀小行家. 中年級 陳靜宜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2238 閱讀小行家. 高年級 吳丹寧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2245 閱讀小行家. 高年級 許展榮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302252 閱讀小行家. 高年級 許展榮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2269 閱讀小行家. 高年級 許展榮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2276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1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283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2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290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3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06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4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13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5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20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6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37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1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44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2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51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3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68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4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75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5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82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6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399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生活. 1下 南一生活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405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生活. 2下 南一生活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412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生活科技. 1下 張玉山主編; 周家卉, 陳立庭, 蔡勝安編輯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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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02436 國民中學科技教師手冊: 生活科技. 2下 張玉山主編; 周家卉, 陳立庭, 蔡勝安編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2443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3下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450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下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467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下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474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下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481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社會. 3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498 國小新超群社會學習成就評量. 4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04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社會. 5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11 國小新超群社會學習成就評量. 6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28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3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35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4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42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5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59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6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66 國小新超群自修生活. 1上 南一生活課程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573 國小新超群自修生活. 2上 南一生活課程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580 國小新超群自修生活. 1下 南一生活課程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597 國小新超群自修生活. 2下 南一生活課程國小課程研發中心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603 國小新超群自修自然與生活科技. 3上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610 國小新超群自修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上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627 國小新超群自修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上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634 國小新超群自修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上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641 國小新超群自修自然與生活科技. 3下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658 國小新超群自修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下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665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新超群自修. 5下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672 國小新超群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 6下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689 國小社會新超群自修. 3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696 國小社會新超群自修. 4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702 國小社會新超群自修. 5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719 國小社會新超群自修. 6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726 社會新超群國小自修. 3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733 國小社會新超群自修. 4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740 國小社會新超群自修. 5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757 國小社會新超群自修. 6下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5302764 國小數學精熟計算. 1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771 國小數學精熟計算. 2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788 國小數學精熟計算. 3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795 國小數學精熟計算. 4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01 國小數學精熟計算. 5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18 國小數學精熟計算. 6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25 國小數學進階應用. 3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32 國小數學進階應用. 4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49 國小數學進階應用. 5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56 國小數學進階應用. 6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63 國小主題式數學練功房. 3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70 國小主題式數學練功房. 4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87 國小主題式數學練功房. 5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894 國小主題式數學練功房. 6年級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900 閱讀小當家. 低年級 林怡君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302917 閱讀小當家. 低年級 林佳錚編著 2020-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2924 閱讀小當家. 低年級 林佳錚編著 2020-10-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302931 國小國語升私中資優班入學祕笈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948 新超群國小數學升私中資優班入學祕笈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955 新超群國小升私中資優班入學模擬題本 南一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4-00 平裝

9789865302962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3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979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4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986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5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2993 國小數學點線面評量講義. 6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06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1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13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2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20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3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37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4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44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5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51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國語. 6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68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1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75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2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82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3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099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4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05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5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12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數學. 6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29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生活. 1上 南一生活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36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生活. 2上 南一生活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43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3上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50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上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67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上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74 國小新超群學習成就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上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81 國小新超群社會學習成就評量. 3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198 國小新超群社會學習成就評量. 4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204 國小新超群社會學習成就評量. 5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211 國小新超群社會學習成就評量. 6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5303228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國文 李雅, 林如月, 紀祝華, 吳雅清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235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英語 李婕妤, 黃懷萱, 曹珮綺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242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數學 李奇士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259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自然 梅寇芬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266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社會 吳正宇, 李鎮獻, 季鳳英, 洪道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273 國中段考王國文 丁美仁, 陳韋伸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280 國中段考王英語 John Chen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297 國中段考王數學 林毅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03 國中段考王自然 李明憲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10 國中段考王歷史 李允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27 國中段考王地理 陳佑婷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34 國中段考王公民 王力平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41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國文 林香吟, 高珮軒, 李志偉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58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英語 梁玲瑜, 邱鈺傑, 陳伶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65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數學 張喬閔, 陳東崙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72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自然 楊宜蓁, 楊子萱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89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國文 張耿豪, 林香吟, 郭力瑜, 呂雅雯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396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英語 黃慧婷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402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數學 陳志鴻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419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自然 王捷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426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歷史 黃嘉熏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433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地理 林佳瑩, 林矩仰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440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公民 姚仁傑編著 2020-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303457 國中英語聽力王 黃昕編著 2020-06-00 其他 第3冊

9789865303518 高中超群PLUS+歷史. 三 念青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25 高中超群PLUS+地理. 三 蔡玉琴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32 高中超群PLUS+公民與社會. 三 廖翠雰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49 高中月考好試多數學A. 三 黃翊程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56 高中月考好試多數學B. 三 黃翊程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63 高中月考好試多歷史. 三 張哲倫, 林宏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70 高中月考好試多地理. 三 紫鈴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87 高中月考好試多公民與社會. 三 李嘉月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594 高中多元選修教材公民與社會-創遊課 周維毅, 張仕麟, 黃子祐, 蔡禎恩, 鄧俐俐, 蘇苑瑜, 蘇健倫編著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600 高中多元選修教材公民與社會-綠上癮 蔡禎恩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617 高中多元選修教材數學-動手玩數學 洪明譽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624 高中多元選修教材生物-進擊的實驗課 蔡任圃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631 移動與變遷: 人與物交錯下的歷史 王傳勝責任編輯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648 學生如何製作P 莊惠婷責任編輯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655 我愛單字酷. 初級 李家順, 何玉柳,呂錫堂,吳傳照,張淑芬,簡加怡編著2020-03-00 其他

9789865303662 我愛單字酷. 中級 李家順, 何玉柳, 呂錫堂, 吳傳照, 張淑芬, 簡加怡編著2020-03-00 其他

9789865303679 我愛單字酷. 高級 李家順, 何玉柳, 呂錫堂, 張淑芬, 簡加怡編著 2020-03-00 其他

9789865303686 第一次寫素養試題就上手.社會考科 侯惠澤, 蘇健倫, 侯國健, 曹瑋珊, 陳聖芳, 劉彥廷, 蘇苑瑜編輯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693 大考趨勢閱讀素養攻略. 物理科 黃詩翔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709 大考趨勢閱讀素養攻略. 化學科 姚月雲, 彭愷恩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716 大考趨勢閱讀素養攻略. 生物科 許世賢, 莊博雅, 陳雅琦, 陳慧君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723 大考趨勢閱讀素養攻略. 地球科學 鄭可萱編著 2020-03-00 平裝

9789865303730 高中月考好試多國文. 三 高廣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747 高中國文即救站 王偉力, 廖悅琳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754 高中國文超析力 王偉力, 廖悅琳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761 高中國文快易門(致勝先師版) 王偉力, 廖悅琳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778 高中國文8分鐘閱讀即戰 林士敦編著 2020-05-00 平裝

9789865303792 純粹。國寫力: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宋怡慧, 黃琇苓作 2020-03-00 再版 平裝

9789865303808 國寫其實很簡單課議練習 周筱葳, 柯恩琪, 莊佩媛, 歐雅淳, 鮑可軒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03815 學測4568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編. 英文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303853 學測英文週攻略 宋承豪, 雷雅帆, 王昱閔編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3860 學測4568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編. 國文科(國綜、國寫)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3877 學測4568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編. 數學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3884 學測4568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編. 自然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3891 學測4568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編. 社會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304133 快速得分攻略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 2020-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306106 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 國小中年級課程. 2李永貞, 陳愫儀, 陳人豪編著 2021-08-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4916 老化與阿茲海默症 侯婷譯, 張鴻議, 蘇益仁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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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6848 我在人間的靈界事件簿(大開本新裝版): 最叛逆的靈界調查員,最生猛犀利的靈修祕辛宇色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76862 只用10%的薪水,讓全世界的財富都聽你的= The richest man in Babylon喬治.山繆.克雷森(George Samuel Clason)著; 鄧捷文譯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76879 魔藥調製聖典與現代應用指南 史考特.康寧罕(Scott Cunningham)著; 張家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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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53

送存冊數共計：588

美力齡生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9789860615708 通往人間之路: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一, 時代的牢陳列, 楊逵, 葉石濤, 柏楊, 莫那能, 陳政子, 伐依絲.牟固那那, 鄭新民, 張光直, 楊牧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715 通往人間之路: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二, 地下黨藍博洲, 林書揚, 黃素貞, 陳明忠, 吳聲潤, 陳英泰, 林易澄, 葉怡君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722 通往人間之路: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三, 女神龍季季, 唐香燕, 陳勤, 藍博洲, 王培五, 蔡烈光, 吳俊宏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739 通往人間之路: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四, 巨靈蔡德本, 施儒昌, 顏世鴻, 林傳凱, 吳易叡, 謝聰敏, 廖建華, 李世傑, 高麗娟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746 通往人間之路: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五, 由島至島劉宏文, 胡子丹, 周志文, 杜晉軒, 郭于珂, 鄭鴻生, 陳榮顯, 彭明敏, 唐培禮, 謝聰敏, 高金郎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777 政治檔案會說話 陳進金, 陳翠蓮, 吳俊瑩, 蘇慶軒, 林正慧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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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0702 農曆七月的那些小事. 2我的鄰居有陰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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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5490 Cotton Life玩布生活. No.34: 多功能兩用袋中袋x夏日休閒下著x小學生通學布雜貨Cotton Life編輯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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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85618 漢聲精選世界兒童數學叢書. 第二輯 大衛.愛德樂(David A. Adler)等作; 漢聲雜誌社譯 2020-08-00 精裝 全套

9789575881399 大家來切派 羅伯特⋅福曼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七冊

9789575881405 直線丶平行線丶垂直線 曼尼斯⋅凱洛許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八冊

9789575881412 圓 敏黛和哈利⋅斯多摩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九冊

9789575881429 葛小大的一生 麥爾康⋅衛斯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十冊

9789575881443 看圖學數理 曼尼斯⋅凱洛許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十二冊

9789575881450 古羅馬人的數字 大衛⋅愛德樂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十三冊

9789575881481 長短,高矮和寬窄 詹姆斯⋅費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十六冊

9789575881504 猜一猜,算一算 查理斯⋅林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十八冊

9789575881597 多多少少談測量 富蘭克林⋅伯蘭利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二十七冊

9789575881726 一人丶兩人玩的數學遊戲 曼尼斯⋅凱洛許文; 漢聲雜誌社譯 1990-10-00 五版 精裝 第四十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3901 史詩與絕歌: 以藝術為途徑的日治台灣文史探索: 陳飛豪作品. 2013-2020= Epic and elegy: an art-based exploration on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Japan-ruled Taiwan: selected works by Chen,Fei-hao. 2013-2020陳飛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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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1588 煞死驚魂九十天: 蓬萊醫療史上遭受淘天海嘯襲擊的小說故事神田健司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791595 Immune milk: a histor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Robert Charles Stohrer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7301 免疫乳: 科學探索之旅 Robert Charles Stohrer作; 海蓮翻譯團隊翻譯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7318 免疫乳: 科学探索之旅 Robert Clarles Stohrer作; 海莲翻译团队翻译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7325 和你一起看世界: 十七歲的我眼中的世界 許逸羚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87332 太極拳發微 邱得勝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9987349 旁通的道與雙智慧 許炳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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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6270 千古風流人物 卜一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26287 帶本哲學書上街去 好青年荼毒室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26294 多彩經濟路 楊雅惠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573003 那些年,那些事 鍾春蘭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5573065 當遠方近在咫尺時: 歐華作協30周年紀念文集歐洲華文作家協會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5573089 六筋經點穴療法 邱谹益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573096 在線等!: 當代互動文化與科技社會觀察集 葛如鈞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5573119 書及妳 佚凡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73126 天地任遨遊: 捕捉台灣幸福元素 阡陌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73157 騎在魚背離去: 出埃及記十故事 武陵驛著 2021-04-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致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風月襟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天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陌上商行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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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0321 快樂錢商= 一瞬で人生を変える お金の秘密 happy money本田健著; 張婷婷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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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44837 認識主: 初信造就課程 朴鍾珊作 201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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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0802 生成式敘畫: 21世紀的社會藝術= Generative scribing: a social art of the 21st century凱葳.博德(Kelvy Bird)作; 李藝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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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207070 最後56天, 最想跟爸媽一起做的46件事 春光編輯室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3136 塵埃與灰燼= From sand and ash 艾米.哈蒙著; 林小綠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3167 九宮奇門: 做決策.卜運勢.看風水.催桃花,人人都可用奇門遁甲助自己心想事成子奇老師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3198 光影華爾滋: 每部電影,都是一支擁抱內心的迴旋舞Kristin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3228 上古 星零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543235 上古 星零作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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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92629 誰說殺手不可以談戀愛 摸西摸西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36 牙醫偵探: 網紅迷蹤 海盜船上的花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50 雨夜送葬曲 林斯諺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67 任俠行 東南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74 徐徐你朝我走來 暖暖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81 緝毒犬與檢疫貓 沙承橦.克狼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6992698 反派的戀愛之路 陌穎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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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50955 被強暴以後 洛玥淺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181 飛來橫犬 巫哲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051235 鬼知道我經歷什麼 莫晨歡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051259 裝乖 奶黃菠蘿包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310 爆彈的露露西亞. 1, 來自深淵的奏鳴曲 雷明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464 網配之倒數歸零 接骨木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471 老實人 一雁不成夏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51488 老實人 一雁不成夏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51525 梔子花開(橫版) 哈哈馬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532 星臨之基友倒貼手冊(橫版) 月佩環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549 獄王(橫版) 一個神經病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556 愛情缺失(橫版) 洛玥淺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563 最後的守衛 Priest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051594 沉湎 小狐狸的大寶貝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600 解鎖黑貓的108式 夜行喵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51617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 異世界冒險篇 黑暗之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051679 親愛的,請標記我吧 洛玥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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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3128 專業音響工程技術現場電聲建立指南: 現場混音吳榮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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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軍式風格多媒體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音匠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耶民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拾田創意



9789869830737 光輝記憶: 草綠國軍映像記實 吳尚融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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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7923 機師姐姐和貓妖怪的奇幻飛行= Captain Helen, kitty monsters and their fantasy journey極光尋寶隊作; 詹波繪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07930 台中樂多多 Family L'Homme作; 小莊繪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07947 台大兒童醫院多多書: 守護孩子健康的奇幻樂園=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wimmelbook財團法人台大兒童健康基金會著; 孫心瑜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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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7526 收集貓咪= Collecting cats 羅娜.史高比(Lorna Scobie)文.圖; 黃筱茵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564 誰吞了史丹利= Somebody swallowed Stanley 莎拉.蘿柏茲(Sarah Roberts)文; 漢娜.佩克(Hannah Peck)圖; 黃筱茵譯2021-03-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571 蘇莉的魔髮= Hair love Matthew A. Cherry文; Vashti Harrison圖; 海狗房東譯2021-03-00 1版 精裝

9789865517588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1, 交通工具= Awesome engineering: trains,planes and ships莎莉.史普雷文; 馬克.呂弗福爾圖; 金瑄桓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595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2, 摩天大樓= Awesome engineering: skyscrapers莎莉.史普雷文; 馬克.呂弗福爾圖; 金瑄桓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632 小茱蒂掉牙齒= Little Judy loses a tooth 南西.派倫特文; 薇薇安.吳圖; 黃筱茵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649 小茱蒂的生日禮物= Little Judy and the gift of kindness南西.派倫特文; 薇薇安.吳圖; 黃筱茵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656 小茱蒂騎腳踏車= Little Judy learns something new南西.派倫特文; 薇薇安.吳圖; 黃筱茵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687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3, 遊樂設施= Awesome engineering: fairground rides莎莉.史普雷文; 馬克.呂弗福爾圖; 金瑄桓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694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4, 世界橋梁= Awesome engineering：bridges莎莉.史普雷文; 馬克.呂弗福爾圖; 金瑄桓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700 才沒這回事呢!= とんでもない 鈴木典丈文.圖; 黃惠綺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717 睡覺時間到了!= ねるじかん 鈴木典丈文.圖; 黃惠綺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731 雪寶愛野餐= Olaf loves a picnic! 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7779 我的夢想車= 꿈의 자동차 河亞成文.圖; 簡郁璇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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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81434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言錄 渡航原作; 佳月玲矛漫畫; 平川遊佐譯 2019-11-00 1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1085470 沒有名字的人: 七路迷宮 FOXFOXBEE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85487 一品仵作 鳳今作 202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85494 一品仵作 鳳今作 202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2065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第1冊

9789571092072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第2冊

9789571092089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第3冊

9789571092096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第4冊

9789571092102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第5冊

9789571092119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第6冊

9789571092126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1版 精裝 第7冊

9789571092638 手機也能活用的人像打光技法: 「光之魔術師」伊爾科的(離機閃燈)攝影教學書伊爾科.亞歷山卓夫作; 林克鴻譯 2020-1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829 回憶與誤解 金凱瑞作; 甘鎮隴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2867 我才不會呼喊愛情 倫敦巴里子作; Shion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874 小雞要來談戀愛嗎? 佐倉リコ作; USAGI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2881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2021-01-00 1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1093239 30歲之後的coming out 夏原サイケ作; 熊次郎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253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練到LV MAX森田季節原作; シバユウスケ漫畫; K.T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1093291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 田畑由秋, 大熊由護作; 林武三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2冊

9789571093307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 田畑由秋, 大熊由護作; 林武三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13冊

9789571093314 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 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2021-02-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1093369 半澤喵樹 池井戸潤原作; 篠丸のど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3376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1冊

9789571093383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2冊

9789571093390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3冊

9789571093406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4冊

9789571093413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5冊

9789571093420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6冊

9789571093437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7冊

9789571093444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8冊

9789571093451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9冊

9789571093468 潮與虎(完全版)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20冊

9789571093499 異形= Alien 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作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505 異形. 2= Aliens 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 2021-03-00 1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飛行船文化教育



9789571093512 異形. 3= Alien³ 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529 偵探已經,死了。 二語十作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3550 永遠的第一名 結果娛樂作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673 永遠的第一名: WBL第一部 羽宸寰小說作者; 林珮瑜原著編劇 2021-02-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475 總之就是很可愛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2冊

9789571093680 空母伊吹 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3697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9冊

9789571093703 半澤直樹(漫畫版) 池井戸潤原作; フジモトシゲキ漫畫; 黃娟芳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3727 異形= Alien 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作 2021-03-00 1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093734 跟著Jijii老頭露營去,Life is Camp在大自然中享受野炊與DIY的寫意人生winpy-jijii作; 林克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3741 熱源 川越宗一作; HANA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3758 宵物語 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3765 輸不起: 13 GAME 日高由香作; UII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1093772 對不起 日高由香作; 羅愷旻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1093789 當我們TSUM TSUM在一起= いつもツムツムと。Shirotaシロ太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3796 重返查令十字路84號 海蓮.漢芙作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802 我念你如初 顧西爵作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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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3826 君戀. 學生篇 カシオ, 仔縞楽々, 束原さき, WELL DONE山田, 高木ユーナ, Maria, 如月あい, 茶澀たむ, 貓野まりこ, 栗戶なつ, 阿部はちた作; 貝貝譯2021-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3833 我所想像的激色轉生豔遇才不是這樣 都みめこ作; H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840 spilt milk: 濆濺的乳汁 dotsuco作; 田心宇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871 動物方城市: 超級動物: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2里科.葛林(Rico Green)作;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插畫; 朱崇旻翻譯2021-03-00 1版 精裝

9789571093888 冰雪奇緣. 2: 雪寶愛讀書: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2約翰.愛德華斯(John Edwards)作;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插畫; 洪琇菁翻譯2021-03-00 1版 精裝

9789571093918 你的碰觸帶來遠方風鈴輕響 早寢電灯作; 田心宇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3932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1094397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1093949 潮與虎(完全版): BOX2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093994 救了遇到痴漢的S級美少女才發現是鄰座的青梅竹馬謙之字作; 許昆暉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4007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耘希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12冊

9789571094014 雖然店長少根筋 早見和真作; 洪于琇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4021 旅行的形狀: 影像札記 陳浪作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4069 Instant/Film: 周信佐寫真 周信佐, 曾崇倫作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4229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作; 堤風譯 2021-03-00 1版 平裝 第17冊

9789571094236 第二名的逆襲: WBL第二部 羽宸寰小說作者; 林珮瑜原著編劇 2021-03-00 1版 平裝

9789571094359 有貓的日常 ふじひと作; Shion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4373 哥布林殺手外傳: 第一年 蝸牛くも原作; 榮田健人作畫; 平川遊佐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109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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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4410 可可夜總會: 米高的音樂(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3)麗茲.里維拉(Liz Rivera)作;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插畫; 廖鑫翻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4427 靈魂急轉彎: 尋找人生(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3)娜塔莎.布查德(Natasha Bouchar)作者;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插畫; 廖鑫翻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4434 複身犯電影設定集 犢影制作電影有限公司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4489 天獄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9冊

9789571094496 在昨日的春天等待你 八目迷作; AKI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4502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anthology. 1: 雪乃side渡航作; Runoka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4687 迷路班比寫真集: 情迷義大利 迷路班比, 達文西作 2018-04-00 其他

9789571094694 轉角浴見伊梓帆數位寫真書(牛奶裸湯版) 伊梓帆作 2017-08-00 其他

9789571094700 轉角浴見伊梓帆數位寫真書(夏日和風版) 伊梓帆作 2017-08-00 其他

9789571094717 轉角浴見伊梓帆數位寫真書(萌力喵咪版) 伊梓帆作 2017-08-00 其他

9789571094748 Only You唯有你: 方唯真個人數位寫真(艷麗版)方唯真, 黑麵作 2017-12-00 其他

9789571094755 Only You唯有你: 方唯真個人數位寫真(俏皮版)方唯真, 黑麵作 2017-12-00 其他

9789571094830 王子殿下結業中 貓子, 夜襲作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847 秋色系列一.在那之前 伊芙, 鈴木先生作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854 王子殿下修業中 貓子, 夜襲作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878 冰色太陽花 冬彌, 司空若雲作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885 王子殿下開業中 貓子, 夜襲作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908 73/1095 冬彌, Lasi作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915 秋色系列二+三合集 伊芙作 2017-07-00 其他

9789571094922 下班後 禪狐, 侃子作 2017-09-00 其他

9789571094939 血色封鎖線. I. 上 M.貓子, 巴拉圭毛虫chi作 2017-09-00 其他

9789571094946 血色封鎖線. I. 番外 M.貓子, 巴拉圭毛虫chi作 2017-09-00 其他

9789571094960 河童先生 禪狐, 原若森作 2017-09-00 其他

9789571094977 血色封鎖線. II. 番外 M.貓子, 巴拉圭毛虫chi作 2017-10-00 其他

9789571094991 血色封鎖線. II. 下 M.貓子, 巴拉圭毛虫chi作 2017-10-00 其他

9789571095004 血色封鎖線. II. 上 M.貓子, 巴拉圭毛虫chi作 2017-10-00 其他

9789571095011 血色封鎖線. II. 中 M.貓子, 巴拉圭毛虫chi作 2017-10-00 其他



9789571095042 思春期未滿: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集 艾迪作 2018-06-00 其他

9789571095059 如影隨形: Lulu張鳳如數位寫真書 Lulu張鳳如作 2018-08-00 其他

9789571095066 元來有你+: 吳元元數位寫真書(白天版) 吳元元, 莉奈作 2018-09-00 其他

9789571095073 天天和你在苡起: 巫苡萱寫真書(數位版) 巫苡萱, 莉奈作 2018-10-00 其他

9789571095097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3 艾迪作 2019-04-00 其他

9789571095103 一起上課吧!: 詩雅數位寫真集 詩雅, 艾迪作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172 少年不軌 舒夏兒, 貓樹作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219 侵蝕 舒夏兒, 貓樹作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226 少爺勿近 舒夏兒, 貓樹作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5257 彩虹小馬. 7, 歡迎來到無盡自由森林! 奧麗薇亞.倫敦作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5288 天王的獨家緋聞: 番外(電子遊戲書版) 冬彌, 黑色豆腐作 2018-11-00 其他

9789571095295 名模的撩慾遊戲: 番外(電子遊戲書版) 夏天晴, ZawarC作 2018-11-00 其他

9789571095325 抽象畫: 王寶珶Bernice數位寫真 王寶珶, 莉奈作 2018-12-00 其他

9789571095332 和你在一起: 王緒緒數位寫真書 王緒緒, 艾迪作 2018-12-00 其他

9789571095561 一見峮心: 峮峮個人寫真書(數位精華版) 峮峮, 黃天仁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1095578 Fairy雨䕕同名數位寫真 雨䕕, 戴群芳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1095585 Amis艾蜜絲夢遊仙境數位寫真 艾蜜絲, 戴群芳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1095592 方糖兒: 子婷數位寫真 子婷, 戴群芳作 2019-09-00 其他

9789571095615 仲夏晏之夢: 黃上晏數位寫真(甜美版) 黃上晏, 莉奈作 2019-09-00 其他

9789571095639 為你加油!今井彩香數位寫真 今井彩香, 戴群芳作 2019-07-00 其他

9789571095684 元氣東京: 吳婕安寫真書(數位精華版) 吳婕安(元元), 林千翔作 2019-12-00 其他

9789571095721 bestie閨蜜: 菲菲x孟潔數位寫真 孟潔, 菲菲作 2020-08-00 其他

9789571095738 布蕾甜你心: 藍星蕾數位寫真 藍星蕾, 莉奈作 2020-08-00 其他

9789571095752 不能錯過寧: 寧寧數位寫真 寧寧Ning, 戴群芳作 2020-09-00 其他

9789571095790 Rainylove: 鍾以希數位寫真 鍾以希, 戴群芳作 2020-05-00 其他

9789571095875 孟幻旅程: 孟潔個人數位寫真 林孟潔, 黃天仁作 2020-10-00 其他

9789571095905 外拍人氣女孩數位寫真 G.C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1095912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20冊

9789571095929 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 前屋進作; 御門幻流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096032 我太胖高矮怎麼穿? lookin編輯部作 2016-12-00 其他

9789571096070 Wolf狼: 李漢城個人寫真 李漢城作 2017-04-00 其他

9789571096124 轉角浴見伊梓帆數位寫真書(牛奶裸湯版) 伊梓帆作 2017-08-00 其他

9789571096131 轉角浴見伊梓帆數位寫真書(夏日和風版) 伊梓帆作 2017-08-00 其他

9789571096148 轉角浴見伊梓帆數位寫真書(萌力喵咪版) 伊梓帆作 2017-08-00 其他

9789571096179 Only You唯有你: 方唯真個人數位寫真(艷麗版)方唯真, 黑麵作 2017-12-00 其他

9789571096186 Only You唯有你: 方唯真個人數位寫真(俏皮版)方唯真, 黑麵作 2017-12-00 其他

9789571096193 元來有你: 吳元元數位寫真書 吳元元, 莉奈作 2018-03-00 其他

9789571096209 迷路班比寫真集: 戀上馬特洪峰 迷路班比, 達文西作 2018-04-00 其他

9789571096216 迷路班比寫真集: 情迷義大利 迷路班比, 達文西作 2018-04-00 其他

9789571096223 Heartbeat: 芳婷電子寫真書 芳婷, 艾迪作 2018-05-00 其他

9789571096230 思春期未滿: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集 艾迪作 2018-06-00 其他

9789571096247 一起上課吧!: 詩雅數位寫真集 詩雅, 艾迪作 2018-07-00 其他

9789571096254 如影隨形: Lulu張鳳如數位寫真書 Lulu張鳳如作 2018-08-00 其他

9789571096261 元來有你+: 吳元元數位寫真書(白天版) 吳元元, 莉奈作 2018-09-00 其他

9789571096278 天天和你在苡起: 巫苡萱寫真書(數位版) 巫苡萱, 莉奈作 2018-10-00 其他

9789571096308 抽象畫: 王寶珶Bernice數位寫真 王寶珶, 莉奈作 2018-12-00 其他

9789571096315 和你在一起: 王緒緒數位寫真書 王緒緒, 艾迪作 2018-12-00 其他

9789571096469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3 艾迪作 2019-04-00 其他

9789571096483 仲夏晏之夢: 黃上晏數位寫真 黃上晏, 莉奈作 2019-06-00 其他

9789571096490 為你加油!今井彩香數位寫真 PDF 今井彩香, 戴群芳作 2019-07-00 其他

9789571096506 一見峮心: 峮峮個人寫真書(數位精華版) 峮峮, 黃天仁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1096513 Amis艾蜜絲夢遊仙境數位寫真 艾蜜絲, 戴群芳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1096520 Fairy雨䕕同名數位寫真 雨䕕, 戴群芳作 2019-08-00 其他

9789571096537 仲夏晏之夢: 黃上晏數位寫真(甜美版) 黃上晏, 莉奈作 2019-09-00 其他

9789571096551 仲夏晏之夢+黃上晏數位寫真 黃上晏, 莉奈作 2019-09-00 其他

9789571096568 方糖兒: 子婷數位寫真 子婷, 戴群芳作 2019-09-00 其他

9789571096612 有五個哥哥的我就註定不能睡了啊!後日談(電子特裝版)羽宸寰, 黑色豆腐作 2020-03-00 其他

9789571096643 大萌妹子: 同名數位寫真 大萌妹子, 戴群芳作 2020-01-00 其他

9789571096704 Rainylove鍾以希數位寫真 鍾以希, 戴群芳作 2020-05-00 其他

9789571096728 孟幻旅程: 孟潔個人數位寫真 林孟潔, 黃天仁作 2020-10-00 其他

9789571096735 外拍人氣女孩數位寫真 G.C作 2021-01-00 其他

9789571096742 元氣東京: 吳婕安寫真書(數位完全版) 吳婕安, 林千翔作 2020-08-00 其他

9789571096759 不能錯過寧: 寧寧數位寫真 寧寧Ning, 戴群芳作 2020-09-00 其他

9789571096797 bestie閨蜜: 菲菲×孟潔數位寫真 孟潔, 菲菲作 2020-08-00 其他



9789571096827 媽媽日記 林廉恩文.圖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6834 最親密的男性友人 紺色ルナ作; H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6841 迷失在情慾之夏 赤星ジェイク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6858 令人融化的綻放. 續 しゅがーぺろぺろ作; 貝貝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6872 CIGAR HOLIC重度成癮: 情不自禁對人型雪茄狂吸猛抱慶優作; 御門幻流譯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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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097329 荒潮 陳楸帆作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571097343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32冊

9789571097374 前進<>: 人物設定集= The road to Marvel's Avengers:Endgame艾樂妮.盧索斯(Eleni Roussos)作 2021-05-00 1版 精裝

9789571097381 當哈普書開始說話 遊戲熵Gamtropy作 2021-04-00 1版 精裝

9789571097398 教你如何畫出「透亮肌膚」: Mignon親自傳授肌膚著色電繪技巧祕訣= mignonがしっかり教える「肌塗り」の秘訣 おなかに見惚れる作畫流儀Mignon作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7404 奇蹟 林珮瑜作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7411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漫畫; 泪紫音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1097428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21冊

9789571097435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20冊

9789571097442 總之就是很可愛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13冊

9789571098616 令人瞠目結舌的Minecraft不可思議900+α究極玩法野上輝之作; 盧品霖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8623 玩具總動員: 驚恐冒險(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愛波.喬登(Apple Jordan)作; 愛倫.貝森(Alan Batson), 蘿莉.泰明斯基(Lori Tyminski)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8630 勇敢傳說: 媽媽的愛(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 瑪莉莎.拉岡涅羅(Melissa Lagonegro)作; 瑪麗亞.伊蓮娜.納吉, IBOIX工作室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109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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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1099743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1099750 明天請和我談戀愛! 山本小鐵子作; 賴思宇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1099767 被愛狠咬一口的掃把星= さすらい 東山彰良作 2021-05-00 1版 平裝

9789571099774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10冊

9789571099781 君戀. 社會人篇 葛森結, 我守丸, 青山マヲ, 霜月かいり, 中田アキラ, 村崎ユカリ原作波真田かもめ, 冬乃郁也, はぜはら西, イシノアヤ, あんず作; 熊次郎譯2021-05-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099903 第2名的逆襲: We Best Love 2寫真書 結果娛樂, WeTV作 2021-04-00 1版 平裝

9789571099910 私廚女王Irene的快速料理. 2 Irene著 2021-05-00 1版 平裝

9789571099927 愛在字裡行間 艾蜜莉.亨利作; 黃涓芳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9941 近距離愛上你: HIStory4 夏天晴小說; 邵慧婷, 藍今翎原著編劇 2021-05-00 1版 平裝

9789571099958 死亡擱淺 小島秀夫原作; 野島一人小說; 陳梵帆, Ryo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上冊

9789571099965 死亡擱淺 小島秀夫原作; 野島一人小說; 陳梵帆, Ryo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下冊

9789571099972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11冊

9789571099989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篇小說. 2, onparade渡航作; Runoka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09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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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10000 幸福森林 八千子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10017 彩虹小馬. 8, 水晶心之吻 塔盧拉.梅(Tallulah May)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6263010024 Blue 葉真中顯作; 洪于琇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10031 一品仵作 鳳今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048 一品仵作 鳳今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0086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9-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093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9-00 1版3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0109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9-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116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9-00 1版3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0123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9-00 1版3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0130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7-00 1版3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0147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4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10154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10161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10178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10185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10192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10208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24冊

9786263010215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37冊

9786263010222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38冊

9786263010239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39冊

9786263010246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42冊

9786263010253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43冊

9786263010260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44冊

9786263010277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3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10284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3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10291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3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10307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3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10314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7-00 1版3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10321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3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10338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3刷 平裝 第29冊

9786263010345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10352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10369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25冊

9786263010376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8-00 1版2刷 平裝 第26冊

9786263010383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2刷 平裝 第27冊

9786263010390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2刷 平裝 第28冊

9786263010406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8-00 1版2刷 平裝 第30冊

9786263010413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31冊

9786263010420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32冊

9786263010437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10-00 1版2刷 平裝 第33冊

9786263010444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10-00 1版2刷 平裝 第34冊

9786263010451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2刷 平裝 第35冊

9786263010468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2刷 平裝 第36冊

9786263010475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2刷 平裝 第40冊

9786263010482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2刷 平裝 第41冊

9786263010499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8-00 1版2刷 平裝 第45冊

9786263010505 黃昏流星群= Like shooting stars in the twilight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8-00 1版2刷 平裝 第46冊

9786263010536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10543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10550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10567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10512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8-00 1版4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10529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10574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9-00 1版5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10581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9-00 1版5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10598 相聚一刻(新裝版)= Maison ikkoku 高橋留美子作; 尖端編輯小組譯 2018-07-00 1版2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0604 花田少年史= The history of Hanada Ichiro 一色真人著; 米斐譯 2020-06-00 2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611 花田少年史= The history of Hanada Ichiro 一色真人著; 米斐譯 2020-06-00 2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0628 花田少年史= The history of Hanada Ichiro 一色真人著; 米斐譯 2020-06-00 2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635 花田少年史= The history of Hanada Ichiro 一色真人著; 米斐譯 2020-06-00 2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0642 花田少年史= The history of Hanada Ichiro 一色真人著; 米斐譯 2020-06-00 2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0659 王牌酒保à Paris= Bartender à Paris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漫畫; 游若琪譯 2014-06-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666 王牌酒保à Paris= Bartender à Paris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漫畫; 游若琪譯 2018-08-00 1版2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0673 王牌酒保à Paris= Bartender à Paris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漫畫; 游若琪譯 2018-08-00 1版2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680 青年黑傑克= Young black Jack 手塚治虫原作;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697 青年黑傑克= Young black Jack 手塚治虫原作;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 2014-06-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703 青年黑傑克= Young black Jack 手塚治虫原作;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 2014-07-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0710 青年黑傑克= Young black Jack 手塚治虫原作;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 2014-08-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0727 青年黑傑克= Young black Jack 手塚治虫原作;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 2015-02-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0734 青年黑傑克= Young black Jack 手塚治虫原作;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 2015-07-00 1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0819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3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10826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3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10833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20-03-00 1版3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10741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758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3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0765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772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1版3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0789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3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0796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20-08-00 1版3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10802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20-05-00 1版3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10864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2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10857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2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0871 孤高之人= The climber 新田次郎原案;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2014-09-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888 BIORG TRINITY深淵融接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北極熊, 賴思宇譯 2020-01-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895 BIORG TRINITY深淵融接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賴思宇譯 2020-05-00 1版3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0901 BIORG TRINITY深淵融接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賴思宇譯 2020-01-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918 BIORG TRINITY深淵融接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賴思宇譯 2019-05-00 1版3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0925 BIORG TRINITY深淵融接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賴思宇譯 2019-07-00 1版3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0932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原作; 七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4-12-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0949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原作; 七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1-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0956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原作; 七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0963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原作; 七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4-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0970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原作; 七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5-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0987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原作; 七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6-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0994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原作; 七介漫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8-00 1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100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comic= My youth romantic comedy is wrong as I expected.渡航原作; 伊緒直道作畫; 平川遊佐譯 2014-02-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014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comic= My youth romantic comedy is wrong as I expected.渡航原作; 伊緒直道作畫; 平川遊佐譯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1021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comic= My youth romantic comedy is wrong as I expected.渡航原作; 伊緒直道作畫; 平川遊佐譯 2020-04-00 2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1038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comic= My youth romantic comedy is wrong as I expected.渡航原作; 伊緒直道作畫; 平川遊佐譯 2020-03-00 2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1045 農大菌物語= Moyasimon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052 農大菌物語= Moyasimon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1069 農大菌物語= Moyasimon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2014-02-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1076 農大菌物語= Moyasimon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2014-08-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1083 農大菌物語= Moyasimon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2015-02-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1090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2018-07-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106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2017-05-00 1版2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1113 3月的獅子= 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羽海野千花著; 蔡幸君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120 3月的獅子= 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羽海野千花著; 蔡幸君譯 2020-10-00 2版2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1137 3月的獅子= 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羽海野千花著; 晴海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1144 3月的獅子= 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羽海野千花著; 晴海譯 2020-10-00 2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3011151 3月的獅子= 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羽海野千花著; 晴海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3011168 3月的獅子= 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羽海野千花著; 林宜錚譯 2020-07-00 2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1175 3月的獅子= 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羽海野千花著; 晴海譯 2018-10-00 1版5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1182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傅國忠譯 2018-07-00 1版16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199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傅國忠譯 2018-07-00 1版14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1205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傅國忠譯 2018-04-00 1版14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1212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風狂譯 2018-07-00 1版14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1229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風狂譯 2018-04-00 1版13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1236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風狂譯 2018-08-00 1版11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1243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風狂譯 2018-08-00 1版10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1250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8-08-00 1版8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11274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8-04-00 1版6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11267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7-12-00 1版6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11281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8-08-00 1版7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11298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4-06-00 1版4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11304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11311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09-03-00 1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11328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09-08-00 1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11335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09-12-00 1版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11342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0-11-00 1版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11359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1-06-00 1版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11366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2-06-00 1版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11373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K.T譯 2018-07-00 1版2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11380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藤崎スグル譯 2018-07-00 1版2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11397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藤崎スグル譯 2018-07-00 1版2刷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11403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6-00 1版5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410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10-00 1版5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1427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1434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7-00 2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1441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7-00 2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1458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04-00 2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3011465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3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11472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4-00 1版3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11489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6-00 1版3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11496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11-00 1版3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11502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6-00 1版3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11519 社長島耕作= President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3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11533 係長島耕作= Subsection chief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2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1540 係長島耕作= Subsection chief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10-00 1版2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1557 係長島耕作= Subsection chief Shima Kosaku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2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1564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王詩怡譯 2019-05-00 1版7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618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尤楷茵譯 2019-01-00 1版5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11625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尤楷茵譯 2019-01-00 1版5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11632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尤楷茵譯 2019-05-00 1版5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1656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尤楷茵譯 2019-08-00 1版4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1663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2017-03-00 1版3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1670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2019-01-00 1版3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11687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2019-08-00 1版4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11724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03-00 1版24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11755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07-00 1版23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11779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2-00 1版22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11786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5-00 1版22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11816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9-00 1版20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11830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0-00 1版21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0894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1-00 1版19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0900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8-07-00 1版16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0917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3-00 1版14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0924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1-00 1版13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0931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09-00 1版11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0948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0-00 1版12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0955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2-00 1版10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0962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2-00 1版10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0979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2-00 1版9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0986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0-00 1版9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0993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2-00 1版9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1006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2-00 1版9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1013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9-00 1版9刷 平裝 第27冊

9786263021020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1-00 1版8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1037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21044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8-12-00 1版8刷 平裝 第24冊

9786263021051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02-00 1版8刷 平裝 第25冊

9786263021068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01-00 1版8刷 平裝 第26冊

9786263021075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09-00 1版8刷 平裝 第28冊

9786263021082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9-00 1版8刷 平裝 第31冊

9786263021099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1-00 1版8刷 平裝 第34冊

9786263021105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1-00 1版8刷 平裝 第36冊

9786263021112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2-00 1版8刷 平裝 第39冊

9786263021129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9-00 1版8刷 平裝 第40冊

9786263021136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11-00 1版8刷 平裝 第43冊

9786263021143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1-00 1版8刷 平裝 第44冊

9786263021150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21167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4-00 1版7刷 平裝 第29冊

9786263021174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8-00 1版7刷 平裝 第30冊

9786263021181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0-00 1版7刷 平裝 第33冊

9786263021198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12-00 1版7刷 平裝 第35冊

9786263021204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20-02-00 1版7刷 平裝 第42冊

9786263021211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9-06-00 1版6刷 平裝 第32冊

9786263021228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2018-04-00 1版6刷 平裝 第38冊

9786263021235 人魚之森 高橋留美子作; 湧太譯 2020-11-00 1版10刷 平裝

9786263021242 夜叉之瞳 高橋留美子作; 七生譯 2020-06-00 1版9刷 平裝

9786263021259 高橋留美子劇場. 1, P的悲劇 高橋留美子著; Connie譯 2020-02-00 1版6刷 平裝

9786263021266 思春期妄想爆發 もちの米作; 平川遊佐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9786263021280 高橋留美子劇場. 2, 專務之犬 高橋留美子著; Connie譯 2020-06-00 2版 平裝

9786263021297 狐狸大人的求婚攻略 北國良人作; Shion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9786263021303 高橋留美子劇場. 3, 紅色花束 高橋留美子作; 何宜叡譯 2020-09-00 1版4刷 平裝

9786263021310 網購美食宅幸福= Sensei's "otori-yose" 榎田尤利小說; 中村明日美子漫畫.插畫; 熊次郎譯2015-08-00 1版 平裝

9786263021327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1334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1341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1358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1365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1372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1389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1396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20-10-00 2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1419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5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1426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5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1433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07-00 1版5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1440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5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1457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5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1402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5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1464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1471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1495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1501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1518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1525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1532 王牌酒保= Bartender 城安良嬉原作; 長友健篩漫畫;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1488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9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1549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1556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1563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1570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1587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1594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1600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1648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1655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1662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1617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1624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20-12-00 2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1747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1631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20-08-00 2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1679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1686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1709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6-00 1版6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1716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6-00 1版6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1723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1693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18-05-00 1版4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1730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18-07-00 1版5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1754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1778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1792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1815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26冊

9786263021839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27冊

9786263021846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28冊

9786263021853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20-05-00 2版1刷 平裝 第33冊

9786263021822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1761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18-06-00 1版3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1785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18-06-00 1版3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1808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18-06-00 1版3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1860 死亡預告= The ultimate limit 間瀨元朗作; 米斐譯 2020-01-00 1版2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1877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6-00 1版5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1884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6-00 1版5刷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21891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6-00 1版5刷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21907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6-00 1版5刷 平裝 第24冊

9786263021914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5刷 平裝 第25冊

9786263021921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6-00 1版4刷 平裝 第29冊

9786263021938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0冊

9786263021945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1冊

9786263021952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2冊

9786263021969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4冊

9786263021976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5冊

9786263021983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6冊

9786263021990 GANTZ殺戮都市 奧浩哉作; 殺戮鼠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37冊

9786263022003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7-00 1版10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010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10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2027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8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034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3-00 1版8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2041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3-00 1版9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065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9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2072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3-00 1版9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2089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9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2058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20-02-00 1版8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102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5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2096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5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119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3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2126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2019-11-00 1版3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2133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2019-11-00 1版3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2140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2020-08-00 2版1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2157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2020-10-00 2版1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2164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2171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2020-07-00 2版1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2188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2195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2201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9-10-00 1版6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2218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263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2270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20-02-00 1版6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2225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2232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9-10-00 1版6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2249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20-02-00 1版6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2256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作;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2294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2287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8-00 1版7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2300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2317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2324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3-00 1版4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2331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4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2348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3-00 1版4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2355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1版4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2362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3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2379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9-00 1版3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2386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18-09-00 1版3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2393 東京喰種[zakki]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1-00 1版9刷 平裝

9786263022409 琴之森= The perfect world of Kai 一色真人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1版2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2416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1-00 1版6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2423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2-00 1版7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2430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18-07-00 1版8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2447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9-00 1版9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2454 源君物語 稲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2019-06-00 1版7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485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9-00 1版12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461 源君物語 稲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478 源君物語 稲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2020-12-00 1版6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2492 源君物語 稲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2016-10-00 1版4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508 源君物語 稲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2515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9-00 1版14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539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11-00 1版14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522 源君物語 稲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2019-05-00 1版3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2560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7-00 2版1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2577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5-00 2版1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2546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7-00 2版1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2553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20-08-00 2版1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2584 鳴鳥不飛 ヨネダコウ著; 藤崎スグル譯 2020-10-00 1版15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591 鳴鳥不飛 ヨネダコウ著; 藤崎スグル譯 2020-09-00 1版12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607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19-09-00 1版7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614 鳴鳥不飛 ヨネダコウ著; 藤崎スグル譯 2020-09-00 1版9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621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19-05-00 1版8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638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2019-09-00 1版8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652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2016-07-00 1版5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645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Is the order a rabbit?Koi作; 可可亞譯 2020-10-00 2版1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669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2014-06-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676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2015-02-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2683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2016-04-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690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2016-07-00 1版2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2706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Is the order a rabbit?Koi作; 可可亞譯 2020-02-00 1版11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713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Is the order a rabbit?Koi作; 可可亞譯 2020-03-00 1版9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720 蜜糖女孩＊大作戰= Sugar＊soldier 酒井真由作; 施凡譯 2018-01-00 1版6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737 蜜糖女孩＊大作戰= Sugar＊soldier 酒井真由作; 施凡譯 2016-03-00 1版6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744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畫冊= Café du LapinKoi作; 御門幻流譯 2020-05-00 1版11刷 平裝



9786263022751 蜜糖女孩＊大作戰= Sugar＊soldier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2016-02-00 1版2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2768 蜜糖女孩＊大作戰= Sugar＊soldier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2014-08-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2775 蜜糖女孩＊大作戰= Sugar＊soldier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2014-12-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2782 蜜糖女孩＊大作戰= Sugar＊soldier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2015-08-00 1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2799 五星物語= The five star stories 永野護(MAMORU NAGANO)作 2019-06-00 1版13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2805 年上年下 林珉萱作; 陳嘉祥總編輯 2013-04-00 1版6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812 Lovely無所不在 顆粒著; 陳家翔總編輯 2015-12-00 1版10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829 Lovely無所不在 顆粒著; 陳家翔總編輯 2016-07-00 1版10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836 Lovely無所不在 顆粒著; 陳家翔總編輯 2014-10-00 1版8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2843 雞排公主 林珉萱著; 陳家翔總編輯 2016-08-00 1版10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2850 雞排公主 林珉萱著; 陳家翔總編輯 2015-04-00 1版9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2867 7日限定真假公主 白雪萬美著; 施凡譯 2014-07-00 1版 平裝

9786263022874 噬魂者: 超GUIDE BOOK= Soul eater 大久保篤作; 洪子喬譯 2011-02-00 1版 平裝

9786263022881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09-10-00 1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2898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0-09-00 1版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2904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1-08-00 1版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2911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1-12-00 1版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2928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3-07-00 1版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22935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4-05-00 1版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22942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4-08-00 1版 平裝 第24冊

9786263022966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0-08-00 1版2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2973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0-06-00 1版2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2980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2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2997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2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3000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2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3017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2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3024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2刷 平裝 第25冊

9786263022959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09-08-00 1版2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3055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3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3062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3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3031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0-05-00 1版3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3048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3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3079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10-05-00 1版4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3086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4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3093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4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3109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5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116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5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3123 SOUL EATER噬魂者 大久保篤作; 洪之沅譯 2020-10-00 1版8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130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31冊

9786263023147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6刷 平裝 第32冊

9786263023154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5-00 1版7刷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23161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7-00 1版7刷 平裝 第24冊

9786263023178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3-00 1版7刷 平裝 第28冊

9786263023185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7-00 1版7刷 平裝 第29冊

9786263023192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7-00 1版7刷 平裝 第30冊

9786263023208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8-00 1版7刷 平裝 第34冊

9786263023215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8-00 1版7刷 平裝 第35冊

9786263023222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6-00 1版8刷 平裝 第25冊

9786263023239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7-00 1版8刷 平裝 第26冊

9786263023246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3-00 1版8刷 平裝 第27冊

9786263023253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3-00 1版8刷 平裝 第33冊

9786263023277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9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3260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16-11-00 1版9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3284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10-00 1版10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3291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11-00 1版10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3314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7-00 1版11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3307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19-09-00 1版11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3338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11-00 1版13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3321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19-12-00 1版13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3345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12-00 1版12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3352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11-00 1版12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3369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11-00 1版12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3376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2020-06-00 2版1刷 平裝 第36冊

9786263023383 一磅的福音 高橋留美子作; 何宜叡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390 一磅的福音 高橋留美子作; 何宜叡譯 2020-04-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3406 一磅的福音 高橋留美子作; 何宜叡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3413 一磅的福音 高橋留美子作; 何宜叡譯 2020-05-00 2版2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420 Sunny 松本大洋作; 可可亞譯 2019-10-00 1版7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3437 Sunny 松本大洋作; 可可亞譯 2020-05-00 1版7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3444 Sunny 松本大洋作; 可可亞譯 2019-09-00 1版7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3451 Sunny 松本大洋作; 可可亞譯 2020-05-00 1版8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468 Sunny 松本大洋作 2019-09-00 1版10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475 -Self: A-KU寫真 阿古, 小米作 2021-05-00 1版 平裝

9786263023482 咖啡師Barista 室永供未漫畫; 花形怜原作; 佩太郎譯 2015-08-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499 咖啡師Barista 室永供未漫畫; 花形怜原作; 羅賓譯 2017-12-00 1版2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505 咖啡師Barista 室永供未漫畫; 花形怜原作; [黃翊蘋譯 2017-12-00 1版2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3529 咖啡師Barista 室永供未漫畫; 花形怜原作; [黃翊蘋譯 2017-12-00 1版2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3512 MAO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2021-05-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3536 東方儚月抄Silent Sinner in Blue. 秋★枝漫畫; ZUN原作; 霖之助譯 2019-09-00 1版5刷 平裝 中

9786263023536 東方儚月抄Silent Sinner in Blue. 秋★枝漫畫; ZUN原作; 霖之助譯 2019-09-00 1版5刷 平裝 中

9786263023536 東方儚月抄Silent Sinner in Blue. 秋★枝漫畫; ZUN原作; 霖之助譯 2019-09-00 1版5刷 平裝 中

9786263023550 東方儚月抄Silent Sinner in Blue. 秋★枝漫畫; ZUN原作; 霖之助譯 2020-12-00 1版6刷 平裝 底

9786263023543 東方儚月抄Silent Sinner in Blue. 秋★枝漫畫; ZUN原作; 霖之助譯 2020-12-00 1版6刷 其他 上

9786263023567 高橋留美子傑作集: 命運之鳥 高橋留美子作; 洪子喬譯 2020-10-00 1版5刷 平裝

9786263023574 高橋留美子傑作集: 紅色花束 高橋留美子作; 何宜叡譯 2020-06-00 1版4刷 平裝

9786263023581 三國志魂 荒川弘, 杜康潤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6-00 1版 平裝 下

9786263023598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19-12-00 1版2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3611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19-07-00 1版3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3604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19-11-00 1版3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3659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19-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3666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20-02-00 1版4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3628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20-02-00 1版4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3635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1版4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3642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3673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20-02-00 1版6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680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2019-12-00 1版5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697 大奧 吉永史作; 尤楷茵譯 2018-05-00 1版2刷 平裝 第7卷

9786263023703 大奧 吉永史作; 尤楷茵譯 2018-01-00 1版2刷 平裝 第8卷

9786263023727 大奧 吉永史作; 賴思宇譯 2018-01-00 1版2刷 平裝 第10卷

9786263023710 大奧 吉永史作; 賴思宇譯 2018-05-00 1版2刷 平裝 第9卷

9786263023734 大奧 吉永史作; 尤楷茵 2014-06-00 1版3刷 平裝 第4卷

9786263023741 大奧 吉永史作; 尤楷茵 2018-01-00 1版3刷 平裝 第5卷

9786263023758 大奧 吉永史作; 尤楷茵 2014-08-00 1版3刷 平裝 第6卷

9786263023765 大奧 吉永史作; 涂愫芸譯 2014-06-00 1版4刷 平裝 第2卷

9786263023772 大奧 吉永史作; 涂愫芸譯 2018-01-00 1版4刷 平裝 第3卷

9786263023789 大奧 吉永史作; 王詩怡譯 2018-01-00 1版5刷 平裝 第1卷

9786263023819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拾冊

9786263023796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捌冊

9786263023802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玖冊

9786263023840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8-01-00 1版 平裝 第伍冊

9786263023826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3-11-00 1版 平裝 第参冊

9786263023833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第肆冊

9786263023857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8-01-00 1版 平裝 第陸冊

9786263023864 向夜晚奔馳: YOASOBI小說集 星野舞夜, いしき蒼太, しなの, 水上下波作 2021-05-00 1版 平裝

9786263023871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8-01-00 1版4刷 平裝 第壹冊

9786263023888 鬼太郎大全集 水木茂作; 御門幻流譯 2013-12-00 1版3刷 平裝 第貳冊

9786263023895 世界BL妄想童話 山田ウメ作; K.T譯 2016-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901 世界BL妄想童話 山田ウメ作; K.T譯 2013-04-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918 世界BL妄想童話 山田ウメ作; K.T譯 2013-06-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3925 世界BL妄想童話 山田ウメ作; K.T譯 2015-07-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3932 回憶中的金平糖 持田秋作; 可莉露譯 2017-02-00 1版5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949 回憶中的金平糖 持田秋作; 可莉露譯 2014-05-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956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2017-07-00 1版4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963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2018-04-00 1版4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3970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2016-11-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3987 不全才女 林青慧著; 陳家翔總編輯 2015-07-00 1版7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3994 不全才女 林青慧著; 陳家翔總編輯 2014-12-00 1版7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007 你在坡道的途中 持田秋著; 可莉露譯 2014-07-00 1版5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014 你在坡道的途中 持田秋著; 可莉露譯 2013-09-00 1版4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021 你在坡道的途中 持田秋著; 可莉露譯 2014-05-00 1版4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038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06-11-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045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07-12-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4052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10-03-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4069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11-05-00 1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4076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14-06-00 1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4083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15-05-00 1版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4090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17-12-00 1版2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106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17-12-00 1版2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4113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2020-03-00 2版1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120 魔法靴子屋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2013-01-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4137 有菜の種: 種村有菜漫畫隨筆集 種村有菜著; 花栗鼠譯 2014-06-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4144 世界為你所拯救!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2014-05-00 1版2刷 平裝

9786263024151 只屬於我的幸福MERRY BAD END 酒井真由作; 施凡譯 2017-03-00 1版4刷 平裝

9786263024168 千金戀人 持田秋作; 蔡雅婷譯 2012-05-00 1版5刷 平裝

9786263024175 世界的盡頭= The end of the world 牧野葵作; 可莉露譯 2013-10-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182 世界的盡頭= The end of the world 牧野葵作; 可莉露譯 2013-11-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199 世界的盡頭= The end of the world 牧野葵作; 可莉露譯 2014-05-00 1版2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205 世界的盡頭= The end of the world 牧野葵作; 可莉露譯 2014-08-00 1版2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4212 奈落何處繪卷: 為了你我可赴天涯海角平安調特別篇中村明日美子作; H譯 2020-07-00 2版1刷 平裝

9786263024229 花都之中 寶井理人著; 熊次郎譯 2020-01-00 1版10刷 平裝

9786263024236 無法觸碰的愛 ヨネダコウ著; 紙屋譯 2020-03-00 1版14刷 平裝

9786263024243 空與原Sora & Hara 中村明日美子作; 紙屋譯 2020-09-00 1版12刷 平裝

9786263024250 為了你我可赴天涯海角 中村明日美子作; 尤楷茵譯 2019-08-00 2版2刷 平裝

9786263024267 the killer 金井桂著; 木嬰譯 2018-12-00 1版7刷 平裝

9786263024274 LINKS キヅナツキ著; AKIRA譯 2020-08-00 1版10刷 平裝

9786263024281 只聞其聲不見其淚的雨濡之鴉 ウノハナ著; 皇子譯 2020-03-00 2版1刷 平裝

9786263024298 即使如此,依然溫柔地相戀 ヨネダコウ著; 藤崎スグル譯 2020-09-00 1版7刷 平裝

9786263024304 NightS ヨネダコウ著; 野楨譯 2019-05-00 1版7刷 平裝

9786263024311 奴隸標記 はらだ著; 田心宇譯 2019-10-00 1版9刷 平裝

9786263024328 初戀融化於深藍色中 ゆき林檎作; 霸王花譯 2015-08-00 1版 平裝

9786263024335 卒業生 冬 中村明日美子作; 尤楷茵譯 2020-06-00 1版14刷 平裝

9786263024342 DOUBLE MINTS 中村明日美子作; 尤楷茵譯 2018-05-00 1版6刷 平裝

9786263024359 只有花知道 寶井理人著; 賴沁葳譯 2020-10-00 1版18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366 只有花知道 寶井理人著; 熊次郎譯 2020-02-00 1版15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373 我才不會喜歡上你這種傢伙 緒川千世著; 張凱倫譯 2019-06-00 1版8刷 平裝

9786263024380 DEADLOCK誘惑的枷鎖 高階佑漫畫; 英田沙希原作; 貝貝譯 2019-03-00 1版5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397 DEADLOCK誘惑的枷鎖 高階佑漫畫; 英田沙希原作; 貝貝譯 2019-01-00 1版2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403 Paradise View樂園的盡頭 小嶋ララ子著; 賴思宇譯 2017-04-00 1版2刷 平裝 上冊

9786263024410 Paradise View樂園的盡頭 小嶋ララ子著; 賴思宇譯 2017-04-00 1版2刷 平裝 下冊

9786263024427 無法持續一生的工作 山田靫著; 可可亞譯 2012-10-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434 無法持續一生的工作 山田靫著; 可可亞譯 2012-12-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441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作; K.T譯 2020-04-00 1版11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458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作; K.T譯 2020-06-00 1版9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465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作; K.T譯 2020-06-00 2版7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472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作; K.T譯 2020-06-00 1版7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4489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 K.T譯 2019-08-00 1版5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4496 緋色誘惑 山根綾乃作; K.T譯 2018-12-00 1版12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502 緋色誘惑 山根綾乃作; K.T譯 2019-09-00 1版10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519 緋色誘惑 山根綾乃作; K.T譯 2019-07-00 1版5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526 緋色誘惑 山根綾乃作; K.T譯 2019-10-00 1版5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4533 緋色誘惑 山根綾乃作; 藤崎スグル譯 2020-09-00 2版1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4540 偶像達令請別哭泣 小嶋ララ子著; 賴思宇譯 2019-03-00 1版4刷 平裝

9786263024557 咖啡男友的甜蜜誘惑! 高城リョウ著; H譯 2014-08-00 1版 平裝

9786263024564 那就戀愛吧! 月村奎原作; 樹要漫畫; 野楨譯 2016-07-00 1版4刷 平裝

9786263024571 被監禁的王子 緒川千世著; 紙屋譯 2019-12-00 1版9刷 平裝

9786263024588 為什麼人一定要工作 山田靫著; 可可亞譯 2012-09-00 1版 平裝

9786263024595 DistopiA: 未完成的世界 一宮思帆著; H譯 2017-01-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4601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6-00 1版9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4618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1-00 1版9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4625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2019-07-00 1版11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4632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2018-06-00 1版11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4649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李嘉詳譯 2020-12-00 2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6919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李嘉詳譯 2020-12-00 2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786 我才不想和你談戀愛 月村奎原作; 樹要漫畫; H譯 2017-11-00 1版2刷 平裝

9786263024823 變愛 はらだ著; 田心宇譯 2020-04-00 1版10刷 平裝

9786263024854 雙子男友的雙倍調教 五城タイガ著; 藤崎スグル譯 2019-03-00 1版5刷 平裝

9786263024885 專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5-01-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915 專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922 專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4939 曼陀羅著色本. 1, 療癒力 腦力潛能色彩研究小組作 2015-09-00 2版5刷 平裝

9786263024946 曼陀羅著色本. 2, 減壓力 腦力潛能色彩研究小組作 2015-08-00 1版四刷 平裝

9786263024953 米絲琳的上色好好玩= Misslin's funny coloring book米絲琳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25011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5028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5035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5042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4960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3-00 2版1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4977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3-00 2版1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4984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3-00 2版1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4991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3-00 2版1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5004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5059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吳連成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5066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6-00 1版2刷 平裝 第31冊

9786263025073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37冊

9786263025080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10-00 1版2刷 平裝 第38冊

9786263025097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39冊

9786263025103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2刷 平裝 第40冊

9786263025110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2-00 1版2刷 平裝 第42冊

9786263025127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8-00 1版2刷 平裝 第43冊

9786263025134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6-00 1版2刷 平裝 第44冊

9786263025141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7-12-00 1版2刷 平裝 第48冊

9786263025158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11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5165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7-00 1版6刷 平裝 第25冊

9786263025172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3刷 平裝 第26冊

9786263025189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1-00 1版3刷 平裝 第27冊

9786263025196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11-00 1版3刷 平裝 第30冊

9786263025202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9-00 1版3刷 平裝 第41冊

9786263025219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19-06-00 1版3刷 平裝 第45冊

9786263025226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5233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5-00 2版1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5240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5-00 2版1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5257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5-00 2版1刷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25264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25271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6-00 2版1刷 平裝 第24冊

9786263025288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6-00 2版1刷 平裝 第29冊

9786263025295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1刷 平裝 第32冊

9786263025301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09-00 2版1刷 平裝 第33冊

9786263025318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10-00 2版1刷 平裝 第34冊

9786263025325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10-00 2版1刷 平裝 第35冊

9786263025332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2020-10-00 2版1刷 平裝 第36冊

9786263025349 緋彈的亞莉亞AA= Aria the scarlet ammo double A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5-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356 緋彈的亞莉亞AA= Aria the scarlet ammo double A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5-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5363 緋彈的亞莉亞AA= Aria the scarlet ammo double A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7-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5370 緋彈的亞莉亞AA= Aria the scarlet ammo double A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2015-07-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5387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榎宮祐原作; 柊ましろ, 榎宮祐作; 林星宇譯 2019-08-00 1版7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462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5479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5486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5493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5509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5516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5523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5530 境界之輪迴= Circle of reincarnation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5547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何宜叡譯 2018-08-00 1版10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554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傅國忠譯 2018-08-00 1版8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5561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之沅譯 2018-08-00 1版7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5578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之沅譯 2018-07-00 1版7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5585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之沅譯 2018-08-00 1版7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5592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作; 洪之沅譯 2014-09-00 1版6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5608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作; 洪之沅譯 2018-08-00 1版6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5615 潘朵拉之心. 8.5=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作; 洪之沅譯 2020-12-00 1版6刷 平裝

9786263025622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之沅譯 2018-08-00 1版4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5639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之沅譯 2018-05-00 1版4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5646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作; 洪之沅譯 2013-09-00 1版3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5653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作; 洪之沅譯 2020-12-00 1版3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5660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18-05-00 1版3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5677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5684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5691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20-12-00 1版3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5707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5714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25721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18-08-00 1版4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5738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18-08-00 1版4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5745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20-12-00 1版4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5752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2020-12-00 1版4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5769 潘朵拉之心= Pandora hearts 望月淳作; 洪子喬譯 2014-12-00 1版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5776 MAGI魔奇少年= The labyrinth of magic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2014-10-00 1版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5783 MAGI魔奇少年= The labyrinth of magic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2015-01-00 1版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25790 MAGI魔奇少年= The labyrinth of magic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2015-04-00 1版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25806 liberamente: 鎌谷悠希短篇集 鎌谷悠希作; 何宜叡譯 2010-03-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5813 神明大人x本大人x老公大人!? 坂野景子作; 蔡孟婷譯 2015-01-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820 神明大人x本大人x老公大人!? 坂野景子作; 蔡孟婷譯 2015-03-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5837 神明大人x本大人x老公大人!? 坂野景子作; 蔡孟婷譯 2015-05-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5844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12-00 1版4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851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3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5868 主任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10-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875 主任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5882 主任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2020-11-00 2版1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5912 主任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5899 True Love: 禁忌摯愛 杉山美和子作; 向日葵譯 2014-05-00 1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905 True Love: 禁忌摯愛 杉山美和子作; 向日葵譯 2014-09-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5929 True Love: 禁忌摯愛 杉山美和子作; 向日葵譯 2014-11-00 1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5936 True Love: 禁忌摯愛 杉山美和子作; 向日葵譯 2015-03-00 1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5943 True Love: 禁忌摯愛 杉山美和子作; 向日葵譯 2015-07-00 1版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5950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9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967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洪之沅譯 2018-07-00 1版9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5974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09-07-00 1版7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5981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5-12-00 1版8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5998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4-00 1版8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6001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6025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洪之沅譯 2020-10-00 2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6049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洪之沅譯 2020-10-00 2版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6056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洪之沅譯 2020-10-00 2版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6018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6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6032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4-00 1版6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6063 取締役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5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6070 青年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4-00 1版4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6087 青年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6094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6100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20-10-00 1版4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6117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19-03-00 1版4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6124 常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9-06-00 1版4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6131 常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7-00 1版4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6148 常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12-00 1版4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6155 常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18-06-00 1版4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6179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20-07-00 2版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6186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20-07-00 2版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6162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20-10-00 2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6193 常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6209 常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2020-12-00 2版1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6216 巫苡萱寫真書: 天天和你在苡起 巫苡萱作; 莉奈攝影 2020-02-00 2版1刷 平裝

9786263026223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紀念套書 渡航作; Runoka譯 2020-09-00 1版 平裝 全套

9786263026230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20-10-00 1版7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6247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渡瀨悠宇著; 向日葵譯 2020-10-00 1版6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6261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7-00 1版12刷 平裝 第11冊

9786263026278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03-00 1版12刷 平裝 第18冊

9786263026254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12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6308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7-00 1版13刷 平裝 第10冊

9786263026315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10-00 1版13刷 平裝 第12冊

9786263026322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12-00 1版13刷 平裝 第13冊

9786263026339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1版13刷 平裝 第16冊

9786263026346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10-00 1版13刷 平裝 第19冊

9786263026353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13刷 平裝 第21冊

9786263026360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10-00 1版13刷 平裝 第23冊

9786263026285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10-00 1版13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6292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5-00 1版13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26391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9.5, 官方FANBOOK: 星之螺旋渡瀨悠宇作; 向日葵譯 2019-09-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6407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9-01-00 1版14刷 平裝 第20冊

9786263026414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5-00 1版14刷 平裝 第22冊

9786263026421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9-01-00 1版14刷 平裝 第24冊

9786263026377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1版14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6384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9-01-00 1版14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6438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7-00 1版15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6445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18-05-00 1版16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6469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4-00 2版1刷 平裝 第14冊

9786263026476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6-00 2版1刷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26483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3-00 2版1刷 平裝 第17冊

9786263026452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2020-07-00 2版1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6490 思春未滿 渡瀨悠宇作; 小君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6506 思春未滿 渡瀨悠宇作; 小君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6513 思春未滿 渡瀨悠宇作; 小君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6520 思春未滿完結篇 渡瀨悠宇作; 小君譯 2018-06-00 1版2刷 平裝

9786263026537 續.思春未滿 渡瀨悠宇作; 小君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6544 續.思春未滿 渡瀨悠宇作; 小君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6551 續.思春未滿 渡瀨悠宇作; 小君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6568 緋彈的亞莉亞. II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1-03-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6575 緋彈的亞莉亞. III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5-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6582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6605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8-08-00 1版3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6599 緋彈的亞莉亞. IV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2-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612 緋彈的亞莉亞. V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2-08-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629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5-02-00 1版2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6643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4-07-00 1版2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6650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8-08-00 1版2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6667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8-08-00 1版2刷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6674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8-08-00 1版2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6698 虹色時光= Rainbow days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2018-08-00 1版2刷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6636 緋彈的亞莉亞. VI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2-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681 緋彈的亞莉亞. VII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3-08-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704 緋彈的亞莉亞. VIII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728 緋彈的亞莉亞. IX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4-08-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735 祕密從單戀開始 Makino作; 平川遊佐譯 2014-10-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742 緋彈的亞莉亞. X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赤松中學原作; 御門幻流譯 2015-05-00 1版 平裝

9786263026759 青年黑傑克= Young black Jack 手塚治虫原作;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 2018-08-00 1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6766 霸道新郎 杉尻尾作; 籃球丸譯 2016-07-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6773 神社裡的貓科男友 千依著; 向日葵譯 2016-09-00 1版2刷 平裝

9786263026780 潮與虎外傳 藤田和日郎作; 莊湘萍譯 2009-08-00 1版2刷 平裝

9786263026797 惡魔的草莓 華夜著; 黃翊蘋譯 2017-04-00 1版3刷 平裝

9786263026803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賴芯葳譯 2020-09-00 2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26810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賴芯葳譯 2020-07-00 2版 平裝 第6冊

9786263026827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賴芯葳譯 2019-10-00 1版5刷 平裝 第2冊

9786263026834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賴芯葳譯 2018-08-00 1版5刷 平裝 第3冊

9786263026841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賴芯葳譯 2018-08-00 1版5刷 平裝 第4冊

9786263026858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賴芯葳譯 2019-10-00 1版5刷 平裝 第5冊



9786263026865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2017-12-00 1版4刷 平裝 第7冊

9786263026872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2020-03-00 2版 平裝 第8冊

9786263026889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著; 熊次郎譯 2017-06-00 1版3刷 平裝 第9冊

9786263060142 連鎖機關設計大挑戰!Minecraft有趣裝置創意大全カケキヨ作; 盧品霖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66991 Cat's kiss貓研社 D51作; Narrator原著 2021-06-00 1版 平裝

978626306866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篇小說集. 3, 結衣side渡航作; Runoka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80089 近距離愛上你: HIStory4.典藏寫真書 巧克科技新媒體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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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69913 千古綺情日本古典文學史 張蓉蓓著 2020-08-00 初版二刷 精裝

9789869952620 快樂學日語 魏世萍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52637 文末に用いられる助詞の意味機能: 話し手の心的態度を表現する「し」「けど」「って」を中心に深尾まどか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2651 詩が語る郷土への思い 鄉土詩情: 曾貴海詩選集曾貴海著; 佐藤敏洋, 張月環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2668 手機學初級日語 魏世萍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52682 インカ老師手機學 生活日語會話 孫寅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52699 インカ老師手機學 生活日語會話 孫寅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0634600 現學現用!職場實戰日本語 佐藤和美著; 龔映虹翻譯.監修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34624 旅遊糾紛處理= Response to challenge of travel dispute孫慶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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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6806 女總裁:「知命,讓你人生逆轉勝」: 認識五行改造命運的玄妙知識(簡體字版)黃國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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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79283 獲利模式: 千萬顧問案Know-How大剖析 徐國雄, 范揚松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549 退行與焦慮: 社會病理學導論 司漢武, 陳俊湘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556 烏有子虛= A non-existent utopia 白江峰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563 為了愛: 記愛女雲娣遠行10週年 關中口述; 魏柔宜撰文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14570 澄印禪學之生命倫理與現代價值 陳松柏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14600 經濟人類學批判傳統概要 邱淮璟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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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1198 你被遺忘在夏天裡 A.Z.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6507 妖孽王子的救國日常. 4, 為你獻上的結局 草草泥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6521 撲克遊戲 夜間飛行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6552 有你的明天 雨菓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6569 今天月亮暫時停止轉動 Misa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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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75410 滿州邊界故鄉: 洪秀道攝影集. 2020= Hsiu-Tao Hung's photo album洪秀珠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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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34945 FOOD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本 郭敦怜編著; 楊惠婷, 桃子繪圖 2018-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2234945 FOOD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本 郭敦怜編著; 楊惠婷, 桃子繪圖 2018-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2234945 FOOD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本 郭敦怜編著; 楊惠婷, 桃子繪圖 2018-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862235522 75億人的祕密 克莉絲汀.羅斯基夫特(Kristin Roskifte)作; 陳敬倫, 洪安娜翻譯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539 FOOD超人幼幼童話手機 風車編輯群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2235560 FOOD超人小手點讀互動認知圖鑑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614 歡迎光臨!小貓洗衣店!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621 五隻小魚的探險旅程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638 上車吧!幸福巴士到站了!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645 這是什麼形狀? 風車編輯群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652 How's the weather?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洪秀道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518

送存冊數共計：939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科均



9789862235669 我的笑臉與哭臉 風車編輯群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235676 My day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683 這是我可愛的臉! 風車編輯群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690 Come with me!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2235850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1, 夢遊妖怪城 岡本一郎作; 瀨邊雅之繪; 崔荔函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867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2, 抓住貪吃賊 上野與志作; 中村景兒繪; 崔荔函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874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3, 追蹤百變大盜 岡本一郎作; 瀨邊雅之繪; 寧燁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881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4, 飢餓島大冒險 上野與志作; 二本柳泉繪; 崔晶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898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5, 解救公主 山本和子作; 赤坂三好繪; 崔荔函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904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6, 五個廚師和大餓魔 山本和子作; 二本柳泉繪; 崔晶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904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6, 五個廚師和大餓魔 山本和子作; 二本柳泉繪; 崔晶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911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7, 喜歡魔法的國王 上野與志作; 田頭巧孝繪; 寧燁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928 數學遊戲故事繪本. 8, 女巫的神奇罐 中野弘隆作; 中野弘隆繪; 寧燁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35966 Baby趣味學習貼貼書: 認識顏色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2235980 Baby趣味學習貼貼書: 動物王國 風車編輯群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2235997 Baby趣味學習貼貼書: 日常生活 風車編輯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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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31556 南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二0二一年蔡秉軒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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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4921 南投縣美術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20= The Member Joint Exhibition of Nantou Fine Arts Association廖述麟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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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2610 山中明珠,戲說人生 唐淑惠, 羅麗蓓, 黃啟瑞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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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01962 履痕: 國姓鄉第四屆駐鄉作家曾應鐘作品集 曾應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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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9347 現在的妳,在哪裡...... Melody殷悅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79354 再見 少女 柯佳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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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7558 在時代中綻放: 全球華人傑出室內設計金創獎作品選. 第九屆NAID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作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301381 催眠自癒力: 美好、富足 改變今生的秘密: 自修23堂心靈練習課張嘉珉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612 裝修不NG!泥作工法大全 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636 你好,我是陳列設計師: 50超實用生活佈置提案黃文珊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643 產品包裝一定要知道的事: 撿到設計老師的BG本王炳南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650 沒有目的才有趣: 晾生活.漂工作 非典型人生的100種可能黃若薇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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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93416 盛世嬌寵 甜橘一夏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423 盛世嬌寵 甜橘一夏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430 盛世嬌寵 甜橘一夏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3447 盛世嬌寵 甜橘一夏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454 盛世嬌寵 甜橘一夏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461 農女也彪悍 芒果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478 農女也彪悍 芒果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485 農女也彪悍 芒果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信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國姓鄉文史采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美術學會



9789574893492 農女也彪悍 芒果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508 農女也彪悍 芒果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515 嬌寵記 上官慕容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522 嬌寵記 上官慕容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539 嬌寵記 上官慕容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3546 嬌寵記 上官慕容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553 嬌寵記 上官慕容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652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卷

9789574893560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577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584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3591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607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614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3621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7卷

9789574893638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8卷

9789574893645 庶女為妃 素素雪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第9卷

9789574893669 田園閑趣 藝芸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676 田園閑趣 藝芸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683 田園閑趣 藝芸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3690 田園閑趣 藝芸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706 田園閑趣 藝芸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713 田園閑趣 藝芸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3720 田園閑趣 藝芸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7卷

9789574893737 妙手千金 欣欣向榮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744 妙手千金 欣欣向榮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751 妙手千金 欣欣向榮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3768 妙手千金 欣欣向榮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775 妙手千金 欣欣向榮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782 錦桑妙緣 米可麻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782 錦桑妙緣 米可麻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799 錦桑妙緣 米可麻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805 錦桑妙緣 米可麻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3812 錦桑妙緣 米可麻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829 錦桑妙緣 米可麻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836 青青陌上桑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843 青青陌上桑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3850 青青陌上桑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3867 青青陌上桑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3874 青青陌上桑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8-04-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3881 青青陌上桑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3898 青青陌上桑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7卷

9789574893904 悠閑富貴美娘子 花日緋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893911 悠閑富貴美娘子 花日緋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893928 蜜寵小繡娘 慕瑤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3942 蜜寵小繡娘 慕瑤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3935 蜜寵小繡娘 慕瑤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574893959 藥香美人 微漫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3973 藥香美人 微漫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3966 藥香美人 微漫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574893980 貴寵艷妻 李息隱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3997 貴寵艷妻 李息隱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4000 貴寵艷妻 李息隱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4017 貴寵艷妻 李息隱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4024 貴寵艷妻 李息隱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4031 天定福妻 花日緋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4048 天定福妻 花日緋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4055 天定福妻 花日緋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4062 天定福妻 花日緋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4079 天定福妻 花日緋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4086 陌上花開 梨花白著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4093 陌上花開 梨花白著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4109 陌上花開 梨花白著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4116 陌上花開 梨花白著 2015-12-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4123 陌上花開 梨花白著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4130 陌上花開 梨花白著 2016-01-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4147 醫妃寵上天 張家暖妞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4154 醫妃寵上天 張家暖妞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4161 醫妃寵上天 張家暖妞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4178 醫妃寵上天 張家暖妞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4185 醫妃寵上天 張家暖妞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4192 醫妃寵上天 張家暖妞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4208 醫妃寵上天 張家暖妞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7卷

9789574894215 如意佳婿 清越流歌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4222 如意佳婿 清越流歌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4239 如意佳婿 清越流歌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4246 如意佳婿 清越流歌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4253 如意佳婿 清越流歌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4352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卷

9789574894369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卷

9789574894376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卷

9789574894383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卷

9789574894260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4260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4277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4284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4291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4307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4314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4321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7卷

9789574894338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8卷

9789574894345 覆手繁華 雲霓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第9卷

9789574894482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卷

9789574894499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卷

9789574894390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4406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4413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4-12-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4420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4437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4444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1-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4451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7卷

9789574894468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8卷

9789574894475 一品庶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5-02-00 初版 平裝 第9卷

9789574894505 王妃總想逃 舒小糖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4529 王妃總想逃 舒小糖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4512 王妃總想逃 舒小糖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574895076 藥香怡人 梨花白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5083 藥香怡人 梨花白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5090 藥香怡人 梨花白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5106 藥香怡人 梨花白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5113 藥香怡人 梨花白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5120 藥香怡人 梨花白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5137 嫡女無良 微漫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5144 嫡女無良 微漫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5151 嫡女無良 微漫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5168 嫡女無良 微漫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5175 侯門藥香 寒曉作 2018-07-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182 侯門藥香 寒曉作 2018-07-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199 侯門藥香 寒曉作 2018-07-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205 侯門藥香 寒曉作 2018-07-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212 侯門藥香 寒曉作 2018-08-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5229 侯門藥香 寒曉作 2018-08-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4895236 侯門藥香 寒曉作 2018-08-00 初版 平裝 卷7

9789574895243 錦醫玉食 一夢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250 錦醫玉食 一夢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267 錦醫玉食 一夢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274 錦醫玉食 一夢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281 錦醫玉食 一夢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5298 盛寵嫡女 踏雪來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304 盛寵嫡女 踏雪來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311 盛寵嫡女 踏雪來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328 盛寵嫡女 踏雪來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335 盛寵嫡女 踏雪來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5342 夫君請自重 青芷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359 夫君請自重 青芷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366 夫君請自重 青芷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373 夫君請自重 青芷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380 一品藥妻 元寶兒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397 一品藥妻 元寶兒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403 一品藥妻 元寶兒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410 一品藥妻 元寶兒著 2015-11-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427 吾家有福 花日緋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434 吾家有福 花日緋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441 吾家有福 花日緋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458 吾家有福 花日緋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465 嫡女歸來 三生糖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5472 嫡女歸來 三生糖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5489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489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496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502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519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526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5533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4895540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卷7

9789574895557 容華似瑾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卷8

9789574895564 錦上花 衛幽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5571 錦上花 衛幽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5588 錦上花 衛幽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5595 錦上花 衛幽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5601 皇家小嬌妃 錦亦樂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618 皇家小嬌妃 錦亦樂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625 皇家小嬌妃 錦亦樂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632 皇家小嬌妃 錦亦樂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649 劫情七殿下 元寶兒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5656 劫情七殿下 元寶兒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5663 歡甜喜嫁 綠蕪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5670 歡甜喜嫁 綠蕪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5687 掌心嬌寵 久嵐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5700 掌心嬌寵 久嵐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5694 掌心嬌寵 久嵐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574895717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809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10

9789574895816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11

9789574895823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12

9789574895830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13

9789574895724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731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748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755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5762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4895779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7

9789574895786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8

9789574895793 百變小毒妃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9

9789574895847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5854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5861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5878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1-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5885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2-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5892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2-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4895908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2-00 初版 平裝 卷7

9789574895915 名門貴妻 閑聽落花著 2016-12-00 初版 平裝 卷8



9789574895922 神醫千金 葉蓁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5939 神醫千金 葉蓁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5946 神醫千金 葉蓁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5953 神醫千金 葉蓁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5960 福妻臨門 煙青色著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5977 福妻臨門 煙青色著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5984 福妻臨門 煙青色著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5991 福妻臨門 煙青色著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004 福妻臨門 煙青色著 2017-06-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6011 福妻臨門 煙青色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6028 福妻臨門 煙青色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7卷

9789574896035 金瞳記 元寶兒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6042 金瞳記 元寶兒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6059 金瞳記 元寶兒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6066 金瞳記 元寶兒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073 醫品王妃 上官慕容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6080 醫品王妃 上官慕容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6097 醫品王妃 上官慕容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6103 醫品王妃 上官慕容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110 醫品王妃 上官慕容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6127 農門小辣妻 張家暖妞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6134 農門小辣妻 張家暖妞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6141 農門小辣妻 張家暖妞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6158 農門小辣妻 張家暖妞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6165 農門小辣妻 張家暖妞著 2017-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6172 農門小辣妻 張家暖妞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6189 農門小辣妻 張家暖妞著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896196 侯府小福妻 月朧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6202 侯府小福妻 月朧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6219 侯府小福妻 月朧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6226 侯府小福妻 月朧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6233 相府貴女 迷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6240 相府貴女 迷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6257 相府貴女 迷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6264 相府貴女 迷花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6271 相府貴女 迷花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6288 相府貴女 迷花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4896349 錦繡滿園 梨花白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6387 錦繡滿園 梨花白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6394 錦繡滿園 梨花白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6417 錦繡滿園 梨花白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448 錦繡滿園 梨花白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6455 錦繡滿園 梨花白著 2015-03-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6295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6301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6318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6325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6332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6356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4896356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6

9789574896363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7

9789574896370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8

9789574896370 一品女醫 梨花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卷8

9789574896400 嫡女的快意人生 伍加衣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6431 嫡女的快意人生 伍加衣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6424 嫡女的快意人生 伍加衣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574896462 王的寵妃 木芷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6479 王的寵妃 木芷著 2019-02-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6486 君心可策 元寶兒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6516 君心可策 元寶兒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6523 君心可策 元寶兒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6530 君心可策 元寶兒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547 君心可策 元寶兒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6578 君心可策 元寶兒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第6卷



9789574896493 萬福小娘子 寒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6509 萬福小娘子 寒酥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6554 嬌寵小王妃 憂憂愛吃魚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6561 嬌寵小王妃 憂憂愛吃魚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6585 偏寵無度 綠蕪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6592 偏寵無度 綠蕪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6608 醫品榮華 一夢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6615 醫品榮華 一夢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6622 醫品榮華 一夢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6639 醫品榮華 一夢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646 王府寵妃 妃子笑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6653 王府寵妃 妃子笑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6660 王府寵妃 妃子笑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6677 王府寵妃 妃子笑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684 美味王妃 懮然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6691 美味王妃 懮然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6707 萌貨當道 元寶兒著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6714 萌貨當道 元寶兒著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6721 萌貨當道 元寶兒著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6738 萌貨當道 元寶兒著 2015-09-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6745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6752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6769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6776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6783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6790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6806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896813 農門小醫妃 迷花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4896820 偏偏嬌寵 若磐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896844 偏偏嬌寵 若磐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896837 偏偏嬌寵 若磐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574896851 花田種毒計 藝芸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6868 花田種毒計 藝芸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6875 花田種毒計 藝芸著 2017-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6882 花田種毒計 藝芸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6899 花田種毒計 藝芸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6905 花田種毒計 藝芸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6912 花田種毒計 藝芸著 2017-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896929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6936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6943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6950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6967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6974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6981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896998 棄婦歸來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4897001 偏寵卿卿 花日緋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7025 偏寵卿卿 花日緋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7018 偏寵卿卿 花日緋著 2019-08-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574897032 嬌媚表小姐 明夏一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7049 嬌媚表小姐 明夏一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7056 我的星上人 九穗禾著 2015-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897063 我的星上人 九穗禾著 2015-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897070 連城賦 潔塵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7094 連城賦 潔塵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7087 連城賦 潔塵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中卷

9789574897100 瘋寵嬌后 顧悅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7117 瘋寵嬌后 顧悅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7124 瘋寵嬌后 顧悅著 2018-06-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7131 瘋寵嬌后 顧悅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7148 瘋寵嬌后 顧悅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7155 金律良緣 梨花白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574897162 金律良緣 梨花白著 2018-01-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4897179 金律良緣 梨花白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574897186 金律良緣 梨花白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574897193 金律良緣 梨花白著 2018-02-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574897209 醫心如玉 郁楨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216 醫心如玉 郁楨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223 醫心如玉 郁楨著 2017-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230 醫心如玉 郁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247 醫心如玉 郁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7254 醫心如玉 郁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7261 一世清歡 花日緋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上卷

9789574897278 一世清歡 花日緋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下卷

9789574897285 嫡妻在上 花日緋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4897292 嫡妻在上 花日緋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4897308 嫡妻在上 花日緋著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4897315 嫡妻在上 花日緋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4卷

9789574897322 嫡妻在上 花日緋著 2017-12-00 初版 平裝 第5卷

9789574897339 嬌貴福妻 君曼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346 嬌貴福妻 君曼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353 嬌貴福妻 君曼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360 嬌貴福妻 君曼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377 嬌貴福妻 君曼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7384 醫品貴女 一夢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391 醫品貴女 一夢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407 醫品貴女 一夢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414 醫品貴女 一夢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421 醫品貴女 一夢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7438 醫品貴女 一夢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7445 醫品貴女 一夢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897452 絕色萌妻 楚清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469 絕色萌妻 楚清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476 絕色萌妻 楚清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483 絕色萌妻 楚清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490 絕色萌妻 楚清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7506 絕色萌妻 楚清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7513 侯門長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520 侯門長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537 侯門長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544 侯門長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551 侯門長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7568 侯門長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7575 侯門長媳 不游泳的小魚著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897582 豪門女神 歸曄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599 豪門女神 歸曄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605 豪門女神 歸曄著 2016-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612 豪門女神 歸曄著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629 豪門女神 歸曄著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7636 豪門女神 歸曄著 2016-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7643 錦衣還朝 傾吾三下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650 錦衣還朝 傾吾三下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667 錦衣還朝 傾吾三下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674 錦衣還朝 傾吾三下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681 侯府嬌寵 君曼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698 侯府嬌寵 君曼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704 侯府嬌寵 君曼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711 侯府嬌寵 君曼著 2018-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728 天家藥娘 寒曉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4897735 天家藥娘 寒曉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897742 天家藥娘 寒曉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4897759 天家藥娘 寒曉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4897766 天家藥娘 寒曉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574897773 天家藥娘 寒曉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574897780 天家藥娘 寒曉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574897797 蜜寵甜妻 李息隱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897803 蜜寵甜妻 李息隱著 2018-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897810 天定小嬌妻 槿岱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897834 天定小嬌妻 槿岱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4897827 天定小嬌妻 槿岱著 2018-09-00 初版 平裝 中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2103 sapediq群lemiyau伊屯部落植物圖說 洪翠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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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86319 東南亞商管資訊暨文創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21= 2021 Southeast Asia symposium on busines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y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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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8515 西頓的都勒斯: 占星詩集(烏瑪.塔巴里譯本)= Dorotheus of Sidon: Carmen Astrologicum: the 'Umar al-Tabarī translation班傑明.戴克(Benjamin N. Dykes)編譯; 陳紅穎(Ros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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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336396 哈利波特. 4, 火盃的考驗(繁體中文版20週年紀念)J.K.羅琳(J. K. Rowling)著; 彭倩文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563 夢中的橄欖樹 三毛作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570 流浪的終站 三毛作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594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7=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著; 簡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693 小狐狸們開飯囉!稻荷神吃飽飽 松幸果步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709 一不小心就和魔法師契約結婚了. 1, 不可思議的丈夫&甜蜜的同居生活三萩千夜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716 少年陰陽師. 51, 百鬼覺醒 結城光流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723 惡魔的餐桌: 讓人吃一口就上癮的超美味料理116道竜士著; 連雪雅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730 無星之海= The starless sea 艾琳.莫根斯坦(Erin Morgenstern)著; 謝靜雯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792 小書痴的下剋上FANBOOK. 3: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香月美夜作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573336808 世界第一簡單!3分鐘懶人BOX麵包 齋藤由郁里著; 連雪雅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815 把快樂當傳染病 三毛著 2021-02-00 二版 其他

9789573336822 快樂鬧學去 三毛著 2021-02-00 二版 其他

9789573336839 心裏的夢田 三毛著 2021-02-00 二版 其他

9789573336884 小說的藝術= L'art du roman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 尉遲秀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921 哈利波特. 5, 鳳凰會的密令(繁體中文版20週年紀念)J.K. 羅琳(J. K. Rowling)著; 皇冠編譯組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938 法式甜點幸福堂書店 秦本幸彌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945 美麗的凶器 東野圭吾作; 李宜蓉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952 后翼棄兵= The queen's gambit 沃爾特.特維斯(Walter Tevis)著; 呂玉蟬, 陳芙陽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969 十二首歌(特別珍藏版) Middle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6976 月亮前方三公里 伊與原新著; 王蘊潔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983 日子如光,愛你如常 旎好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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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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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126 羊男的迷宮 吉勒摩.戴托羅, 柯奈莉亞.馮克作; 呂玉蟬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133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簡捷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573337140 一不小心就和魔法師契約結婚了. 2, 危險的追求者vs.吃醋的丈夫三萩千夜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157 少年陰陽師. 52, 悲鳴之泣 結城光流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164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 綾辻行人原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3337188 相遇= Une rencontre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尉遲秀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7195 遇見自在優雅的自己 張德芬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201 回憶修理工廠= 思い出の修理工場 石井朋彥著; 王蘊潔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270 藝想天開: 舞台上的創意工作學 平珩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294 她厭男,她是我女友 閔智炯著; 黃莞婷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324 無限的i 知念實希人著; 林佩玟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3337331 無限的i 知念實希人著; 林佩玟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3337348 請代我問候 三毛作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573337355 第八位偵探 艾利克斯.帕韋西(Alex Pavesi)作; 歸也光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362 致命替身 李查德(Lee Child)著; 王瑞徽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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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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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409 小書痴的下剋上FANB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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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月美夜著; 椎名優插畫; 鈴華, 波野涼漫畫; 許金玉譯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3337416 親愛的老婆(珍珠婚紀念版) 侯文詠著 2021-06-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空凝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394

屏東縣西西古文教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97238 巧克力點心教室: 甜蜜的黑色魔力: 教你簡單調製出幸福好滋味許正忠, 林倍加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97245 餅乾教室開課: 品嘗幸福的滋味 許正忠, 張德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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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4241 素養評量 姚如芬主編; 王瑞宇, 徐亦礽, 葉舫伊編撰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258 同樂總動員(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曾玉茹, 石孟瑾編撰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265 同樂總動員(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曾玉茹, 石孟瑾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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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8711 你有看到我的獅子嗎? 周彥彤文; 夏仙圖 2021-04-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68440 The calling author An Ping 2020-12-00 1st ed. 精裝

9789869868457 月昇山谷 暢文; 塵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68464 塑膠袋小兔的冒險: 海廢的小旅行 suyu圖.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68471 跟著一首獅去旅行: 寧靜的時光,畫說旅行的回憶朵拉圖.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68488 隨心所變的樂我君 董致均圖.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68495 一期一繪: 詩物語 Jimmy Lee藝境裡事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2505 我們家的冰箱 草棉谷圖.文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72512 扭蛋雞: 扭轉奇雞 阿贊(陳贊宇)圖.文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2529 下睫毛的乳癌日記: 我的ㄋㄟㄋㄟ生病了= Ray's breast cancer diary下睫毛繪話生活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2536 你被愛情小魔遮眼了嗎? 其樂故事; R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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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9102 崇拜主禮指南 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著; 榮懌真翻譯 202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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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4491 技術型高級中學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Tourism & hospitality English conversation何美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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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2242 人間佛教研究. 2021第十一期 陳劍鍠主編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12280 我快樂 因為我知「道」 妙益法師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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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55590 國際藝術家節藝術家作品集. 2021第四屆= 4th International Artist Day楊佳廣, 曾凱琳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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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6001 韓國現代小說中傷痕樣相研究= 한국 현대소설의 트러우마 양상 연구張秀蓉作 2020-09-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46018 Estudio descriptivo de las oraciones subordinadas sustantivas en español para sinohablantes= 西班牙語名詞子句對華人的描述性研究Chuan-Chuan Lin(林娟娟)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46025 Mr. Squirrel's bread edited by Allison Chia-Yi Li; illustrated by Chin-Jie Lin2020-12-00 平裝

9789869946032 寓意與奇幻的遊戲: 季娜.魯賓娜<>小說中的色彩(俄羅斯文版)王怡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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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6116 牛年運程 洪正忠編著 2020-07-00 12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皇家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英倫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柏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迦南翻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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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6

為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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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8565 泥鰍講古. 四 劉福秋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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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3630 一場婚禮譜出一趟英國行 林慧瑛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683647 古代以色列智慧書: 聖經文學賞析= Ancient Israelite wisdom: a critical appreciation蔡梅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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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1792 亞洲壓克力產業模範生: 繼奇美實業後,台灣壓克力產業的經營故事季子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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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9574 中區高中職校設計藝術觀摩展. 第一屆 許文融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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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2234 (新譯)永井荷風: 江戶藝術論 永井荷風著; 侯詠馨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2258 (新譯)宮本百合子的自由之心: 收錄、等各種勇於做自己的冒險宮本百合子著; 侯詠馨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2265 (新譯)田山花袋的大叔少女心 田山花袋著; 蘇暐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2272 100個爸爸送給你的真愛語錄 Jonathan Brody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2289 (新譯)海野十三: 回到未來: 收錄、等對未知世界的奇想海野十三著; 侯詠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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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14483 Process systems analysis and control by Steven E. LeBlanc, Donald R. Coughanowr 2020-08-00 平裝

9789863414513 從症狀到診斷: 實證醫學指引= Symptom to diagnosis: an evidence-based guideScott D.C. Stern, Adam S. Cifu, Diane Altkorn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14520 科技創新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elissa A. Schilling作; 李亭林編譯 2020-09-00 六版 平裝

9789863414537 臨床倫理學= Clinical eth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thical decisions in clinical medicineAlbert R. Jonsen, Mark Siegler, William J. Winslade原著; 辛幸珍等譯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1454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by J. N. Reddy 2020-10-00 平裝

9789863414551 物理化學= Physical chemistry Ira N. Levine著; 黃孟槺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14568 電路學=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Charles K. Alexander, Matthew N. O. Sadiku著; 林義楠, 古頤榛譯2021-01-00 三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414575 All of us reader. 2A: here we go pony trekking by Ann Evans de Bernard 2021-01-00 平裝

9789863414582 All of us reader. 2B: let's go to Mexico by Ann Evans de Bernard 2021-01-00 1st ed. 平裝

9789863414599 All of us reader. 2C: the smart rabbit by Ann Evans de Bernard 2021-01-00 平裝

9789863414605 行銷管理= Essentials of marketing: a 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approachWilliam Perreault, Joseph Cannon, E. Jerome McCarthy著; 黃延聰, 周瑛琪編譯2021-01-00 三版 平裝

9789863414612 教育研究法: 研究設計實務=How to design and evaluate research in educationJack R. Fraenkel, Norman E. Wallen, Helen H. Hyun著; 楊孟麗, 謝水南譯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3414629 University chemistry by Brian B. Laird, Raymond Chang 2021-02-00 平裝

9789863414636 電路學=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Charles K. Alexander, Matthew N. O. Sadiku著; 林義楠, 古頤榛譯2021-03-00 三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414643 財報詭計: 識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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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14650 穩定不穩定的經濟=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著; 陳儀翻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3414667 笑傲股市: 歐尼爾投資致富經典= How to make money in stocks: a winning system in good times or bad威廉.歐尼爾(William J. O'Neil)著; 陳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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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5949 狗札記: 黃柏仁作品集= The dog's notes: a portfolio of HUANG Poren's sculptures黃柏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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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0772 電競世界沒有少女= Does not exist 陳清淵原著; 飛西啟漫畫 2020-07-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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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紅野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飛鳥季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萬善祠管委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33271 新北新視野. 2020: 新住民國際論壇論文集= Proceedings on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aiwanese New Immigrants商貿外語學院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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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264 創新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全文集. 2020=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Design陳瑛琪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3288 創新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0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院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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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583693 俏僧女 蘇浣兒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1583778 迷糊生子 丹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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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5981 通義與異議: 孔廣森對公羊學關鍵論題的統籌與澄清楊濟襄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9508 舊統開新局: 康有為思想的立基與演繹 楊濟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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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7572 消費者行為: 洞察生活、掌握行銷 曾光華著 2021-04-00 四版 平裝

9789869947589 企業A+的基石.GISC模式: 治理、創新、傳承與文化陳春山, 周筱玲, 熊維強, 蘇勇, 汪志勇, 邱南傑, 陳淩, 朱建安, 鍾喜梅, Veerapong Malai, Luckxawan Pimsawadi, Suchart Tripopsakul, 魏美蓉, 李逸庭合著; 陳春山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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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0962 在日本暢行無阻的日文單字+文法 陳殿邦著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869870979 牛津英語大師教孩子看圖學ABC 路易思, 楊淑如著; Amber Sung繪圖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8235 我的第一本九型人格 陳思宏著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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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045270 國小升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第4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37176 南開科技大學創校50周年紀念特刊 吳昭瑰編輯 2021-04-00 平裝

9789869637183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1 張振松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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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7169 包羅萬象: 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畢業專刊. 110級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110級畢籌會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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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0803 新世代模具與成型產業智慧工廠白皮書: T零量產的新高度陳震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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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29248 天鵝圖騰 姜戎著 2021-06-00 平裝

9789863529293 武俠小說史話 林遙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529309 武俠小說史話 林遙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529378 四大名捕骷髏畫(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529392 逆水寒(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上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型創科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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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南開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進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昶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科大創新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飛象文化



9789863529415 逆水寒(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529408 逆水寒(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中冊

9789863529422 逆水寒. 續集(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529446 逆水寒. 續集(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529439 逆水寒. 續集(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中冊

9789863529484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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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29514 卡內基五分鐘名人秘史 戴爾.卡內基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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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29606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5-00 平裝 第17冊

9789863529613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5-00 平裝 第18冊

9789863529620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19冊

9789863529637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2021-02-00 平裝 第20冊

9789863529644 老舍作品精選. 2-4, 四代同堂 老舍著 2021-04-00 平裝 上冊

9789863529668 老舍作品精選. 2-4, 四代同堂 老舍著 2021-04-00 平裝 下冊

9789863529651 老舍作品精選. 2-4, 四代同堂 老舍著 2021-04-00 平裝 中冊

9789863529675 老舍作品精選. 5, 月牙兒 老舍著 2021-06-00 平裝

9789863529729 陳墨: 人物金庸 陳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29781 熱風 魯迅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29798 華蓋集 魯迅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29811 語絲漫談 周作人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29842 天鵝圖騰(限量簽名精裝版) 姜戎著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3529910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3529927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3529934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3529941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3529958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3529965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3529996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589004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589011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589226 基督教的真相 李雅明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589233 耶穌是如何成為神的 巴特.D.埃爾曼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5589363 啼笑因緣 張恨水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9400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2021-05-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589417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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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1225 歡天喜地: 太陽盛德箴言錄 太陽盛德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232 千年之約 太陽盛德等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249 千年之約. 二: 光的傳奇 太陽盛德等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256 療癒泉力 太陽盛德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263 助的祕密 太陽盛德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270 Say no to depression by Ted Sun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9971287 富足你也可以 太陽盛德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1294 The secret to blessing by Ted Sun 2021-03-00 1st ed. 平裝

9789860644906 The fountain of healing [by]Ted Sun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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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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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93933 「5G.OTT.滙流」論文集 彭芸, 葉志良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43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前進新大陸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8993 自閉症兒童早期藝術育療= Art as an early intervention tool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Nicole Martin著 ; 吳明富, 黃千千合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600 醫療家族治療= Medical family therapy and integrated careSusan H. McDaniel, William J. Doherty, Jeri Hepworth著; 劉瓊英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617 醫務社會工作 溫信學著 2021-01-00 五版 平裝

9789869954624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 社會脈絡下的倫理實踐曾華源等合著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9954648 樂玩幸福感: 六色積木與遊玩箱正向心理助人模式韓佩凌, 蕭兆祺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655 人本存在: 年長者與照顧者藝術治療 吳明富, 呂冠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662 互動式導覽應用與實踐: 美術館、學校及劇場陳晞如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4679 形線畫= Form drawing Hans Rudolf Niederhauser, Margaret Frohlich著; 郭雪貞, 謝孟吟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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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292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首部曲 王福東著 2018-10-00 再版 平裝

9789578524088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二部曲 王福東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170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三部曲: 32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王福東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34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四部曲 王福東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422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五部曲, 32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王福東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524514 鋼琴小品集 應廣儀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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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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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6502 在台湾日系企業昇給率.福利厚生調査. 2021= Salary increase & benefit survey report. 2021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86519 調薪率.福利調查. 2021= Salary increase & benefit survey report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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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6432 詩控餐桌 亮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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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8834 銀髮鬥志: 用心贏得人生下半場= Älter warden: weiterwachsen費戴里斯(Fidelis Ruppert)著; 鄭玉英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48841 我的銀髮我自主: 生命映畫本(實作手冊) 吳信如, 王幸珍, 林彥妤, 周秀雲, 林淑芬, 洪旋格, 胡瑞芝作20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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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2742 細讀歷代志 盧俊義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5762766 細讀歷代志 盧俊義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5762759 細讀民數記 盧俊義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762773 細讀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盧俊義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762780 細讀約書亞記 盧俊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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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7676 華德來: 德語文法小撇步 黃惠慈編輯 2020-07-00 平裝 上冊

9789865627713 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 109學年度黃惠慈, 陳素連, 王佳琪等作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01436 一個台東囝仔的腳印: 張永茂自傳 張永茂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亮語文創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保聖那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2179 識字小學堂. 2: 認識身體、角色、感受 語文小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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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019010 蓮心路草: 張田黨的人生紀事 張田黨口述; 陳易志訪問.撰稿; 劉承欣整理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027 獨立革命的世界史: 一百個民族解放運動故事楊碧川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164 我咧唱歌= Guá leh tshiùnn kua 王秀容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140 實用環境控制與節能減碳 陳良銅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171 李登輝訪日秘聞 王輝生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188 病毒、謊言、大外宣: 中國造假如何毀滅全世界余杰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195 李登輝訪日秘聞 王輝生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578019201 中共,你們欺負台灣人還不夠嗎? 克林肯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218 解嚴之前的禁書 廖為民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225 沙茶: 戰後潮汕移民與臺灣飲食變遷 曾齡儀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232 台灣獨曆. 2021: 台灣歷史上的今天= Taiwan independence calendarMock Mayson主編.繪圖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249 灶雞仔: 台語短篇小說集 陳正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256 活著說出真相: 蔡寬裕先生訪談錄 陳儀深訪問; 彭孟濤, 林東璟, 潘彥蓉紀錄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263 昂首撥雲現青天: 林光義先生訪談錄 陳儀深訪問; 簡佳慧記錄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8019454 綠色牢籠: 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黄胤毓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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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6421 論生涯: 紫微.氣質= Zi Wei as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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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3187 蔣爸爸把喜歌劇變有趣了!: 魔笛 費加洛的婚禮 卡門潘錫鳳, 蔣國男文; 林詩涵圖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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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743566 微塵 楊牧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6743573 微塵 楊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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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16193 幼幼數學圖畫書: 綠豆村的綠豆 李紫蓉文; 張振松圖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1616339 好想吃榴槤 劉旭恭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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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16377 幼幼數學圖畫書: 拍花籮 潘人木文; 曹俊彥圖 2021-03-00 四版 精裝

9789861616384 幼幼數學圖畫書: 滅龍行動 王金選文; 柯廷霖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1616414 Guji Guji 陳致元文.圖 2021-03-00 三版 精裝

9789861616520 紅龜粿 王金選文; 曹俊彥圖 2021-04-00 三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243893 全方位英文綜合測驗(克漏字) 張勝溢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2243909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詳解: 數學考科 朱正康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243916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詳解: 自然考科 張鎮麟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2243923 歷年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詳解: 英文考科 張勝溢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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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5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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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飛燕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音樂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柏億出版社

送存冊數共計：1

柏樂



9789865155384 我有百萬億分身 重劍無鋒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5476 武道通神 木士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5520 修真界唯一錦鯉 枯玄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5599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 貓寬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5612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5704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5711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5780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797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5803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5902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5919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008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156138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6183 極樂淨土 世末鴿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6190 極樂淨土 世末鴿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6237 龍套少女要修仙! 貓邏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275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6282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6367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6374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381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6497 少年心理師 風念南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6503 少年心理師 風念南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6480 黎明之劍 遠瞳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6589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156596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156619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6626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6633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6640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6671 星際涅槃 羅霸道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6688 星際涅槃 羅霸道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6718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156725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6732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6749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6756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763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6770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6787 詭秘之主 愛潛水的烏賊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6817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6824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6831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7517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524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531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6893 江山如夢 自初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6916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6923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6954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6961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6978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6985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01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9789865157036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57043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157074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7104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111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128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135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142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159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166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180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9789865157197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157203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210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258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296 無夢系列 夜非夜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7302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319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326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333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7340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7357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7364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7371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7388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7395 武道通神 木士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57401 武道通神 木士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57425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7432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7449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7456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57463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57470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157487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494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7500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7548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7555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7562 不敗武神 鐵鐘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7579 神工 任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3冊

9789865157586 神工 任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4冊

9789865157593 神工 任怨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5冊

9789865157609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7616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7623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7630 太乙 霧外江山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7647 太乙 霧外江山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7661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7678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7708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7715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7722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7739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57746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57760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7777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7784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157791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157814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7821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7838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7845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157852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157869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9789865157876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7883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7890 蒼青之劍 幽祝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7906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草子信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7913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9789865157920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9789865157937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978986515794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9789865157951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9789865157968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15800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9789865158019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9789865158026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9789865158033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8040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8064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8071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8149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8156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8163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8170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158255 最強偶像 蓮洛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8262 最強偶像 蓮洛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8279 穿越變蘿莉(新裝版) 白日幻夢作 2021-04-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8286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8293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8309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58316 黎明之劍 遠瞳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8361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8392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8408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8422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8507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8514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8521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8569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9789865158576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9789865158583 玄門醫聖 魚樂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9789865158590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8606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8613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8620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8637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58644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59023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9030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9047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8651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158668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9789865158729 江山如夢 自初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8736 江山如夢 自初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8965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8989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58996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159122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9789865159238 神工 任怨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66冊

9789865159245 神工 任怨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67冊

9789865159252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59269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159276 全職公敵 石川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159313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59368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9429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59436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59443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59450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159467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15947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9789865159481 偷天修羅 左夜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159535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978986515954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9789865159566 花之姬綺譚 花鈴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59573 無夢系列 夜非夜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59597 穿越變蘿莉(新裝版) 白日幻夢作 2021-06-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9689 你看我會魔法喲 妍小愛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59757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草子信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59856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9887 神魔書 血紅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159948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2021-07-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6263110014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6263110038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110076 鏡界 左夜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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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1873 BBC專家為你解答: 基因的祕密 << BBC知識>>國際中文版作; 賴毓貞, 林云也, 劉冠廷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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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3544 維恩的秘密莊園= 2021 Photo book Sharon's secret ma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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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3006 好喔! 洪于婷作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83013 摸我! 王郁文作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83020 抹布黑 鄭佩玲(阿布)作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83037 歡迎光臨 張秀蓮作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83044 烤地瓜二重唱 洪若苹作 2020-11-00 精裝

9789869983068 阿甘's vlog 王郁文, 洪于婷, 洪若苹, 黃秋芬, 張秀蓮, 鄭佩玲作2020-11-00 精裝

9789869983051 手套兔 黃秋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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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0364 專為孩子設計的創意摺紙大全集: 10大可愛主題x175種趣味摺法,一張紙玩出創造力x邏輯力x專注力!四方形大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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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19314 我的小確幸 東奔西顧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060084 喜歡你,很久很久 唧唧的貓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0091 喜歡你,很久很久 唧唧的貓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0114 不想只有暗戀你 顧了之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0121 不想只有暗戀你 顧了之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0145 神祕主義至上!為女王獻上膝蓋 一路煩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60152 情緒掌控,決定你的人生格局 宋曉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206 後來,我喜歡的人都像你 萬詩語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220 解謎才不像漫畫那麼簡單 藤崎都著; 黃薇嬪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60237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下. 五, 逍遙遊春秋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244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下. 六, 百年問一劍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251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下. 七, 雪中斬天龍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275 孩子長大了,我們該怎麼辦: 給父母的分離焦慮指引,用聆聽與信任,陪伴青少年探索戀愛、升學、人際關係與獨立的成長課題= Grown and flown麗莎.霍夫曼(Lisa Heffernan), 瑪莉.戴爾.哈靈頓(Mary Dell Harrington)著; 何佳芬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282 黑蓮花攻略手冊 白羽摘雕弓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060305 廚病激發BOY. 2 藤並みなと著; 江宓蓁翻譯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60329 20歲,才開始: 你要不斷進化,然後驚豔所有人 魏漸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336 理想情緒: 用草藥、精油、適應原找到內在平衡的情緒排毒計畫= Moodtopia莎拉.查納.希爾佛斯坦(Sara-Chana Silverstein), 蘇珊.高蘭(Susan Golant)著; 傅雅楨, 何佳芬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343 你有多獨立,就有多美好 王珣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466 我是微笑,34歲,留職停薪中 おおが きなこ作; 涂紋凰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473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六, 末世嚴選群魔亂舞: 牛李黨爭權謀劇x黃巢之亂災難劇士承東林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0480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六, 末世嚴選群魔亂舞: 牛李黨爭權謀劇x黃巢之亂災難劇士承東林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0589 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 東奔西顧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0596 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 東奔西顧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0619 #匿名故事區 匿名用戶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626 人生沒有技巧,就是篤定地熬 宋曉東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美藝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嬰媒體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雲林縣瓊埔合作農場

送存種數共計：100

送存冊數共計：202

紅樹林出版



9789865060633 時光微微甜 酒小七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0657 時光微微甜 酒小七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0640 時光微微甜 酒小七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865060671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一, 杯中起漣漪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688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二, 轉戰三千里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695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三, 血染欽天監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701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四, 落子太安城 烽火戲諸侯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893 零意志力也OK!懶人PDCA工作術: 擺脫瞎忙、無紀律、沒毅力,軟爛魯蛇也能精準實踐的行動心法= 弱くても最速で成長できる ズボラPDCA北原孝彥著; 張嘉芬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916 江湖夜雨讀金庸 馬大勇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923 趁早把未來磨成你想要的樣子 王宇昆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930 追逐怪物的人: 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的連續殺人案追蹤記權日勇, 高樹作; 黃莞婷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0961 長安驚雲 風吟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0978 長安驚雲 風吟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0992 我想過得比去年好一點: 每個月改變一件小事,讓自己更健康、更快樂的生活提案= The self-care solution珍妮佛.艾希頓(Jennifer Ashton)著; 蔡心語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043 女孩與性: 好想告訴妳,卻不知道怎麼開口的事佩吉.奧倫斯坦(Peggy Orensteinr)作; 溫壁錞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098 我殺死的男人回來了 黃世鳶著; 尹嘉玄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104 請你勇敢地美回去 王珣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135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七 士承東林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1142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七 士承東林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1173 牠不是普通的狗: 海豹隊員與軍犬開羅走過戰火、相互療癒的故事= No ordinary dog: my partner from the SEAL Teams to the Bin Laden raid威爾.切斯尼(Will Chesney), 喬.萊登(Joe Layden)作; 蕭季瑄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180 一次通過的超速考試法: 考試之神的應考戰略,學生、公職、專業證照短期考取= 短期合格者だけが知っている! 「一発合格!」勉強法超速太朗著; 王岑文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203 他和她的貓 唧唧的貓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210 戀上浪花一朵朵 酒小七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61234 戀上浪花一朵朵 酒小七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061227 戀上浪花一朵朵 酒小七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中冊

9789865061265 在麵包店賣飯糰: 賣破千萬本書的王牌編輯教你創造超乎想像的好點子柿內尚文作; 涂紋凰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289 即使世界烏雲罩頂,妳也要自帶閃光 格姐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326 老子說要斷捨離,人生才不會焦慮: 停止過度努力,從此不糾結、不生氣、不委屈的簡單生活指南羅大倫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61371 情緒按紐: 告別一觸即發的情緒地雷,脫離悲傷、憤怒、恐懼的掌握= Triggers: how we can stop reacting and start healing大衛.瑞丘(David Richo)著; 蔣慶慧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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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9062 告別玻璃心的十三件事= 13 Things mentally strong people don't do艾美.莫林(Amy Morin)著; 洪慧芳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99079 熱什哈爾: 珍貴的露珠: 穆斯林族群的壯麗與悲絕= Rashaha關裏爺著; 張承志, 馬學華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9086 從名城讀日本史: 30座名城x32個歷史事件,細數從建國到戰後,日本史上的關鍵大事孫實秀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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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293 民法物權論 謝在全著作 2020-09-00 修訂七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379309 民法物權論 謝在全著作 2020-09-00 修訂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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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258 臺灣常見中草藥 張永福編著 202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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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371 國貿條規解說. 2020= Incoterms. 2020 余森林, 楊安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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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789 生之華: 高惠芬創作專輯= A brilliant life: a collection of creative artwork by Carol Kao高惠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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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1906 中国語の熟語.ことわざ活用辭典(中日對照) 姚義久主編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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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惠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義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永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森林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54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謝在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805 視界融合 = Fusion of horizons: Wu Yeou-Xin's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s version / discourse of art practice吳宥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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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958 作客沙發 賴小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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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585 姚旭燈畫集= Paintings by Yau Shiuh-Deng 姚旭燈作 2021-05-00 第四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235 珍惜台灣美景 關懷世界遺產: 趙宗冠86回顧邀請展專輯. 二十洪千惠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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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393 一句話讓人變心: 如何巧推大腦成為說話高手?李明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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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321 時序: 謝淑慧作品集. 三 謝淑慧作 2021-04-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376 探古訪今: 英國的美麗與哀愁 葉乃琳撰寫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6383 探古访今: 英国的美丽与哀愁 枼乃琳撰写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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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174 衍生性金融商品= Derivatives 謝劍平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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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9728 NEXEN時間之血 謝春德詩文.攝影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9780 河洛語造句集 洪國良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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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727 郭英雄聊天室: 患者變好友. No.3 郭英雄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4389582 我愛鬱金香攝影集 郭英雄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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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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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炳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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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春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乃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劍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明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淑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旭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宗冠

吳宥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志遠



9789574385478 生之蘊: 施炳煌今昔創作展專輯 施炳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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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736 迎旭東臺: 十人書法展作品集 李國揚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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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9735 樂活福爾莫莎 葉民松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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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835 如意養生運動之十九: 風動蓮香 蓋蕙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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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772 大地工程學. 二, 基礎工程篇 施國欽編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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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096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林鈺雄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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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890 人身保險核保與理賠 呂廣盛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8196 槍術入門之道: 活學活練活用 張博智著作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082 今年怎麼沒有蛙鳴的聲音 姚守衷作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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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045 關稅法論 李憲佐著 2021-04-00 增訂三版 平裝

9789574387052 關稅法論 李憲佐著 2021-04-00 增訂三版 精裝

9789574387052 關稅法論 李憲佐著 2021-04-00 增訂三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290 夢想與實踐: 王美幸色彩到琉璃光的追逐 王美幸作 2020-11-00 精裝

9789574383290 夢想與實踐: 王美幸色彩到琉璃光的追逐 王美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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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531 行政法學總論 陳新民著 2020-07-00 新十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8944 幻夢: 虛擬之歌. II= Empty dream: virtual songs 王蔘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王美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陳新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守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憲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廣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鈺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民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蓋蕙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永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429 庸醫劣傳 黃成義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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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743 謝南光: 從台灣民眾黨到中國共產黨 戚嘉林作 2020-09-00 平裝

9789574384624 韓戰留下的台胞印記 閻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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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715 芬芳校園溫馨情 陳文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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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224 運河漕運與青幫 吳光清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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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762 董國楨書文集 董國楨書寫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4387779 董國楨書文集 董國楨書寫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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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498 漢語大師(日文版4)= Chinese master 戚其璇, 呂石玫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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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159 公平交易法要義 何之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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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700 民歌有悅: 新校園民歌21世紀: 周興立作品集= Dr. Hsing-Lih CHOU: songs of joy Taiwan campus folk songs in the 21st century楊清惠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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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257 外籍照顧服務員專業字彙= Chinese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for foreign care workers湯麗君, 湯曉君編著 2021-05-00 平裝

9789574388264 外籍照顧服務員 高齡者疾病概論= Introduction of ageing-related diseases for foreign care workers湯麗君, 湯曉君編著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852 禧髮: 媽媽宴會造型工具書 洪宇彤, 陳筱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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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0930 恆常. 2020: 黃秋月= Chiou-Yue Huang 黃秋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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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694 躲貓貓的時候我在哪裡? Lee Hsiu Luan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秀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宇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秋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清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湯麗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之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光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振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嘉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文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成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77527 玄珠集 太一, 張丁炎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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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267 健康生活實用美容經絡 張逸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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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569 黃氏族譜: 黃庭政公派下文寶公裔璿卿公系 黃欽達, 黃運金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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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577 耶穌的故事: 改革與追求公平正義= Stories of Jesus: reform and pursuit of justice蔡百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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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434 台灣本土青草實用解說 翁義成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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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1013 樂在分享. 第十集, 誓願老不休-八十生涯瞅睬 楊清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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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363 侯勝賢畫集. 二,　丹青澄心30年回顧選輯 侯勝賢作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673 台灣老農: 林老得先生一生奮鬥故事繪本 林全興(光繪)圖文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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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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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曾勁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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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878 浮世觀想 李新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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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1050 誘色年華: 趙信男陶藝展= Years In Full Colors: Chao Hsin-Nan Ceramles Exhibition趙永賀等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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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970 NEW HOPE長笛教材: 團體班專用教材 長笛. 第二冊陳永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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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833 冬日暖陽: 將佛法擁入生命 法觀法師著 2021-03-00 四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永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觀行靜居法觀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新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信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全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勁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清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侯勝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百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義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逸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欽達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麗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874 張馥堂的五彩人生: 見證海峽兩岸交流三十年紀實張馥堂作 2021-05-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829 鬼套籠 吳學寶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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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622 特殊行業稅務與會計實務. 三 張正仁編著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730 紫色貓咪音樂劇 by Alice and Lil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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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447 燭學美的美一課 陳婉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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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0190 職場與法律= Workplace and law 鄭津津著 20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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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294 竹梅源文藝獎全國油畫創作比賽. 2019-2020= Zhumeiyuan Culture and Art Awards 2019-2020 national creative oil painting competition蘇中原, 劉俊禎, 李芳玲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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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454 BooBoo and Jubee save their boy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James Hugh G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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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3072 林金城詩書雅集 林金城著 201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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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177 3D圖解裝修木作常用施工大樣 鐘仁澤, 鐘友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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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630 人生像一座舞台 林豐賓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4388233 歲月不待人 林豐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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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697 八卦掌.中醫整復 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宇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莊金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金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鐘友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源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ames Hugh Gough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婉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津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正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Alice and Lily Che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馥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學寶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44444 凝燄 愛啡作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44444 凝燄 愛啡作 2017-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7137 小半 愛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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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103 常見骨骼疾病診治與保健 楊榮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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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758 7雪城之翼. 首部曲, 昭羽紫綺 羽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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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270 風水世家 賣厝阿明著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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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790 數學學測考型: 曲線、圖形及空間性質 姚俊旭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8806 廠內安全距離及保留空地相關規定 姚俊旭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9544 空氣汙染防制補充教材 林怡劭編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9889 火災學講議 林怡劭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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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1814 南宋外戚楊氏繫年: 金門楊姓先世輯證 楊秉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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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335 路得記: 基督的新婦 盧穎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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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832 八大仙翁詩文集 郭南州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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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621 佛經之生命智慧行: 以<>、<>、<>為主 張麗卿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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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618 蒙福的人= The blessed 洪溫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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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532 基礎分析化學實驗手冊 薛光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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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604 我欲創啥物: 石磯仔著疫災 林瑛俐Bapan Lily文(台語); 徐尤書Ada Hsu圖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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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尤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麗卿(南投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溫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徐碧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三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un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楊秉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昕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素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464 臭屁禪 丁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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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892 美容法律案例解析. 醫事法篇 邱創智, 孫郁喬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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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9865 我所認識的易經. 四, 无妄至大壯十卦漫談 毛炳生著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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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658 奇人眼裏出新詩 褱安文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3658 奇人眼裏出新詩 褱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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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882 事實能量與向量不真空 朱駿著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8028 翡翠碑文: 宇宙和生死的終極答案大揭密(傳世天書首部繁體中文譯註版)= Les XV Tablettes de Thoth l'Atlante赫耳默斯(Hermès Trismégiste)原著; 鄭斯堯譯註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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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044 國際關係 徐暄景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574384891 海洋臺灣 徐暄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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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356 芳香療法按摩實務 鄭寶寧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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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63711 生命起源報告書魔鬼現形記實 劉邦泰作 201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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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064 文體論: 說給你聽-公牘文3講 許玉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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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724 東南亞政府與政治 王遠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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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493 紅樓夢詩詞韻文唸唱 曹雪芹詩詞.韻文; 唐美惠句譯.譜曲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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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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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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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邦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許玉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暄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寶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朱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斯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炳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褱安

丁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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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345 古今漢語量詞應用於名詞與動詞之對照表= A tabl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classifiers pertaining to nouns and verbs陳榮安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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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9797 後繞境創作報告: 科技、藝術、民俗的召喚 戴嘉明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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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004 林再生經典攝影集. 1, 世界級名山= Lin, Tsai-Sheng's photography林再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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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939 海洋冒險= Marine adventure 杜岳作 2021-05-00 平裝

9789574389438 哈瑪星號海底快車= Hamasen seabed express train杜岳作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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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665 穿越地平線的光影: 夫妻對話 牧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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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102 Unemployed killers support group 里約作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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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0916 我可以在國外發展嗎?= Can I live abroad? 林麗嫦作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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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799 韓詩大選= Han's poems special collection 挑大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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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5875 園藝管理系統 楊春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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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000 回歸直接經驗 林鈺堂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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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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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俊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國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瑞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孟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杜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佳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412 淡水河是我家 喬莅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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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161 河東河西歷遊記: 大溪探索之旅 張金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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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042 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Unity程式設計教材盛介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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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059 視覺化社交網路與電子商務 邱筱雅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8097 資料庫結構化語言 邱筱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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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066 金丹講義 陳子石著作; 陳如麟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8929 玄典直解全集 陳子石著作; 陳如麟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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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352 臺灣工業新風貌—田園工廠: 特定工廠政策推動、法規及實務雲瑞龍, 李書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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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489 歷史地理導論: 中國科學之認知基礎 歐崇敬著 2021-04-00 平裝

9789574389025 文化地理學導論: 文化本源中的知識傳統 歐崇敬著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4365 依婉.姑牧的織布課 吳俊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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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7138 彰化美食123系列報導. 第3集 賴岸璋, 李寶銀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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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7121 西遊記之修行義趣白話註解. 第一冊, 第1至30回寶雲居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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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7756 探索 黃亞萍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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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142 告別檳榔、擁抱荖葉: 你所不知道的荖葉 張育銓等著作 2020-07-00 初版 精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育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鈺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劉昆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亞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吳俊德(南投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岸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書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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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邱筱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如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金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盛介中

小栗子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962 教育檢定考第一本教育哲學 蘇鈺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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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357 股市傳家寶 股市影武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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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307 LIMBO: 見習房東與非人房客 QUESTION MARK神貓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387106 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 布里斯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4388240 LIMBO: 非人房客與人類見習房東 x Dr神貓醫生心療所QUESTION MARK神貓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8677 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 拾遺集 布里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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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876 畫中話: 劉元春創作集 劉元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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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8968 阿台的傳家寶 陳懷台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78968 阿台的傳家寶 陳懷台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78975 阿台的传家宝 陈怀台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2156 憶祖父: 黃花崗烈士陳更新 陳懷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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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071 香火裡的記物微觀: 許明香陶藝創作= Hsu Ming Hsaing ceramics portfolio許明香作 202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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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330 不可思議的水 富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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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422 2020斬首式戰爭元年: 一道世界和平的曙光 汪泉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2477 2020斩首式战争元年: 一道世界和平的曙光 汪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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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606 敬天愛人的全人教育 王玉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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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590 市場脈絡與貿易選擇 張弘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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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013 設施管理手册. 第二册, 設施的規劃、設計、營建=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handbook沈明展, 林世俊, 吳秋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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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0046 牙材力: 大師們的百寶箱 林茂雄著 2020-09-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茂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弘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世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益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玉華(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許明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馥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劉元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懷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股市影武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狐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0138 彩畫揚藝: 高明珠膠彩之美 高明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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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0275 樂活金寧: 亮麗學習專刊 蔡世舜總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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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0299 單簧管幻想曲研究: 「夏日幻想」葉明和單簧管獨奏會樂曲分析與詮釋理念= A study on clarinet fantasies: interpretive analyses of Min-Ho Yeh's Clarinet recital program: Fantasies in the Summertime葉明和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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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1067 說神: 姻緣 PAPARAYA繪圖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1241 說神: 拜拜 PAPARAYA繪圖 2020-10-00 修訂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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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159 21世紀初階鋼琴教學法: <>培養全方位音樂家何佩華著 2020-09-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4381371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本1= Music moves for piano. Lesson book 1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合作; 何佩華譯2020-10-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4381388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本2= Music moves for piano. Lesson book 2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合作; 何佩華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39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本3= Music moves for piano. Lesson book 3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01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本4= Music moves for piano. Lesson book 4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18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本5= Music moves for piano. Lesson book 5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25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師教案. 1= Music moves for piano: teacher's lesson plans. 1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合作; 何佩華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32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師教案. 2= Music moves for piano: teacher's lesson plans. 2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合作; 何佩華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49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師教案. 3= Music moves for piano: teacher's lesson plans. 3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56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師教案. 4= Music moves for piano: teacher's lesson plans. 4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63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教師教案. 5= Music moves for piano: teacher's lesson plans. 5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470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A= Music moves for piano: keyboard games book A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4381487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B= Music moves for piano: keyboard games book B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4381494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鍵盤遊戲教本A與B: 教師的教案= Music moves for piano: keyboard games book A & B: teacher's edition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574381500 動的音樂鋼琴教程: 調性與調式-琶音、終止式與音階完全教本= Music moves for piano: keyalities & tonalities - the complete book of arpeggios, cadences & scales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2020-10-00 平裝

9789574381517 節奏型/音型CD併用教本= Rhythm and tonal patterns from the pattern CD瑪麗琳.樓(Marilyn Lowe), 艾德文.高登(Edwin E. Gordon)作; 何佩華(Ho P. Amaize)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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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1173 表面張力= Tension/Surface 曾義欽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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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1777 李若梅島語20 李若梅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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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1821 方詩三百首 方健次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若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巧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何佩華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李威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PAPARAYA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怡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忠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明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明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1951 泰好玩泰国马尔代夫: 合艾、丽贝岛 刘宗圣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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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033 葉宇軒當代水墨藝術集= Yeh Yu-Hsuan contemporary art works葉宇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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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071 罕見的小小鳥: 一位神經纖維瘤患者的見證 黃上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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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984 西歐北海邊: 荷,比,盧和北法遊 黃明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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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170 福爾摩沙的指環: 那些年我們一起走過的林道= Formosa mountain trails: forest roads陳文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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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415 地上界的屬靈現象初級講義 庸金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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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736 創業成功的五重關鍵: 引領您探索創業成功的秘訣蔡錦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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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750 豪媽天然全植物料理書 邱惠雪(豪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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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458 在生命大海中飄蕩的你我. 四, 賽博空間的易博通/安化樂遊的修練功夫吳進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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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767 穿越時空的愛戀: 孫吳也詩情.琉璃畫集 孫吳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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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811 我不在寫生,就是在寫生的路上!: 游進賢油畫作品集= I am either painting or on my way to paint!游進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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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2897 漢字X佛學X設計<>= Thus have I heard...: Chinese characters/Buddhism/design Chinese Poster Exhibition劉懿德(法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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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744 领受祝福,破除咒诅 马利亚著 2021-02-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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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家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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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國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錦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惠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文榮(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庸金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上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明雄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宗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宇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016 我的包裝人生 林富源, 彭心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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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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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467 Wow!成功法: 邁向成功的八個思考步驟= Das WowPrinzip: 8 Denk-Schritte auf dem Weg des Gelingens曼弗雷.蓋爾霍伯(Manfred Gehr-Huber)著; 彭馨緣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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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474 Life in color. III 彭雄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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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450 這邊不好玩就到那邊去玩 陳薇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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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559 科學.醫學.哲學的頌缽冥想: 世界上最有用的入睡神器 世界上最有效的冥想用具= The book of singing bowl: scientific therapeutic philosophic宸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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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566 後疫時代: 人人、自然、社交、再連結 沈揚庭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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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542 平靜與喜樂: 胡志強畫集 胡志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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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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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610 芭芭雅嘎的女兒 吳雅怡Asta Wu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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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627 14000公里單車回家路: 一個女生的絲路之旅 謝承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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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719 微渺的光: 王思佳畫集 王思佳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4383719 微渺的光: 王思佳畫集 王思佳作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思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淑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雅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承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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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怡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揚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雄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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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馨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富源(臺中市)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3726 淑花秋實: 郭淑華油畫精選集= No autumn fruit without spring bossoms郭淑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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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795 台灣咖啡澀= Taiwan coffee, eroticism, photography= 台湾カフエの渋み賴彥亘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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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955 马可福音讲道集 陈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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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3993 自然之淬 生生不息: 劉雪娥膠彩畫展= The essence of nature everlasting lif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Liu, Hsueh-E's creations劉雪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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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020 靜淨境: 陳秀炘油畫作品集 陳秀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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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075 華語停看聽. 生活篇 周欣穎, 翁子甯, 王柔文, 吳昀庭, 彭紀瑄, 郭懿瑄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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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518 浮生零縑. 續集 姚輝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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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631 現代客家語的時移世異: 臺灣客家語海陸腔詞彙的青年使用情形初探-以新竹地區海陸腔為例曾櫳震著 2021-04-00 平裝

9789574385904 現代客家語的時移世異: 臺灣客家語海陸腔詞彙的青年使用情形初探-以新竹地區海陸腔為例曾櫳震作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574389100 韻鏡 (宋)張麟之校正刊行; (宋)張慶元重刊; 曾櫳震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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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127 翰墨寄情 何銘華等四十四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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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980 應用電腦協助審編國營事業預算之研究: 以中國鋼鐵公司為例黃永傳, 華碧玲著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574385997 中央政府非營業循環基金設立目的、功能及簡併之研究韋端, 楊德川, 黃永傳, 吳文德, 張育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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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778 炫歌 炫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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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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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健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振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永傳(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文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櫳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宋秉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柔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雪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秀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彥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黎美明



9789574384815 濟陽堂玉華公通霄開基蔡氏族譜 蔡振為, 蔡金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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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846 實例全圖解.種滿多肉植物の雜貨風水泥雜貨: 水泥雜貨設計X色彩計畫X多肉植物組合X Claire私旅行邱怡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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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860 來自遼河口: 趙文心回憶錄 趙文心口述; 游尚傑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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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976 微塵往事 陳國泰著; 蘇慶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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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065 可可子BLACK 費子軒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5089 可可子WHITE 費子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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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133 修行的秘密 林勝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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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218 摘星少年 NOF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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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188 驢友-自駕闖世界. 南美篇: 巴西、阿根廷、南極、智利、秘魯/COVID-19秘魯歴險記楊吳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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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256 文化與空間管理. 七, 姓名考源 孫台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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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300 9th Asian Symposium on 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 (9th PSE Asia 2020)executive editor Chong Wei Ong 2021-01-00 平裝

9789574390458 2021 Symposium on Thermodynamics and 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Cheng-Liang Chen, Chong Wei Ong 0000-00-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317 現代人寫唐詩 陳正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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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362 依靠信德天天得勝 翟金誠著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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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416 久違了,我的小宇宙: 連結、傾聽、對話 問閑蟹子圖.文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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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金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素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誠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正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吳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台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勝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國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子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怡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文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409 微生物與免疫學複習寶典=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戴國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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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492 故紙鉛華: 臺灣在地印製之傳統通俗小說的彩色繡像封面彙編柯榮三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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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591 道經唱誦科儀二十四部經書 疏文、榜文範例 翰林院經藏組作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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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669 田寮朱氏族譜 翁烔慶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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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782 人工智慧在機邊端即時工業應用技術報告 洪崇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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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836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全本). 民國一一一年 廖冠凱編著 2021-04-00 其他

9789574385843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一一年 廖冠凱編著 2021-04-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5928 千緣萬履 胡鼎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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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935 趙展毅佛學講座禪詩800首 趙展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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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966 凝神蘸墨畫熱血: 施子儀紀念畫集 施子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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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959 個人理財之井字分析 劉純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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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086 揚帆再發今曉 吳榮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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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109 落頭風= The wind fox AK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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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美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榮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KRU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碧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胡鼎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展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崇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冠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躍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翁烔慶

送存冊數共計：1

戴國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榮三



9789574386116 彼方/視逝: 蕭美玲個展作品集= Souvenirs revenants: Mei-Ling Hsiao solo exhibition蕭美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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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130 失語症= Aphasia 吳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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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208 走在變革之路: 朱茂男與臺灣藥業發展50年 朱茂男口述; 陳榮裕採訪撰文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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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222 散步. vol.83. 2057年9月號 陳保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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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420 看笑話學客家話: 海陸腔 莊萬貴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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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482 歐洲人玩手遊險喪命. 1, 友人:他運氣很好! ifom伊奴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6499 歐洲人玩手遊險喪命. 2, 擴增實境台南 ifom伊奴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4386505 歐洲人玩手遊險喪命. 3, 連假出差中世紀 ifom伊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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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543 設計思考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之實踐與成效 邵雲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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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536 傳愛: 棉紙撕畫創作集 顏淑芬, 賴秋瑄策劃編輯 2021-03-00 平裝

9789574386536 傳愛: 棉紙撕畫創作集 顏淑芬, 賴秋瑄策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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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567 明德增輝 陳秋錦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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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628 向謙人生體悟集 蘇栢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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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635 藍色覺思: 一個法官的生活美學創作= The azure reflection: a judge's aesthetic view of life郭豫珍作 2021-04-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703 異時空基因戰 高雄市河堤國小六年四班作; 方怡心, 机祐瑩, 呂羿萱, 莊于萱繪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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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666 謝恩= Thanksgiving 林翠珊Vita Lin作 2021-03-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翠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豫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秋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栢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邵雲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淑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萬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fom伊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茂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保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6741 Slingshot: a journey to Mars on a shoestring by Alain Brian Chang-Si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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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819 菊島懷石情與空間意象繪畫 伍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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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802 扳手翻轉人生 耀動時尚 張家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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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796 台灣百合之美: 蕭瀟雨攝影集= Taiwan lily photography collection蕭瀟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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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765 遊手好閒的人= Le Flâneur 呂宗曄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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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963 A myth through war and time 李欣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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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182 解讀東南亞建築: 成大建築所課程期末文章集= Reading Southeast Asian architecture: Sep 2020－Jan 2021　鄭庭婷, 陳羿彣, 金孜耘, 施孟彤, 林佑蓁, 周黃冠穎, 陳鈺浩, 黃追日, 連佳棋, 許協誌, 郭立怡, 陳彥伯, 黃廉凱, 張復堯, 朱弘煜撰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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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120 修護之泉,衰弱及退化性關節炎參考手冊 韓治華(William Han)作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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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199 仲居: 帆山亭的那些日子 曾品屹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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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205 貢元公派下王氏族譜 王旭統編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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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304 食農教育: 我的水稻觀察紀錄 許杰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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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342 杜軍護道教藝術作品集 杜軍護作 2021-04-00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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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鐘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秋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旭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聖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韓治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品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欣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追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煌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宗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伍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家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lain Brian Chang-Sinai



9789574387410 秋薇自傳: 台灣阿信的故事 呂秋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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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427 毛小孩的療癒之旅: 作者獨特的自然沐浴手法,將為你的毛小孩帶來意想不到的健康生活丸子老師(林敬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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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540 超馬跑者揹駕臺南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媽祖之環台詳考林業展, 王明義, 陳春福, 賴世炯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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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632 學院太極的文化傳承與實踐= College taichi: heritage and practice馬莉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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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854 無上道的宇宙觀 宋汝夔作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7915 宣告旅途= One name,one bag,one island 嚴文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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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946 移動城堡: 2014北海道露營22天 盧乃誠, 法蘭克, 布萊德, 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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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011 幾何美學的花藝設計入門基礎教科書 張曼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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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202 現代詩創作藍本<> 荒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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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332 寄一箋憂傷給年輕的我 陳聰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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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387 全口無牙病人和家屬的必修課 梁廣庫作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8400 鬱見妳,那一刻 月見星野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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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448 那些還不習慣的事 於泮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瑞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月見星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於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聰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廣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曼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佳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哲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莉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汝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敬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業展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8462 音緣聚會: 蔡玉棠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念 蔡瑞妙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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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455 催眠諮商理論與實務 謝季中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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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608 奇幻插畫繪製技法 黃建芳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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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707 燊路.心路: 葉燊在大時代裡的人生小傳 葉燊作; 葉于奇, 葉果, 葉樹毅, 關嘉穎, 葉樹涵, 葉樹姍, 葉樹茵, 葉德輔, 葉德維, 葉德翎, 葉德容, 吳道沄信件作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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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943 認同的例外: 他們的飛行紀事 汪正翔, 黃錫鈞, 黃弘川, 薛敬議合著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9124 糖業人文風華與數位加值: 跨媒體平台設計與實踐陳炫助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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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9452 在第九天擁抱妳 劉奕傑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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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9933 翊城恩秀 趙秀娟作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389940 應用服務創新模式與行銷策略研議國內商港馬祖港埠基金設置計畫技術報告及參考著作楊雅棠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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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8929 工作不談情 下末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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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977357 蟲蟲危機= Worms pandemic 林榮光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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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71938 羅芳伯傳奇 黃丙喜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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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5188 都是魔鬼在搞鬼: 認識靈界真相並得勝的秘訣張輝道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格子外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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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雅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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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奕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趙秀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文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炫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建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樹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季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4968374 動勢身體意象構念與實踐 李宗芹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968435 三首二十世紀女性作曲家法國號作品詮釋= Extended program notes for three works for horn and piano by 20th century female composers蘇毓婷著 202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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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68497 活躍樂齡與地方創生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968510 全方位藝術教育取向之大學藝術教學 楊馥如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4968527 體育課程與有效教學 許義雄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4968534 課程發展與設計: 理念與實作 黃光雄, 楊龍立著 2021-03-00 五版 平裝

9789574968541 我國師資培育政策論述分析: 以終身學習教師圖像為中心王等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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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3948 創造1000倍的全球市場: 數位企業和傳統企業數位轉型必須具備的六大新競爭優勢= Rethink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瑞姆.夏藍(Ram Charan)著; 龐元媛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3955 12星座大創業家: 全球大品牌的創業故事、管理理念和行銷策略紀坪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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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5684 香草&香料聖經= Spice & herb bible 伊恩.漢菲爾(Ian Hemphill)著; 凱特.漢菲爾(Kate Hemphill)食譜設計; 陳芳智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1637 得慧根,要會跟: 東臺灣癌症醫學推手─許文林醫師行醫記許文林主述; 稅素芃撰文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1651 30+增肌訓練 郭曉韻, 曾品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668 老師沒教的40堂醫療必修課: 40個真實法院判決 攸關病人安全、避免醫療糾紛楊坤仁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675 李志豪人氣經典日式菓子麵包 李志豪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682 世紀大瘟疫後的變與不變 蘿拉.史賓尼(Laura Spinney)著; 陳芳智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43916 張宗賢純粹麥香經典歐法麵包 張宗賢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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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3234 我是幸福魔法師. 下冊, 小學生最佳社交情緒進階課程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作 2021-02-00 初版 其他

9789869683241 我也可以是EQ高手: 障礙者情緒自我管理輔導手冊楊俐容, 黃慶鑽, 心路臺北就業服務中心編撰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9683258 EQ魔法學校. 1, 我是心情魔法師(學習手冊) 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編著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上冊

9789869683265 EQ武功祕笈. 1, 我是EQ高手(學習手冊) 楊俐容編著 2021-02-00 初版十三刷 平裝

9789869683272 EQ武功祕笈. 2, 我真的很不錯(學習手冊) 楊俐容編著 2020-09-00 初版十刷 平裝

9789869683289 EQ武功祕笈. 3, 我好,你也好(學習手冊) 楊俐容編輯 2020-09-00 初版八刷 平裝

9789869683296 EQ魔法學校. 2, 我是心情魔法師(學習手冊). 下冊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編著 2020-02-00 平裝

9789860659108 EQ魔法學校. 3, 我是幸福魔法師(學習手冊). 上冊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0659115 EQ魔法學校. 4, 我是幸福魔法師(學習手冊). 下冊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編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0659122 EQ武功祕笈. 4, 我是解題高手(學習手冊) 楊俐容編著 2020-02-00 初版七刷 平裝

9789860659139 EQ學園好人氣養成班(學習手冊) 楊俐容, 張黛眉作 202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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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6697 有機化學高分精粹 2.0(102-109後中醫試題詳解)林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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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67356 詩情墨意: 草屯登瀛詩社詩、書、曲、畫成果專輯. 二0二一許賽妍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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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5322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四屆= The 14th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Conference(IETC 2021)修平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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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82551 Adobe Animate互動遊戲設計. 動畫製作篇 蔡賢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82568 Adobe數位多媒體學院影像編修與影片剪輯學程蔡賢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82667 普通物理學= Essential university physics Richard Wolfson原著; 林誠孝等編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耕心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師大書苑



9789863782704 廈門市社科聯年會"外向型經濟高品質發展與小康社會建設"研討會. 2020廈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廈門市社會科學院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82711 生命流域裡的萬紫千紅 陳正平等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82735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82742 工程倫理 周卓煇著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3782766 演算法精鑰 顏重功, 蔡英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82773 工程材料科學: 原理與應用 李勝隆編著 2021-01-00 二版修訂 平裝

9789863782780 工業通風 楊振峰編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782803 電路學 曾國雄, 譚旦旭編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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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14964 論城市佈道= Ministry to the cities 懷愛倫著; 李少波, 吳滌申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314971 養卵的魔法 魏曉瑞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6314988 聖經教導年輕人的15堂課(告青年書精簡版)= Messages to young people懷愛倫(Ellen G. White)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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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9247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加深加廣選修化學.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張永佶等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667 高中數學. 三, A+課堂講義 吳汀菱, 林淑娥, 洪瑞英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674 化學FOCUS焦點講義 許茂智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681 探究與實作. 物理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蔡汶鴻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698 探究與實作. 化學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張堯卿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704 探究與實作. 生物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蕭國偉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711 探究與實作. 地球科學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劉昀姍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735 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聲音(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傅祖怡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766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領域選修生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林元露等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77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第四冊王鍵銓等編著; 尤聰銘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78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Living technology李佳恩等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79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A. 第四冊 吳汀菱等編著; 謝豐瑞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9280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第四冊 吳汀菱, 吳佩蓁, 黃淑華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61901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化學. 上冊 劉緖宗等編著 200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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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5811 疑案辦: 血色芙蓉 唐嘉邦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5835 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 柴田哲孝著; 李雨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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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8708 Alphabet animals written by Matthew Lee Ric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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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5638 學測數學考點筆記 高均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5645 學測數學詳解筆記 高均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5652 學測數學關鍵字筆記 高均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5669 學測數學手寫筆記 高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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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899756 小手變變變 豪爾赫.盧揚, 特蕾莎.波切拉文; 朱利亞.奧雷基亞圖; 楊雲琦譯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800 第一天上學 蒙塔娜文.圖; 楊雲琦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899817 小王子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文.圖; 王宇珊譯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824 乳香樹天空 郝廣才文; 塔塔羅帝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831 上天下海: 交通工具 克萊爾菲文; 艾曼紐伍塔圖; 楊采蓁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848 伊索寓言一把抓 伊索文; 塔塔羅帝圖; 林海音譯寫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855 第一次去海邊 蒙塔娜文.圖; 楊雲琦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899879 畢卡索是我的老師 克萊爾菲文.圖; 楊采蓁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格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娜伊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均數學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凌宇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時兆



9789861899886 畢老師的蘋果 瑪丹娜(Madonna)文; 羅倫(Loren Long)圖; 蔡依林譯2020-08-00 二版 精裝

9789861899893 第一天上學好緊張 喬里約翰文; 麗池克萊姆圖; 彭卉薇譯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909 城南舊事(圖文註釋版) 林海音文; 關維興圖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899916 事實丸: 《優良蛋》獨立思考版 喬納溫特(Jonah Winter)文; 皮特奧瓦德(Pete Oswald)圖; 楊雲琦譯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923 創生 沃爾夫(Gita Wolf)文; 蕭姆(Bhajju Shyam)圖; 彭卉薇譯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947 小火龍,不噴火 梅莉諾文.圖; 彭卉薇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930 小狗阿疤想變羊 龐雅文文.圖 2020-10-00 二版 精裝

9789861899954 聖誕寶寶 史塔茲曼(Jonathan Stutzman)文; 海瑟弗斯(Heather Fox)圖; 彭卉薇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1899961 金銀島 史帝文生文; 麥克努雪夫圖; 郝廣才譯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899978 改變世界的偉人: 阿基米德、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劉思源, 李廉步, 殷麗君文; 塔塔羅帝等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6042 飛最高 李馨雅文; 楊恩生, 李馨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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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58851 編舞筆記 強納森.布洛斯(Jonathan Burrows)著; 白斐嵐譯 2020-08-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868 世紀病毒: 必讀防疫英文知識與詞彙 蘇正隆編著 2020-07-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875 後巴別塔時代的翻譯: 全球英語與理論轉向 陳德鴻著 2020-07-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882 擺渡人語: 當代十一家訪談錄= Speaking with the ferryman: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writers單德興著 2020-08-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899 勇氣媽媽= 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 Bertolt Brecht著; 劉森堯譯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574458905 四川好女人= 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 Bertolt Brecht著; 劉森堯譯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574458912 英語的對與錯 James St. Andre校訂; 蘇正隆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574458936 簡單英文法練習 Morag Reive作; 沈琦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574458943 烏托邦的流變: 文類研究與文本考察= Perspectives on Utopia: generic investigation and textual exploration張惠娟作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950 麥克米倫高級英漢雙解詞典 Michael Mayor作; 蘇正隆, 曾泰元譯 2020-09-00 增修二版 平裝

9789574458967 翻譯科技發展與應用= Transl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史宗玲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974 益智尋寶圖: 上學去= Hidden pictures: off to schoolHIGHLIGHTS PRESS作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981 益智尋寶圖: 故事時間= Hidden pictures: story timeHIGHLIGHTS PRESS作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8998 益智尋寶圖: 太空競賽= Hidden pictures: space raceHIGHLIGHTS PRESS作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001 益智尋寶圖: 星空燦爛= Hidden pictures: sparkling skyHIGHLIGHTS PRESS作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018 益智尋寶圖: 家庭假期= Hidden pictures: family vacationHIGHLIGHTS PRESS作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025 益智尋寶圖: 搭火車= Hidden pictures: train ride HIGHLIGHTS PRESS作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032 大考英文作文: 從入門到升級典範 陳坤田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049 南島誌Ora Nui. 4, Māori literary journal by Anton Blank Ltd 2020-10-00 1st ed. 平裝

9789574459063 日常專家: 你不知道的里米尼紀錄劇團= Experts of the everyday: the Theatre of Rimini Protokoll米莉安.德萊斯, 佛羅里安.馬扎赫編; 溫思妮, 陳佾均譯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094 風陵渡 龍青作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100 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 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 Literature, visual culture and medicine: Collected essays on medical humanities張淑麗, 蘇榕, 蔡振興, 胡心瑜, 謝文珊, 王榆晴, 張焮棋, 馮品佳作; 馮品佳主編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574459124 詩非詩 石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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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4676 無量壽經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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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67501 帝王的微笑 衛齊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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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7110 佛多與波特的奇幻冒險. 二部曲: 雪之城堡的詭計王志宏, 吳育慧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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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6411 牛轉乾坤: 沈耿香師生書法展作品專輯 沈耿香, 賴怡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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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8805 寶島上菜: 北稻埕南國華= Savoury Formosa 鄭硯允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明堂圖文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空研究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味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晁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書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36129 墨染水色雲山: 廖涵茵創作展專輯 廖涵茵(明瑛)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36129 墨染水色雲山: 廖涵茵創作展專輯 廖涵茵(明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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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2286 漢字正誤初覽 吳正中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882293 大戰略三十六計: 智謀操盤ABC 陳福成著 2021-05-00 平裝

9789860652208 菩薩在這裡: 神州是菩薩的誕生地 陳福成著 2021-05-00 平裝

9789860652222 「COVID-19的影響下日本與全球政經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蔡錫勳主編 2021-05-00 平裝

9789860652239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2021 王高成主編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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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56644 野文百感集 林野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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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4235 當時明月在: 客家妹陳鳳招的百年物語 黃旐濤著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045797 臨床檢驗Make Easy 李妍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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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82130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論壇論文集. 第四屆 張平吾, 陳安主編 2019-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9282154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論壇論文集. 2020年第五屆蕭湘等編輯; 張平吾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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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7239 不安於世 欸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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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71729 角動量與力矩的故事 周鑑恆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71781 微積分真簡單 周鑑恆著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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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8340 泰語กจด= Thai กจด 陳怡瑄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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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9710 English roots. 4 written by Toby Shaw, Josh Pattison 2020-07-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99727 Student's book. step 4 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2020-08-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99734 Super skills book. step 4 writer Joshua Pattison 2020-08-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99741 Workbook. step 4 writer Mark Rogers 2020-08-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99758 Student's book. step 5 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99765 Workbook. step 5 writer Mark Rogers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99772 Super skills book. step 5 writer Tom Woodhous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夏恩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時泰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晟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草根

送存冊數共計：1

唐門國際藝術集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7801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著 202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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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0187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 護玄原著腳本; 紅麟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9957908 九天少年 阮光民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57915 監獄有鬼= Ghost girlfriend in jail 好故事工作坊原著編劇; 李晴漫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57922 地獄遊行 布克漫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57939 採集人的野帳 英張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7946 小兒子. 1, 阿甯咕大戰想像蟲 駱以軍原作; 漢寶包編劇; LONLON漫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7953 獅子藏匿的書屋 小島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57960 棄形記 袁建滔原著; 薪鹽漫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57977 燃吧!滬中男子橄欖球部 Ai漫畫; 好故事工作坊編劇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57984 今天誰代課? 海魚漫畫; Spud編劇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57991 墨世曙光: 十個太陽回來了 劉育樹, 方月琴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10901 最軟!東京人夫日記 米奇鰻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10918 戰場通信 簡嘉誠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0925 Bloody Man血契 食夢蟹原作; 智能團漫畫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10932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758737 藝采台文: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年刊. 第四輯 蔡昀展, 陳俐穎主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6758744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宋澤萊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四屆戴華萱主編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6758768 連易宗影像拾珍: 1960年代的淡水/台灣 連易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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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4269 不只視.奏= Not only sight,but read 潘怡儀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84276 歌唱達人: 如何教導青少年唱歌= Teaching kids to singKenneth H. Phillips著; 裘尚芬翻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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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7436 丁香魚和橄欖樹 控而已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9937450 夏日灼冰 控而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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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84078 動物狂想曲 丹.布朗(Dan Brown)文; 蘇珊.巴托利圖; 劉清彥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4917 紙上律師 周念暉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044 雪潤群芳: 周雪雯傳藝錄 周雪雯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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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85228 移民台灣!你不可不知的事: 一本精通申辦移民的法令須知與實務徐健麟, 蔡政杰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327 人類時代: 我們所塑造的世界= The human age: the world shaped by us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作; 莊安琪譯 2021-03-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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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85389 古今四季都有喵 孫燕子繪; 趙牧野文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440 大明長歌. 卷二, 前出塞 酒徒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693 一輩子很長，要活出自己的姿態 吳靜思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716 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 27歲財務自由的理財7步驟瑞秋.李察斯(Rachel Richards)作; 戴至中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730 宋代讀書人與他們的鬼 蔡宗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5976 願世間美好與你環環相扣: 23個正念祕訣,讓你在生活中保持快樂和溫暖徐多多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010 那些飛過、看過、愛過,與被愛教我的事: 最美空姐的不糾結視角,寫出最真實的自己,活出最簡單的快樂林佩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027 克魯曼戰殭屍: 洞悉殭屍經濟的本質,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 Arguing with zombies: economics,politics,and the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著; 吳國卿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096 獨角獸回來了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謝靜雯翻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6140 讓愛飛翔: 100分的女力人生 趙欣妍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157 中國數谷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凌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冊數共計：7

祖師禪林



9789571386164 中國數谷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作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6218 新宿的貓= 新宿の猫 多利安助川著; 黃毓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225 美麗的愚者= 美しき愚かものたちのタブロー原田舞葉著; 劉子倩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300 PAINT: 面試完美父母 李喜榮著; 簡郁璇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317 你說的不應該,是我用盡全力的想望 達達令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324 電腦之書= The computer book: from the Abacu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50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computer science西姆森.加芬克爾(Simson L Garfinkel), 瑞秋.格隆斯潘(Rachel H. Grunspan)作; 戴榕儀, 江威毅, 孟修然, 盧思綸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331 地球之書= The earth book: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our planet,250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earth science金貝爾(Jim Bell)作; 魏嘉儀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362 初戀 伊凡.屠格涅夫著; 駱家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6379 為什麼越重要的事越不想做?: 51種克服拖延與分心,打造超級自控力的訓練計畫舒婭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393 訂製韓國咖啡店的人氣甜點: 來自首爾Room for cake烘焙教室的原創配方大公開朴志英作; 陳品芳翻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409 我每天吃十四顆藥，依舊相信會得到幸福: 10道憂鬱傷痕,陪你一起放下痛苦,救回自己劉力穎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416 漢森初馬訓練法: 第一次跑馬拉松就完賽= Hansons first marathon盧克.漢弗萊(Luke Humphrey), 凱文.漢森(Kevin Hanson), 凱斯.漢森(Keith Hanson)撰寫; 劉宜佳翻譯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6478 水獺與朋友們記得的事 池边金勝著.繪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571386485 水獺與朋友們記得的事 池边金勝著.繪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571386492 典範與激勵: 趙守博八十感恩親師尊長錄 趙守博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508 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王鷗行著; 何穎怡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522 別裝得無懈可擊,卻活得軟弱無力 趙德昊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539 法國大革命: 自由之章= Révolution. Tome 1: liberté弗羅杭.古華杰(Florent Grouazel), 尤恩.洛卡(Younn Locard)繪; 李崇瑋譯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6546 麻煩主管,請不要再找我碴!: 說服、超前、力推、換位、跳脫,用五招「出色溝通」管理你的頂頭上司莊舒涵(卡姊)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6553 折疊者思維: 做個好軍師,將領導者天馬行空的發想落實,成為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畳み人」という選択: 「本当にやりたい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働き方の教科書設楽悠介著; 莊雅琇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6560 如果上帝有玩Tinder 王天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607 打造創業型政府: 破除公私部門各種迷思，重新定位政府角色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著; 鄭煥昇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683 我的姑姑三毛 陳天慈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690 男人囧事: 這事,那事,都是我朋友的事兒 王蓉, 王偉忠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744 給覺得不夠好而討厭自己的你: 擺脫羞愧,卸下防衛,停止自我懲罰的82個練習= Nie mehr schämen: Wie wir uns von lähmenden Gefühlen befreien斯提凡.倪德威澤(Stephan Konrad Niederwieser)著; 莊仲黎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6751 在家 何亭慧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024 五分鐘柔性深蹲x腳跟著地: 有效強化隨年齡流失的肌肉和骨質(樂齡大字版)中村幸男著; 謝晴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079 經濟殺手的告白 約翰.柏金斯(John Pakins)著;戴綺薇、黃亦安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7086 後巴菲特時代科技股女股神: 凱薩琳.伍德的「破壞性創新」投資致富策略陳偉航作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7093 觸碰美洲豹 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著; 黃中憲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109 隱形牢籠: 監控世代下,誰有隱私、誰又有不受控的自由?彼德.布隆(Peter Bloom)作; 王曉伯, 鍾玉玦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116 吃不胖的免疫力飲食法: 吃對食物X調整腸道X168斷食法,一定健康瘦下來石黑成治著; 林巍翰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185 比爾.布萊森的大不列顛碎碎唸: 原來,英國跟你想的不一樣!= The road to little Dribbling: more notes from a small island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李奧森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7260 勇者系列. II: 屠龍勇者與龍族 黃色書刊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437 科學大師們的失誤 楊建鄴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444 從零開始= From scratch:a memoir of love,sicily,and finding home滕碧.洛克(Tembi Locke)著; 江先聲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7512 保釣風雲半世紀: 保釣運動人士的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李雅明, 謝小芩, 李雅雯, 清華大學圖書館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7529 到老師府辦桌: 台北老家族的陳家菜 陳玠甫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536 甜蜜編年 王俊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543 失去心跳的勇氣 黃健予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628 文案的基本修煉: 創意是門生意,提案最重要的小事東東槍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635 彈性習慣: 釋放壓力、克服拖延、輕鬆保持意志力的聰明學習法= Elastic habits: how to create smarter habits that adapt to your day史蒂芬.蓋斯(Stephen Guise)著; 江威毅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642 文藝少女的矽谷進擊 王文珮Vanessa Wang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680 馴羊記 徐振輔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697 誰偷走了農地?: 影響每一個人的台灣農業與農地公平正義彭作奎作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7703 給我一點太空! 菲利普.邦廷(Philip Bunting)文.圖; 謝靜雯翻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7710 當你出生的時候 艾瑪.達德(Emma Dodd)文.圖; 李貞慧翻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7727 你的一切 艾瑪.達德(Emma Dodd)文.圖; 李貞慧翻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7734 丟掉課本之後,學習才真正開始: 啟動學習的9大關鍵字吳緯中, 馬嶔合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758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羅煒茜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765 白鯨記 赫曼.梅爾維爾著; 馬永波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7772 我要當快樂的媽媽,也想成為有價值的自己: 讓失去自信與夢想的妳,重新找回自我肯定感松村亞里著; 李靜宜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789 找到我的歸屬感 艾蜜莉.懷特(Emily White)著; 沈維君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7796 一翻就懂,99%的人都能使用的英文自學寶典 Nicole(蔡馨慧)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7949 無盡的耳語= とめどなく囁く 桐野夏生著; 劉姿君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7987 冷便當聖經 林育嫺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014 情色美術史: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情與慾= 官能美術史: ヌードが語る名画の謎池上英洋作; 林佩瑾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8083 太宰治請留步 黃文鉅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090 縮頭龜的逆襲: 當內向是種天性,做自己就是義務(中英對照)= A turtle's guide to introversionTon Mak圖.文; 鄭煥昇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168 從學校殺手到幕後推手 陳金煌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199 殘酷美術史: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血腥與暴力(五週年新裝版)= 残酷美術史: 西洋世界の裏面をよみとく池上英洋著; 柯依芸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8281 零傷害,中醫治療癌症: 用現代免疫學解讀中醫治癌的智慧陳博聖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298 日本節日好吃驚 李仁毅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304 光天化日搶錢大作戰: 稅賦如何形塑過去與改變未來?= Daylight robbery: how tax shaped our past and will change our future多米尼克.弗斯比(Dominic Frisby)著; 王曉伯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311 全部皆可拋= ぜんぶ、すてれば 中野善壽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328 《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林春美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359 花豹與白兔 蔡怡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397 劉炯朗開講: 3分鐘理解自然科學 劉炯朗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540 讓部屬甘心跟著你: 寫出蘋果、微軟、YouTube、Netflix都在用的願景劇本,帶領團隊邁向高峰麥可.海亞特(Michael Hyatt)作; 吳書榆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571 前瞻人才素養 王遐昌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588 眼見為憑: 從眼睛到大腦,從感知到思考,探索「看見」的奧祕理查.馬斯蘭(Richard Masland)著; 鄧子衿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601 和服: 木綿、絲綢、小紋,森田元子的優雅穿搭提案森田元子著; 謝晴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731 川普和川普主義: 分裂的美國 關中作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8748 洞察鬼滅之刃暗藏的心理現象 林萃芬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793 當呼吸化為空氣=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著; 唐勤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8809 瀟灑走一回,自在人生: 傳奇蔡合城 蔡合城、張東秀作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8878 零失敗!低熱量的保鮮盒冰淇淋食譜: 用微波爐在自家重現手作冰淇淋專賣店的極致美味木村幸子作; 楊裴文翻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885 聊天紀錄 莎莉.魯尼(Sally Rooney)著; 李靜宜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892 活出率真: 本來的你,就很好= ありのままがあるところ福森伸作; Crystal Tsai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946 你怎麼可能交不到女朋友 Mr.P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8953 一人份的熱鬧 尹維安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035 棒球人生賽5th 蠢羊編繪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073 台灣人意象: 凝視與再現,香港與大陸影視中的台灣人倪炎元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127 鏡夢與浮花: 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 鍾正道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9141 生產,本該無傷: 順勢生產與阿萍醫師的好孕助產所陳鈺萍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288 生活中,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 謝雪文(雪兒CHER)圖.文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571389356 在殘酷的世界中挖掘生命的美好: 一行禪師弟子教你利用正念,找到耐挫與靜心的力量提姆.戴斯蒙(Tim Desmond)著; 盧思綸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363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著; 許佳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1389370 你該信任誰: FBI資深探員教你利用行為科學預測法突破識人盲點,看穿偽善與謊言= Sizing people up羅賓.德理克(Robin Dreeke), 卡麥隆.史陶斯(Cameron Stauth)作; 陳繪茹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448 喜劇攻略: 卡米地的脫口秀心法 張碩修Social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547 愛滋味= TaseofLove 詹傑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592 台北多謝 男子的日常生活E+J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622 風沙中盛放的花: 在菊島澆灌一條希望之路 呂若瑟等人口述; 天主教靈醫會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646 怪獸大阪= Monster Osaka 李清志文字.攝影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714 看不見,怎麼拍? 胡毓豪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776 愛上不完美的自己 女王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851 母親這種病= 母という病 岡田尊司著; 張婷婷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571389905 秋天的約定 林文義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89929 野蠻法國行 派崔克.德威特(Patrick deWitt)著; 胡訢諄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390024 民主的價碼: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Le prix de la démocratie茱莉亞.卡熱(Julia Cage)著; 潘信宇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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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18502 有一間咖啡廳(漫畫插圖版) 蝴蝶原著; 曉君漫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018519 妖怪客棧. 4, 無盡的妖夢= The monster inn 楊翠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7018526 蠻姑兒 蝴蝶Seba原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7018533 蠻姑兒(漫畫插圖版) 蝴蝶Seba原著; 曉君, 釋鷲雨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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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9901 光合菌的秘密 劉秀蘭, 潘宥穎撰文; 孫振綾, 潘宥穎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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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5231 回家跳舞= Dancing for our ancestors 王民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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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3306 盜林.樹薯.憶當年: 小份尾在地故事集 蘇福男, 許清山, 陳舉琇, 黃哲郎, 賴春義, 賴俊祥, 吳河洋, 曾昱勳, 林鈺曄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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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8006 海上明月光 于德湖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油騎兵鐵馬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高雄市寶來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6

送存冊數共計：108

悅智文化館



9789860618013 騎出伊斯漫人生 于德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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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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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6790 高雄市國際粉彩協會雙年刊. 2019-2020=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Pastel Association 2019-2020高雄市國際粉彩協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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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7425 高雄市雲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傳播研討會專書論文集. 2020第二屆黃建超, 陳欣欣, 李若愚, 陳明鎮, 張慶仁, 林冠伶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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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56936 蘭亭四季吟 蔡尚運, 李銘煌, 張學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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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3402 浴硯游墨: 林欽商還曆書法展專輯 林欽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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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62052 暴力預防與關係促進關係的心理處遇: 親職教育、伴呂諮商與學校輔導的新策略傅如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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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62300 當代五大音樂教學法= The five dominant music pedagogical approaches鄭方靖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3762324 設計的造形特徵與感知研究 蕭坤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62362 禮學卮論 杜明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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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5200 Silent agitation: 静かな鼓動 東條明子 AKIKO TOJO東條明子作; 胡閔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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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952806 閱讀的起點: 高中英文混合題型全面掌握 孫至娟等著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20 123日的淬鍊: 歷史學測複習講義 葉寶玉著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37 高中英文複習週記 孫至娟等著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44 123日的淬鍊: 地球科學學測複習講義 邱惠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51 閱讀的起點: 高中國文各類文本全面掌握 楊可欣, 徐孟芳, 楊德威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68 123日的淬鍊: 化學學測複習講義 陳立偉, 劉獻文, 周俞伽著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75 123日的淬鍊: 生物學測複習講義 劉翠華, 蔡敏麗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82 對話式: 高中數學1-2冊學測複習講義 白德超, 葉晉宏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899 高中自然複習週記 溫良恭等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912 高中英文學測粉絲團 林蕾伊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929 123日的淬鍊: 數學學測複習講義1-2冊 毛鏘淵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涅普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浴硯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等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市雲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蘭亭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景世界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高市國際粉彩協會



9789867952936 123日的淬鍊: 物理學測複習講義 劉演文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943 地毯式: 高中數學複習講義1-2冊 廖培凱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950 對話式: 高中數學A講義. 第4冊 葉晉宏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967 對話式: 高中數學A學測複習講義3-4冊 白德超, 葉晉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981 地毯式: 高中數學A講義3-4冊 廖培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7952998 地毯式: 高中數學B講義3-4冊 廖培凱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507 123日的淬鍊: 數學A學測複習講義3-4冊 毛鏘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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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5463 憶念: 壹零捌學年度大體老師感恩手冊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牙醫系同學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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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5470 心的時差: 敘事醫學倫理故事集, 精神醫學篇 林慧如, 王心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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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7415 陌上飛花昔人非 時起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9527422 陌上飛花昔人非 時起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9527439 陌上飛花昔人非 時起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9527446 陌上飛花昔人非 時起雲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卷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16758 矛與盾: 錨蟲與魚蝨全記錄: 第一部魚病寄生蟲完整生活史圖譜= Anchor worms and fish lice洪仲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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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2108 曲水流觴 百年風華: 以文吟社一0六年度至一0九年度社員與前賢輝映詩集總彙朱英吉, 楊政道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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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3020 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2020= Art Education Society of TaoYuan崔如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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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5300 頭重溪三元宮廟誌暨丙申年慶成祈安五朝福醮紀略謝煥文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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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87361 加拉太書註釋 馮蔭坤著 2020-08-00 初版5刷 平裝 全套

9789861987392 詩人與農夫: 從文學與文化進路再思耶穌的比喻貝里(Kenneth E. Bailey)著; 鍾榮基譯 2020-08-00 初版2刷 平裝

9789861987408 全家讀經10分鐘= Powerful prayers for your family考柏夫婦(David & Heather Kopp)著; 莊源俊, 王曉慧譯2020-09-00 初版12刷 平裝

9789861987446 48天找到你愛的工作 米丹恩(Dan Miller)著; 屈貝琴譯 2020-10-00 初版7刷 平裝

9789861987460 回到正統= Orthodoxy 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著; 莊柔玉譯 2020-10-00 初版4刷 平裝

9789861987477 職場軟實力= Integrity: the courag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reality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著; 江智惠, 毛樂祈譯 2020-10-00 初版6刷 平裝

9789861987484 面對心中的巨人 路卡杜(Max Lucado)著; 屈貝琴譯 2020-10-00 初版9刷 平裝

9789861987538 為領導立界線: 給在劇變時代持續學習的領袖= Boundaries for leaders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著; 柯美玲, 宋偉航譯 2020-10-00 初版3刷 平裝

9789861987552 小人物的大革命= Outlive Your Life 路卡杜(Max Lucado)著; 屈貝琴, 黃淑惠譯 2020-10-00 初版2刷 平裝

9789861987569 基督教舊約倫理學: 建構神學、社會與經濟的倫理三角= Old testament ethics for the people of God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 黃龍光譯 2020-11-00 初版6刷 平裝

9789861987576 誰說字句叫人死: 從釋經史看典範的轉移= Who says the letter kills the paradigm shift in hermeneutics蔡麗貞著 2020-11-00 初版5刷 平裝

9789861987613 無懼人生= Fearless 路卡杜(Max Lucado)著; 柳惠容譯 2020-12-00 初版6刷 平裝

9789861987682 一定要原諒嗎?: 走出錯待的9個故事 林凱沁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87798 神學的波瀾與壯闊: 教會論與聖靈論 魏連嶽, 張聖佳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87859 瘟疫是讓人學習彼此相愛: 利未記與瘟疫學 張文亮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市頭重溪三元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市以文吟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醫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高醫大解剖學科



9789861987903 機智的好撒瑪利亞人: 21世紀基督徒助人前要知道的11件事史蒂夫.考伯(Steve Corbett), 布萊恩.菲克(Brian Fikkert)合著; 秦蘊璞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987958 當代基督十架: 在21世紀重回救贖的原點= The cross of Christ斯托得(John Stott)作; 劉良淑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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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6889 95%勝率的「兩倍標準差」股票投資法則 陳曦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6896 100張圖搞懂獲利關鍵 方天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1814 是誰偷走了你的房子？ 楊欽亮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1821 連房仲都說讚！許代書教你從買賣到繼承的房地產大小事許哲瑝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1845 最強股市技術分析 趙柄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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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7900 猴硐戰士 楊心怡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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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1964 農友鄭板橋 王柏鐺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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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3353 媒介與抵抗: 北美台灣之音傳播行動: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 Media and Resistance: the "Voice of Taiwan" and Its Spread Among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 Special Exhibition Series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nd the Taiwa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台灣敘事力協會作2021-03-00 平裝

9789869863360 二二八與校園: 事件中的建國中學= 二.二八事件と学校: 事件における建国中学関係者たち= Schools and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the involvement of Chien Kuo High School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9863377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 陳儀深, 薛化元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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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1514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 新媒體藝術特展= Buddhist Maritime Silk Road: New Media Art Exhibition如常法師, 路易斯.蘭卡斯特(Lewis Lancaster), 邵志飛, 莎拉.肯德丁(Sarah Kenderdine)主編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11521 人間池塘: 張大千、文人與荷花藝術大展= The Earthly Pond: artworks of lotus by Chang Dai-Chien and other artists廖新田, 如常主編 2021-05-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4315 療癒我們的孩子 Susan Johnson著; 翁綾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4322 椅子上的遐思: 共同攜手走一條無人問津的道路倪鳴香, 邱奕叡主編 2021-04-00 平裝

9789869904339 人哲. 12, 漢字語文的教與學=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倪嗚香, 邱奕叡總編輯 2019-07-00 平裝

9789869904346 2021辛丑年東亞天文農曆= East Asia astro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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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8828 人間有約: 雲公老禪師圓寂十週年紀念專輯 釋若知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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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53624 青春的年代浪漫的力量 劉佳奇特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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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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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86568 討論文化 楊茂秀, 林金菊, 劉菀泠等文; 楊茂秀總編輯 2021-0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毛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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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善人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千佛山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凌群漫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財經傳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017028 上智社教研究院五十週年= 50 Anniversary Populorum Progressio Institute 1971-2021夏太長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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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7577 人類的生命: 論調節生育通諭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9407 眾位弟兄: 論兄弟情誼與人際友愛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9414 信仰與理性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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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1525 他聽見窮人的吶喊: 論聖文生靈修= He hears the cry of the poorRobert P. Maloney著; 譚璧輝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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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4888 預見未來智造: 活用工業4.0暨IoT驅動次世代製造與商業模式= インダストリー4.0.IoTで、次世代のものづくりとビジネスモデルを創りだす石田秀夫, 藤井広行, 辻本靖, 武田康平, 吉川太清, 稻垣敦史編撰; 林信帆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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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9013 慈濟年鑑. 2020= Tzu-Chi almanac 2020 何日生總編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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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1329 無形資產評價初級能力鑑定寶典 成昀達, 陳允恭, 趙哲言, 鄧治萍編輯委員 2021-04-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9921336 無形資產評價初級能力鑑定模擬試題及解析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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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155663 瓶馨詠心: 瓶花與心象花: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21= Heart Resonance of Vase and Fragrance: 2021 Flower Arrangement Exhibition趙惠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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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4642 使人生命改變的七個信念 張振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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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0801 俗世社會的性倫理與基督教會= Sexual morality in a christless world芮馬太(Matthew Rueger)作; 蔣雅利, 王亞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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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22431 在賽珍珠基金會做善事 尤英夫作 202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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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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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0919 風頭水尾: 雲林縣台西人物誌 游曉薇, 陳玟秀, 屠德妤撰文 202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西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雄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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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變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會計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教慈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主教遣使會

天主教上智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2817179 打貓-歡樂童年. 第22期 廖宏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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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3443 法律與德國文學 Bodo Pieroth作; 黃仁俊, 黃耀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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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92011 理財工具. 2021年版 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2028 理財實務. 2021年版 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2066 全方位退休理財與保險規劃 王儷玲, 黃泓智, 楊曉文, 彭金隆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992073 公司金融的14堂課 王曉雯, 李丹, 李韋憲, 何中達, 吳庭斌, 周賓凰, 徐政義, 高櫻芬, 翁禮祺, 張傳章, 陳錦村, 黃泓人, 楊曉文, 鄭漢鐔, 賴弘能作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2080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政策及法令解析. 2021年版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2097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實務與案例. 2021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992103 金融科技力. 2021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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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4939 故宮文物日曆. 二0二一年歲次辛丑 施世昱等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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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9819 台灣設計力報告. 2020年: 設計服務業&企業設計部門= Design in Taiwan report 2020: design service industry & corporate design department張基義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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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6024 我心動了,然後呢?: 單身、交往、訂婚、結婚的蒙福原則= Single.dating.engaged.married班恩.史都華(Ben Stuart)著; 余晨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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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5787 人間佛教生命探索教育: 團體動力學= Team dynamics: life venture in humanistic Buddhism釋覺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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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14876 六百卷大般若經經脈指引 楊宗翰編著 2020-09-00 精裝

9789579414906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作 2021-01-00 平裝 第6冊

9789579414913 成實論研究 福原亮嚴著; 陳一標, 林育民譯 2021-05-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73924 歷代高僧書法選粹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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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8014 3D圖解 建築構法 小見康夫等原著; 松村秀一原編著; 邱榮政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8798014 3D圖解 建築構法 小見康夫等原著; 松村秀一原編著; 邱榮政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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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6878 安地斯山的母親(中英對照)= Mother of the Andes格羅莉亞.帕瓊(Gloria Pachόn)口述; 周上觀執筆; 鄭美珠繪圖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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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讓治建築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台灣時代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設計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民間司改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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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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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4455 紙上奇蹟. 2: 無所不彈= Origami universe. 2: pop-up wonders廖婉如總編輯 2021-02-00 精裝

9789869594462 奇美藝術名家選: 朱利安.杜培= A closer look at the artists: Julien Dupré王鈺婧, 徐鈺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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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6536 <>特集: 花街 工藝 大理街 青草巷 市場 廟宇= WAN der LAND extra issue: temple market herb alley dali street grafts that place柯景瀚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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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6143 用心溝通 聖嚴法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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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2637 員山吟望: 林燈文學獎作品集. 二0二0第四屆 吳茂松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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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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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4400 膽小鬼勇者= The cowardly hero 蕭宇辰總編輯 2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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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2902 臺南府城巡禮會香: 南鯤鯓代天府甲午科護國慶成祈安羅天大醮之出巡. 2014許献平著 2020-07-00 精裝

9789869892919 嘉義諸羅巡禮會香: 南鯤鯓代天府甲午科護國慶成祈安羅天大醮之出巡周宗楊著 2020-07-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85309 馬漢寶講作論文彙編. 第七屆= Seventh Herbert Han-Pao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財團法人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編輯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5125 相約在冬季: 澄心寂靜 盧勝彥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5132 相約在冬季: 澄心寂靜(簡體字版) 盧勝彥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46 淡煙集: 盧勝彥文集. 第一冊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53 夢園小語: 坿風中葉風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360 飛散藍夢: 一點心語 盧勝彥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407 千艘法船: 句句法味 卢胜彦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414 風中葉飛 盧勝彥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421 給麗小札 盧勝彥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1438 圓頂的神思: 蓮生活佛的懷念 盧勝彥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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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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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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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55637 活著的權利: 安寧療護全方位學習: 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季刊安寧療護專題合輯財團法人高雄市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季刊作者群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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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6917 熱鬧下營香 沈正一, 張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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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2409 童軍史略 王國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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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8956 口罩邦 魏茂國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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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7801 明永樂青花瓷鑑賞 吳棠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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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3405 叁楓軒藏瓷: 元代瓷器圖錄 彭立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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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9984 臺灣新電影推手: 明驥 童一寧, 陳煒智著 201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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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53269 說不盡的故事 紀展南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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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505189 孩子湧進教會: 從100人到1600人夢之教會主日學的復興奇蹟任萬鎬作; 徐以琳翻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202 幸福家庭親子靈修 Stop-and-Go: 給全家人的52個聖經默想主題黛安.施多茲(Diane Stortz)作; 漢娜.馬可斯(Hannah Marks)繪; 許雅雯譯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5505219 愛之語: 永久相愛的祕訣=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the secret to love that lasts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 王雲良, 蘇斐譯 2021-01-00 增訂一版 平裝

9789575505226 與馬同跑: 16堂耶利米書精讀課= Run with the horses: the quest for life at its best尤金.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張秀蘭, 沈香芸譯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233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幼兒級3-5歲(老師本) Group Publishing編; 全相兒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240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初小級1-2年級(老師本)Group Publishing編; 吳敏琪譯 2021-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257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高小級5-6年級(老師本)Group Publishing編; 張雅惠譯 2021-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264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中小級3-4年級(老師本)Group Publishing編; 李秀敏譯 2021-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271 族長傳奇: 快樂假日(教師本) 馬秀蘭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288 箴言與品格: 新道光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劉瑞容主編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295 箴言與品格: 新道光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劉瑞容主編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30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中小級3-4年級(學生本)Timothy Publishing House編; 李秀敏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318 願你平安 陳敬智主編 2020-12-00 初版四刷 精裝

9789575505325 聖誕快樂 陳敬智主編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5505349 秒懂幸福小組 = Happiness group 陳敬智總編輯 2019-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356 品格挑戰GoGoGo(1-3年級學生本) LifeWay編寫小組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進通許世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永泰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團法人鹿江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墘營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0

恩惠文教基金會



9789575505363 品格挑戰GoGoGo(4-6年級學生本) LifeWay編寫小組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370 箴言與品格: 新道光學生本. 中小級 劉瑞容主編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387 箴言與品格: 新道光學生本. 高小級 劉瑞容主編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394 超級禮物(有聲書) 史都瓦(Jim Stovall)作; 李志成主講 2008-02-00 其他

9789575505417 少年特攻隊(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蒙級&幼稚級劉瑞容主編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424 少年特攻隊(學生本). 高小級 劉瑞容主編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431 少年特攻隊(學生本). 中小級 劉瑞容主編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448 少年特攻隊(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5505455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初小級1-2年級(學生本) 2021-01-00 平裝

9789575505462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高小級5-6年級(學生本) 2017-03-00 平裝

9789575505479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嬰兒級1-2歲(老師本) 2017-04-00 平裝

9789575505486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幼稚級6-7歲(老師本) 2017-04-00 平裝

9789575505493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初小級1-2年級(老師本) 2017-04-00 平裝

9789575505509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中小級3-4年級(老師本) 2017-04-00 平裝

9789575505516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高小級5-6年級(老師本) 2017-04-00 平裝

9789575505523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初小級1-2年級(學生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530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中小級3-4年級(學生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547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高小級5-6年級(學生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554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嬰兒級1-2歲(老師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56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幼兒級3-5歲(老師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578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幼稚級6-7歲(老師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585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初小級1-2年級(老師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592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中小級3-4年級(老師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08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 高小級5-6年級(老師本) 2017-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15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初小級1-2年級(學生本) 2018-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22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中小級3-4年級(學生本) 2018-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39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高小級5-6年級(學生本) 2019-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46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嬰兒級1-2歲(老師本) 2016-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653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幼兒級3-5歲(老師本) 201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60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幼稚級6-7歲(老師本) 201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77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中小級3-4年級(老師本) 201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84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初小級1-2年級(學生本)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69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中小級3-4年級(學生本) 2019-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707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高小級5-6年級(學生本) 2019-09-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714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嬰兒級1-2歲(老師本)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72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幼兒級3-5歲(老師本) 2019-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738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幼稚級6-7歲(老師本)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745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初小級1-2年級(老師本)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752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高小級5-6年級(老師本) 2016-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769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初小级1-2年级(学生本) 2020-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776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中小级3-4年级(学生本)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783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高小级5-6年级(学生本)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790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婴儿级1-2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806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幼儿级3-5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813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幼稚级6-7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820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初小级1-2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837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中小级3-4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844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 高小级5-6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851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初小级1-2年级(学生本)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868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中小级3-4年级(学生本)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875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高小级5-6年级(学生本) 2020-07-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882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婴儿级1-2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899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幼儿级3-5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905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幼稚级6-7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912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初小级1-2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929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中小级3-4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936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 高小级5-6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943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初小级1-2年级(学生本)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950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中小级3-4年级(学生本) 2021-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967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高小级5-6年级(学生本)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5974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婴儿级1-2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981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幼儿级3-5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5998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幼稚级6-7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001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初小级1-2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018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中小级3-4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025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II, 高小级5-6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032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初小级1-2年级(学生本)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6049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中小级3-4年级(学生本) 2020-10-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6056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高小级5-6年级(学生本) 2019-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5506063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婴儿级1-2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070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幼儿级3-5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087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幼稚级6-7岁(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094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初小级1-2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100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中小级3-4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117 耶稣花园.圣经学习. IV, 高小级5-6年级(老师本)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06124 異鄉流民: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201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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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209687 探索耶穌七大奇事= The seven wonders of his story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李靜宜, 郭秀娟譯 2021-02-00 一版 精裝

9789579209694 聖靈與教會和信徒 周金海著 2021-04-00 一版 精裝

9789579209700 你心歸我= Give me your heart 史珍玲(Jean M.. Swanson)著; 吳亞青譯 2021-02-00 二版三刷 平裝

9789579209717 傾聽神的聲音= Listening prayer 施路得(Mary Ruth Swope)著; 徐亞蘭譯 2021-04-00 二版六刷 平裝

9789579209724 清心守候的女人= Lady in waiting 肯潔琪(Jackie Kendall), 鍾黛比(Debby Jones)原著; 黃碧丹,柯美玲譯2021-05-00 一版 精裝

9789579209731 到處都是小教會 周榮輝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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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8620 讀報小旅行. 中學生報篇: 我的讀報練習本 花梅真等作 2020-11-00 平裝

9789577518637 讀報小旅行. 國語日報週刊篇: 我的讀報練習本花梅真, 洪燕君, 郭慧玲, 梁淑屏, 黃雅雅, 黃偉菖, 劉春纓, 謝瑩臻作2020-11-00 平裝

9789577518668 打開文明之門: 從不會用火到環遊世界,人類文明是怎麼出現的?劉維人著; Cincin chang圖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577518682 學會照顧自己 陳儷文撰文; 森酪梨繪圖 2021-05-00 一版 平裝 上冊

9789577518699 學會照顧自己 陳儷文撰文; 森酪梨繪圖 2021-06-00 一版 平裝 下冊

9789577518705 打開現代之門: 從蒸汽機到使用手機,現代社會是怎麼產生的?劉維人著; cincin chang圖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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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39122 學禪小記. 二 普力宏法師講; 宏士居士記 2020-09-00 平裝

9789869739139 瑜伽師地論四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述 2020-11-00 精裝 上冊

9789869739146 瑜伽師地論四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述 2020-11-00 精裝 下冊

9789869739153 但盡凡心. 十八 劉發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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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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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3622 新世代.新需求: 為開展台灣教育新局獻策 黃昆輝主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3639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2020年報 郭生玉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3646 私立大專院校轉型與退場之政策問題及解決策略研究黃政傑, 高新建, 成群豪, 劉秀曦, 陳韋婷, 戴怡圓, 高嘉蔚作; 黃昆輝主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3653 重建優質高教刻不容緩: 私立大專院校轉型與退場之政策問題及解決策略黃政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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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66247 新.人間革命. 第16卷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66377 新.人間革命. 第22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66452 青春對話. 上: 寄語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9566469 孩子!我們愛你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9566643 太平洋上的彩虹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9566650 流星的贈禮 池田大作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9566667 兩位王子 池田大作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9566674 螢火蟲的光輝 池田大作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9566698 凝聚情感的筆調: 張炳南油畫展= The emotive brush: oil painting by Chang Ping-Nan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2021-04-00 平裝

9789579566704 羅曼世界: 許武勇百歲紀念回顧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2021-04-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2

以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402249 臺灣沿海塑膠微粒四季調查: 島航普拉斯計畫成果報告. 2019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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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51285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佛學類. 二 朱鏡宙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8113 淨土晨音. 第二輯, 人生的真相是什麼 華藏淨宗學會編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8120 淨土大經科註生字注音注解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編 2021-04-00 初版三刷 精裝

9789860608137 常礼举要 李炳南教授編述 2021-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0608144 小故事大智慧 张德歆插画 2021-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0608175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8182 佛教常识概说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8199 修行要道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609 净土资粮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616 真实之利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623 实相妙理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630 伦理道德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647 富寿康宁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1678 因果圖鑑: 地獄變相圖 釋文 江逸子作 2021-06-00 三刷十刷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75069 預防網路霸凌: 你看不見的傷害 黃嘉慈, 黃苡安, 李碧姿, 鄭碧君採訪撰文; 葉雅馨總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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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89657 劉鳳學舞蹈全集. 第一卷, 唐宮廷讌樂舞研究. 一: 尋找失去的舞跡 重建唐樂舞文明劉鳳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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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5971 農'sDay: 日日有農事,天天是好日. 農業體驗密技大公開!周季嬋採訪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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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6682 致熟年好時光: 迎向豁達燦爛的老後 麥嘉華(Bernadette McCarver Snyder)著; 左婉薇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36699 小德蘭的福傳靈修 曾慶導(Augustine Tsang)著; 萬致華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36705 祈禱: 每天跨出改變生命的一小步 雅格.斐理(Jacques Philippe)著; 徐明慧, 王書芬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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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8012 數位轉型化育者=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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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7978 日本人工智慧產品與應用案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富士Chimera總研, 日經XTREND, 日經ELECTRONICS作2020-07-00 平裝

9789575817985 零接觸商機與創新應用= Low touch economy 朱師右等作 2020-07-00 平裝

9789575817992 美中衝突下中國大陸產經發展剖析= China's economy & industry陳子昂等作 2020-07-00 平裝

9789575818050 智慧製造與機器人應用發展趨勢= Smart manufacturing李亦晴等作 2020-08-00 平裝

9789575818067 全球智慧城市發展趨勢與案例分析= Smart city林柏齊等作 2020-08-00 平裝

9789575818074 ICT產業白皮書. 上 許桂芬等作 2020-10-00 平裝

9789575818081 ICT產業白皮書. 下 朱師右等作 2020-10-00 平裝

9789575818098 半導體產業與技術發展分析= Semiconductor industry洪春暉等作 2020-11-00 平裝

9789575818104 應用IC與關鍵零組件產業趨勢暨市場分析= Application IC & components李建勳等作; 朱南勳, 周大為執行編輯 2020-11-00 平裝

9789575818111 智慧交通產業發展綜析= Smart transportation 官盛堯, 涂家瑋, 黃仕宗, 郭唐帷, 張家維, 何心宇, 姚陵錦, NIKKEI ELECTRONICS, 富士Chimera總研作2020-12-00 平裝

9789575818128 全球離岸風電產業發展剖析= Offshore wind power金屬中心MII, 李建歡, 廖偉辰作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村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0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9789575818135 ITIS產業分析師教你拆解數位轉型: 電子業X金屬業X食品業X紡織業謝佩芬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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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8036 看見遠距新視界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育研究所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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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7933 好好玩.等一下: 親子共玩遊戲書 林月琴總編輯 2020-10-00 平裝

9789869607940 我受不了了 曹舒婷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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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8192 田在你心饗食之旅: 田媽媽20周年特刊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2104 創生中的關係人口: 農村發展指引手冊 陳玠廷, 王慧瑜, 陳品穎, 蘇之涵, 陳慧蓉, 黃性男, 林媛玉, 吳徐帆, 莊曉萍, 許昊仁文字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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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34455 現場 黃翔總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34462 近山: 何以為界= Immersing in Mountains: Dissolving the Boundaries黃翔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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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0108 臺北文創名家觀點: 25位創意名家的原力思辨= Experts view: innovative stories from masters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臺北文創基金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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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8566 維摩經講話 釋竺摩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9400 在家律學 二埋法師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9417 佛法簡要手冊 中觀論大意合刊 釋覺開(惟力)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9424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念佛先導 孫劍鋒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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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4031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2020= Taipei Cultur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蔡宗雄總編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11472 美好生活提案: 任林自我整理心法 王聖華(小山)作; 忘形流, Noun Project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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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6434 夢中菩提: 佛.恩師.藝文= My career: art,Buddha & mentors林金悔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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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5365 母與子心靈小語 褚宗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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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4411 典藏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宮之美 林明德主編 2020-12-00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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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漚汪人薪傳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褚林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文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資策會教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61329 南工八十榮耀再起紀念專刊暨南工青年159期鄭祐晴主編 2021-03-00 平裝

9789869161329 南工八十榮耀再起紀念專刊暨南工青年159期鄭祐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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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6068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年報. 2020=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0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作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397590 甘於淡泊: 四分比丘尼戒講記 釋悟因(Venerable Bhikshuni Wu Yin)作; 釋自祺, 金石翻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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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4198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20=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20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37989 眾水之聲. 4= The voice of rushing waters. IV 王光智詞.曲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37996 處境與宣教: 台灣的故事 李孝忠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1133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 林碧堂文字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0721140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 林碧堂文字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0721164 人生延長賽 鄭夙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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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94152 營建物價年刊. 2020= Construction cost data 盧宗憲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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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56293 世界歌謠新編鋼琴曲集. 2, 鋼琴四手聯彈= Piano for 4 hands黃渼娟編曲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5103 金聲木鐸的省思 合輯本. 輯一, 興毅吳靜宇老前人講道集興毅總壇道務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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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97543 我的臉書歲月: 居士隨筆. 卷一, 一支秃筆 楊敏盛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2997550 我的臉書歲月: 居士隨筆. 卷二, 一個老伴 楊敏盛著 2020-07-00 平裝

9789572997567 我的臉書歲月: 居士隨筆. 卷三, 一盤圍碁 楊敏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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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157636 尋味有機= Explore Taiwan organic 張雅茹, 王叡婷, 蔣珮伊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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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8274 助人的經驗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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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豐年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興毅總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光書鄉

臺南高工文教基金會



9789869788861 蓮花生大士: 聽伏藏師說故事 乃旦.秋林仁波切(Neten Chokling Pinpoche)作; 陳思喬譯2021-01-00 二版 精裝

9789869912136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 2020-09-00 七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3491 全民英檢中級全真題庫. 2021新版 孟慶蓉總編輯 2021-03-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99096 Picture dictionary: for children author Archie Yang, Ian Yang; illustrator Yanqing Li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99102 Picture readers: for children author Archie Yang, Ian Yang; illustrator Yanqing Li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99638 新多益黃金單字= NEW TOEIC 文之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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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35971 般若心經註解(精簡版) 古月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35988 大道心法能入至高佛境 古月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35988 大道心法能入至高佛境 古月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35988 大道心法能入至高佛境 古月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35988 大道心法能入至高佛境 古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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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72700 刺青,有故事 大衛.麥庫姆(David McComb)著; 李佳霖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17 漫畫歐文字體の世界: 零基礎秒懂,像認識新朋友一樣,入門25種經典字體芦谷國一著; 賴庭筠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24 解讀攝影大師 伊恩.傑佛瑞(Ian Jeffrey)著; 吳莉君, 李佳霖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31 厲害!別小看照明設計: 商空、旅店、住宅、辦公室、展覽空間,5大場域專業照明關鍵心法!郭明卓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48 印象派,看不懂就沒印象啊啊 顧爺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55 法律人的思考法則: 跟好律師學思辨、學表達,更搞懂了法律常識薇貝克.諾加德.馬丁(Vibeke Norgaard Martin)著;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 路易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62 工程師的思考法則: 擁有科學邏輯的頭腦,像工程師一樣思考= 101 things I learned in engineering school約翰.庫本納斯(John Kuprenas)作;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 劉士豪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79 日本設計師才懂的-商業空間設計學: 一次網羅!100位建築家&設計師、380個台灣都在學的日本商空實例PIE編著; 柯欣妤, 陳令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86 溫德斯談電影: 情感創作&影像邏輯= Emotion pictures,die logik der bilder文.溫德斯(Wim Wenders)作; 張善穎, 蕭心怡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793 溫德斯談電影: 觀看的行為= The act of seeing 文.溫德斯(Wim Wenders)作; 莊仲黎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809 日本人就是這樣學平面設計 生田信一, 大森裕二, 龜尾敦著; 黃碧君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816 普普藝術,有故事 安迪.史都華.麥凱(Andy Stewart Mackay)著; 蘇威任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830 芳療天后Gina給你全家人的芳香精油治療聖經: 慢性病控制、癌症復元、神經復健、呼吸防護,建立家的芳香醫藥箱,養出全家好體質許怡蘭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072847 角色人物的解剖: 你寫的人物有靈魂嗎?劇本、小說、廣告、遊戲、企畫都需要的角色形塑教科書!= Creating unforgettable characters琳達.席格(Linda Seger)作; 高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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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407 中國古代瓷器釉面脫玻化作用及釉泡之微觀 李佑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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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0394 如果不吃青菜 黃小衡著; 棉花糖圖 2020-07-00 精裝

9789869912501 逃跑的長頸鹿便盆 張冬梅文; 梅羽圖 2020-10-00 精裝

9789869912518 牙齒王國的戰爭 張冬梅文; 曾云童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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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44433 瞄過一眼就忘不了的世界史 山崎圭一著; 蕭辰倢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655 讓「i世代」年輕員工動起來!老方法不管用了,39招新世代管理術,打造人人羨慕的超強團隊池本克之著; 許郁文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844709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Vol.3: 繁中版獨家特製「印太戰略小北約」拉頁專題= Mapping the world Vol.3 atlas géopolitique mondial亞歷克西斯.鮑茨曼(Alexis Bautzmann), 吉雍.傅蒙(Guillaume Fourmont)主編; 林佑軒, 陳郁雯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761 金閣寺= きんかくじ 三島由紀夫著；黃瀞瑤譯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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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44921 給孩子的神奇仿生科學: 醫療、再生能源、環保塑膠、永續建築......未來厲害科技都是偷學大自然的!穆里埃.居榭(Muriel Zürcher)作; 蘇瓦.巴拉克(Sua Balac)繪; 許雅雯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3844945 少年維特的煩惱=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作; 管中琪譯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863844952 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的金融大帝: 令中共忌憚,支配近代中國經濟200年的猶太勢力(沙遜&嘉道理金融王朝)= 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the rival Jewish dynasties that helped create modern China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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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4990 可不可以fire老闆：手搖杯+泡麵+(房貸)=老闆你說的都對!許喻理(Yuli)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5010 人間失格: 獨家收錄(太宰治的三個女人)彩頁專欄及(生前最後發表私小說),一次讀懂大文豪的感情與創作祕辛太宰治著; 吳季倫譯 2021-04-00 四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泰豐古董藝品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讀名品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修緣道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德文教



9789863845089 雪莉的午后水彩時光 Sherry(雪莉)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5126 運動改造大腦: 活化憂鬱腦、預防失智腦,IQ和EQ大進步的關鍵約翰.瑞提(John Ratey), 艾瑞克.海格曼作; 謝維玲譯2021-06-00 四版 平裝

9789863845256 不辭職,就辭世!(廢療系社畜的162個無用反擊)狸作; Tina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5263 教出好兒子(實踐版): 培養勇敢、積極、高EQ男孩的教養經典(適合0-18歲)(暢銷紀念版)雲曉著 2021-06-00 三版 平裝

9789863845270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1, 創新!愛迪生(點亮全世界的發明大王)吉田健二漫畫; 黃瀞瑤譯 2021-06-00 二版 精裝

9789863845287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2, 熱情!貝多芬(克服耳聾殘疾的偉大音樂家)迎夏生漫畫; 黃瀞瑤譯 2021-06-00 二版 精裝

9789863845294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3, 挑戰!萊特兄弟(實現人類翱翔天空的夢想)Takahashi Mamoru漫畫; 黃瀞瑤譯 2021-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3845300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4, 毅力!居禮夫人(第一位女性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化學雙得主)小林可多入漫畫; 黃瀞瑤譯 2021-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3845355 0-6歲潛能開發親子遊戲書: 日本嬰幼兒發展專家教你掌握成長6大階段,87個訓練遊戲,全方位培養孩子10大能力!前橋明著; 許郁文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3845447 Love & Speak Yourself「全球第一男團」演唱會幕後製作全紀錄: 從出道Showcase到世界級體育館巡迴.KPOP王者疾速成長live紀實金尚旭作; 金允珠繪; 莫莉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5478 大人系女孩の手繪插畫課 Anly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845553 保育頑童的快樂童年筆記: 希臘狂想曲(跨世紀自然文學經典 暢銷紀念版)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 2021-06-00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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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00093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暨國際競賽研習營作品集. 2020-15th= Asakura Naomi memorial awar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orkshop portfolio曾薰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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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87349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2018 CN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王雅瑩作 2018-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89596 紅字(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The scarlet letter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 Michael Robert Bradie改寫; 王啥翻譯2021-02-00 二版 其他

9789863189602 隱形人(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The invisible manHerbert George Wells原著; Julina Alekcangra改寫 2021-01-00 二版 其他

9789863189619 闖關!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必考試題: 六回精選試題+完整解析(寂天雲隨身聽APP版)王名楷, 江宇玲, Sheng-chieh Chang著; 王名楷, 江宇玲, 蘇裕承譯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3189695 Step by Step圖解狄克生片語: 一本學會470個關鍵日常英文片語(寂天雲隨身聽APP版)=Dixon's idiomsMatt Coler作; 李盈瑩翻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89732 Let's See Grammar: 彩圖初級英文文法. Basic= Let's See Grammar: BasicAlex Rath著 2021-02-00 三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3189749 Let's See Grammar: 彩圖初級英文文法. Basic= Let's See Grammar: BasicAlex Rath著 2021-02-00 三版 其他 第2冊

9789863189794 Spot on reading. 1: keys to develop core competenciesOwain Mckimm, Laura Phelps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89800 打造英文閱讀核心素養力. 1: 108課綱大考混合題型攻略(寂天雲隨身聽APP版)Owain Mckimm, Laura Phelps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3189831 MICE English: meetings,incentive travel,conventions,and Exhibitionsauthor Fang,Po-Ting Grace, Fu,I-Lin, Tien,Ching-Yi, Yang,Yu-Miao2021-03-00 2nd ed. 平裝

9789863189848 May I Help You?餐飲旅館英文(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English for hotels and restaurantsRobert Majure, Jess Martin作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3189855 Everyday office English author Michelle Witte 2021-03-00 2nd ed. 平裝

9789863189879 戰勝國中會考英聽滿分: 20回實戰模擬測驗(試題本)(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English listening for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Joseph Schier, Richard Luhrs, Zachary Fillingham, Rob Webb著2021-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9789863189886 小王子(原著雙語彩圖本)(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The little prince安東尼.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李思譯2021-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9789863189916 好學五十音字帖(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葉平亭著 2021-03-00 初版三刷 其他

9789863189930 新制New TOEIC聽力閱讀搶分高手: 模擬試題1200題(寂天雲隨身聽APP版)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著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89947 Success on the NEW TOEIC Test Kim su hyeon, Choi Young Ken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3189954 Ready for reading success. 1: develop 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寂天雲隨身聽APP版)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Laura Phelps, Rob Webb, Richard Luhrs著2021-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9789863189978 Ace the NEW TOEIC test: 10 tests for gold certificate(寂天雲隨身聽APP版)Kim su hyeon, Choi Young Ken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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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2947 二維設計 鐵鐘, 沈潔編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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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0060 恰美山居法. 6, 一生中山居閉關的實修教法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口譯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80077 如是,我能見真實: 創巴仁波切遺教法寶: 三乘法教系列六之五: 不壞覺醒之密續道. 上邱陽.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作; 項慧齡中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0084 心心相印,就是這個!: <>心要指引 噶千仁波切(Garchen Rinpoche)作; 張昆晟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80091 直接看見: <>的三種智慧 彌勒菩薩原典作; 法尊法師原典譯; 國師嘉察仁波切(Gyaltsab Rinpoche)釋論作; 慧竺法師釋論譯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9608 帝洛巴解脫行傳 岡波巴尊者作; 主奔堪仁波切噶瑪拉布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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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9356 百年客諺客英解讀 彭欽清, 黃菊芳譯注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659363 女歸成神: 性別與宗族/親、族群之間的多重交織= Intersectionality: gender,lineage/clan,and ethnicity姜貞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59370 四方雲集: 臺.港.中.新的繪本漫畫文圖學 衣若芬, 莫忠明, 孔令俐, 朱維理, 羅樂然作; 衣若芬主編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59387 我的鑽石人生: 林沖回憶錄 林沖口述; 吳思薇, 王善卿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清文華泉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崑山科大視傳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5716 軍公教退休金制度之憲法爭議研析 李玉君, 孫迺翊, 劉靜怡, 張桐銳, 李惠宗, 林昱梅, 林炫秋, 柯格鐘, 陳信安合著; 林昱梅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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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46248 致我所愛之人 東直子著; 丁世佳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242 TDD零度分離 伊格言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594 犯罪手法系列. 5, 認識司法精神醫學 薇薇安.雀恩.許奈德曼(Vivian Chern Shnaidman)著; 李淑伸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17 短篇小說寫作指南 <>雜誌(Writers Digest Book)編著; 謝楚聿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31 我適合當人嗎?= 人間に向いてない 黑澤泉水著; 王華懋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48 章魚法官來說法: 法庭與家庭 張瑜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55 消失的字母J: 布克獎得主扣問歷史與記憶之作霍華.傑可布森(Howard Jacobson)作; 陳逸軒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62 雞肉以上,鳥學未滿: 只要大口吃雞就能瞭解的鳥類生態學川上和人作; 張東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79 奇異的星星 愛瑪.卡蘿(Emma Carroll)著; 林亭萱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86 古人教你混職場: 諸葛亮如何規畫「就職三部曲」?蘇東坡怎麼和同事婉轉say no?30則古代一哥的智慧絕活,帶你輕鬆走跳江湖!楊自強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693 羊之歌: 加藤周一自傳 加藤周一著; 翁家慧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709 她說 茱蒂.坎特(Jodi Kantor), 梅根.圖伊(Megan Twohey)著; 游淑峰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716 靈魂的領地: 國民散文讀本 凌性傑, 楊佳嫻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8747 我們的幸福時光= 우리들의 행복한시간 孔枝泳著; 邱敏瑤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8754 大地之子 山崎豐子(Yamasaki)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448778 大地之子 山崎豐子(Yamasaki)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448761 大地之子 山崎豐子(Yamasaki)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中冊

9789863448792 別送 鍾文音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15 消失的另一半= The vanishing half 布莉.貝內特(Brit Bennett)著; 顏湘如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22 一起到綠色餐廳吃頓飯!: 在地友善食材X溫暖節令料理 跟著番紅花走訪全台23家風土餐廳番紅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39 古代冷知識 古人很潮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46 天上有顆孤獨星: 照亮世人獨行時 張曼娟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53 大象死去的河邊 黃錦樹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60 無政府主義的日常實踐: 抵抗世界、建立自主秩序的方法= 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dignity,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 王審言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77 絲路新史: 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著; 李志鴻, 吳國聖, 黃庭碩譯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8884 一起奔跑吧,小毛驢雪曼! 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l)著; 莊安祺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891 犯罪手法系列. 6, 刑案偵訊室 約翰.道格拉斯(John E. Douglas), 馬克.歐爾薛克(Mark Olshaker)著; 吳妍儀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8983 女人的食指 向田邦子著; 劉子倩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8990 銅山國王 Paul Biegel著; 賴雅靜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027 文城 余華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034 浮雲 林芙美子著; 李彥樺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041 掌心的京都= 手のひらの京 綿矢莉莎著; 王華懋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126 地理的復仇: 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林添貴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9133 趣味醫療史: 腦科醫師的私房故事;身體,疾病,與醫學的古往今來汪漢澄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355 燕燕于飛: 最美的詩經-英譯新詮 閆紅著; 許淵沖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379 日本暴力政治: 流氓、極道、國家主義者,影響近代日本百年發展的關鍵因素= Ruffians, yakuza, nationalists: the violent politics of modern Japan,1860–1960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iawer)著; 游淑峰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546 霍布斯邦看21世紀: 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 Globalisation,democracy and terrorism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 吳莉君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9508 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 從知識的星火、敘事的力量,到作家的社會責任,「黑暗元素三部曲」作者的32場大師講堂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著; 王翎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515 塵之書三部曲. II, 祕密聯邦 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作; 王翎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553 短暫的一生= La vida breve 胡安.卡洛斯.奧內蒂(Juan Carlos Onetti)作; 葉淑吟譯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577 啟動文明的新材料: 膠原蛋白打造蒙古帝國、塑膠決定世界大戰的勝負、橡膠縮短了人與人之間距離......從材料科學觀點看世界演進及未來發展佐藤健太郎著; 郭清華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449607 論幸福: 「現代蘇格拉底」哲學家阿蘭的教導,成為自己的思想者,在各種環境中保持快樂的藝術= Propos sur le bonheur阿蘭(Alain)著; 潘怡帆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3449614 厭女的資格: 當父權體制仍形塑、禁錮、剝削女性,為什麼還有人相信性別平等?凱特.曼恩(Kate Manne)作; 巫靜文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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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8687 兒童教理創意教學指南: 主日學蒙特梭利教學法的應用= Listening to God with children吉安娜.高比(Gianna Gobbi)著; 李純娟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9001 與神同行的8個微習慣 賈斯汀.厄利(Justin Whitmel Earley)著; 劉卉立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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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5402 陰間條例. 夜神篇= Hades item Salah-D作; 蘇洋徵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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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3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莫仔

中興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麥田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614444 返鄉的妹仔們 林芷筠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14451 她不住在竹籬笆 易星萍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14468 蔡明亮的十三張臉: 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面孔= Thinking with Tsai Ming-Liang: 13 fa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studies孫松榮, 曾炫淳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14482 話語: 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 담론: 신영복의 마지막 강의申榮福(신영복)著; 延光錫(영광식)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614499 疆界、主權、法= Border,sovereignty,law 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等作; 林芳如等譯; 林淑芬主編.校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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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2118 東周禱祠禮研究: 以傳世文獻與戰國楚簡為中心鄭雯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118 東周禱祠禮研究: 以傳世文獻與戰國楚簡為中心鄭雯馨著 2020-02-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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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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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9115 紫微星詮 了然山人著 2021-03-00 增訂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42426 電機科技 扎根專書 王晉良主編 2020-05-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470005 羅伯特玩真的?AI機器人時代的夢想進行式= Dare to dream in AI ROBOTIC Era楊谷洋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70012 全球客家研究的實踐與發展 張維安, 黃賢強, Danny Wong Tze Ken, 李秀珍, 河合洋尚, Jonathan H. X. Lee, 周錦宏, 羅烈師, 林本炫, 洪馨蘭作; 張維安, 簡美玲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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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0315 進德修業奮發向上: 省立進德實驗中學 鍾權煌, 卓佳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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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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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04290 歐盟銀行聯盟的理論與政策= The EU Banking Union: Theories and Policies洪德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313 成為臺灣人: 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 Becoming Taiwanese: Ethnogenesis in a Colonial City,1880s to 1950s戴維理(Evan Dawley)著; 堯嘉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337 中國文學史 臺靜農著 2020-11-00 五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504344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4 臺大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谷玲玲主編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504368 秩序與混沌: 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蹟」= The Paradox of Order and Chaos: Social Stability in Transition China陳映芳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3504375 台日關係史(1945-2020)= 日台関係史(1945-2020)川島真, 清水麗, 松田康博, 楊永明著; 高村繁, 黃偉修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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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4644 探究策略55 于小雅等作; 陳佩英總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4651 靈山行= Journey to soul mountain= Ver la Montagne de l'âme高行健著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624668 航向愛爾蘭之後= After sailing to Ireland 高維泓等作; 梁孫傑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4675 梁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33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華文寫作中心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624682 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 <>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林素英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彰師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3

現代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電機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2

政大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004934 馬上就會Office 2019商務實作與應用 數位新知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4941 趨勢未來: 機器學習技術實戰: 醫療大數據深度應用洪松林著; 王培坤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4965 推按就舒爽: 療病養生/緩解症痛/速效通暢氣血經絡楊秀岩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4972 科學運算: Python程式理論與應用 楊佩璐, 宋強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5004989 After Effects全面攻佔: 影片動畫製作剪輯超密技精粹李燕秋, 陳啟維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4996 突破: 視覺傳達類設計方法與國際競賽指南= Breakthrough黃絜如, 白乃遠, 趙國松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5009 Unreal Engine. 4: 虛擬實境開發虛幻引擎激速入門王曉慧, 崔磊, 李志斌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016 這樣設計就對了!電子商務網站使用者經驗設計謝明權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023 計算機科學的哲學: 破解IT技術難題的秘密心法姜彥文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047 Regular Expression橫刃萬解程式的關鍵語言 正規表示法余晟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054 最新網路行銷必勝攻略 數位新知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061 爆棚集客,一刷屏就熱賣: 任天堂設計師教你腦洞大開的多媒體行銷集客術謝昊霓(NiNi老師)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078 邏輯運算與程式設計 陳一斌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5085 WEB網站的華麗冒險: HTML5+CSS3+jQuery斜槓青年的網頁設計起手式朱庭輝, 尤柄文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5092 2D動畫的數位繪製大進擊: 初心者Good Job微動創養成祕技劉怡君, 謝珮雯著 2021-02-00 二版 其他

9789865005108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7使用Visual Basic 2017. 2021版李春雄, 洪瑞展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15 APCS C&C++解題高手. 2021版 數位新知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22 輕鬆學會運算思維與C程式設計 陳德來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39 跨境電商: 十大密技迅速攻略網路市場 安晨妤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46 最新社群與行動行銷實務應用 數位新知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53 Python程式設計初心者超凡入門 數位新知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05160 數位行銷的八堂黃金入門課 數位新知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77 React前端開發: 同構應用與狀態管理 侯策, 顏海鏡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84 Scratch創客遊戲程式設計 張家盛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191 網際網路資源與雲端服務的12堂必修課 陳德來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207 終結混亂: 以專案管理思維掌握你的工作與生活高虎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221 初學設計全攻略: 設計入門一本搞定 莊子萍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238 自造成功!提升營收與所得的個人品牌經營術 Hank Chin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05245 Visio 2019商業圖表繪製 張家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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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6566 繁星閃爍時 2017級文產班38位同學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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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6856 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大會手冊. 2021年(第十六屆)趙慕芬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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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6603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系刊. 2018-2019= Dep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portfolio 2018-2019淡江大學建築學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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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6733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 邁向文化情境學習的設計與研究論文集= Taiw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AECT 2020): towards culturally-situated learning design and research李世忠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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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6672 經濟倫理論壇論文集.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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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8399 東京古民宅咖啡: 踏上時光之旅的40家咖啡館川口葉子著; 連雪雅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004 台二線旅圖速寫: 東北角的公路旅行,重現山海與小鎮風情郭正宏著.繪圖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011 奉納百景:奇招百出 、向神祈願= 奉納百景: 神様にどうしても伝えたい願い小嶋獨觀著; 蔡易伶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028 如何照料你所愛的親人: 照顧失智、重病、失能者的全方位實用指南亞曼達.衛爾寧(Amanda Waring)著; 田若雯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教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企管系

深石數位



9789869987035 亞斯伯格症實用指南= Asperger's syndrome 東尼.艾伍德(Tony Attwood)著; 何善欣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87059 江戶百工: 打造江戶富足生活基礎的匠人= 江戶の仕事図鑑: 食と住まいの仕事飯田泰子著; 章蓓蕾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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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939471 Learning ACT Jason B. Luoma, Steven C. Hayes, Robyn D. Walser作; 張本聖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6939488 就要傻冒樂天派,缺憾人生才完美: 讓糾結出走,善待自己的排解壓力6大妙方羅斯.哈里斯(Russ Harris)作; 張本聖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939495 接住受苦的靈魂: 親愛的,我知道你的痛! 廖玉蕙作; 蔡全茂繪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939501 解密自卑情結: 阿德勒心理治療歷程解析 曾端真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939518 成功的祕道: 人脈學院 廖學茂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6939525 探索: 心理e師@2030 黃龍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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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2765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1 健行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編輯 2021-04-00 平裝

9789866212765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1 健行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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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3877 毛線娃娃百變穿搭術: 頭飾、衣服、外套、褲子、裙子、鞋子、配件更換自如,髮型隨意變換,搭配出娃娃整體造型Miya作; 何思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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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2255 給孩子太多並不等於愛(彩色版) 丁滿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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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30747 臉上有斑的小兔子 朱家萱文.圖 2021-03-00 平裝

9789869730754 莫莫的光圈不見了 ZHU PIN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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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3522 Where旅遊味: 回嘉走走 劉建德總編輯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13539 Where旅遊味: 小鎮緩時光 劉建德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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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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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417 毅齋. 貳 劉詩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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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78676 徹底終結膝蓋痛: 10分鐘神奇甩甩體操 鈴木登士彦著; 楊毓瑩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8690 火箭模式: 建立高效團隊實戰全書 羅伯特霍根, 高登柯菲, 黛安尼爾森合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8713 拖延有救: 擊垮惰性,讓執行力瞬間翻倍,準時完成工作與生活大小事羅伯.摩爾(Rob Moore)著; 張瓅文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8720 邊工作邊創業!: 照著做就能成功的6個月斜槓創業法新井一著; 楊毓瑩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8867 全圖解貓咪居家生活大揭密: 寵物行為訓練師寫給貓家庭的問題行為指南單熙汝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8904 想吃。梅村月: 三菜一飯台日式豐盛便當 梅村月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8928 錯失恐懼= Fear of missing out: practical decision-making in a world of overwhelming choice派屈克.麥金尼斯(Patrick J. McGinnis)著; 羅亞琪譯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8935 越內向,越成功: Google媒體關係總監、Twitter總編親授,給內向者的「無壓力社交法」,輕鬆建立深刻人脈= Taking the work out of networking:an introvert's guide to making connections that count凱倫.維克爾(Karen Wickre)著; 沈曉鈺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062 適度緊張能力倍出: 「緊張」不是阻力,而是助力!善用恰到好處的緊張,從此人生超常發揮樺澤紫苑著; 魏秀容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185 人人都能學會用AI: 不懂統計,不懂程式,一樣可以勝出的關鍵職場力= 文系AI人材になる: 統計.プログラム知識は不要野口龍司著; 蔡斐如譯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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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唯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祭祀公業法人新北市劉毅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麋鹿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捷沛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健行科大



9789864779208 只要10小時,完全搞懂英語介系詞: 免背免猜,一本讓你讀得下去,不僅知道怎麼用,更知道為什麼這樣用的介系詞寶典= 中学英語の前置詞を10時間で復習する本稻田一著; 林佳翰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4779345 最高自主學習法: 讀書.工作,一生受用,快速提取資訊精華,駕馭各種複雜知識= The self-learning blueprint: a strategic plan to break down complex topics,comprehend deeply,and teach yourself anything彼得.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陳圓君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352 生死之間. 2: 葉克膜引路,回到生命的初心 柯文哲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369 佛系呼吸法: 呼吸法門講義 田安琪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06 想清楚,寫明白: 好的影視、劇場、小說故事必須具備的七大元素= The idea: the seven elements of a viable story for screen,stage or fiction艾瑞克.柏克(Erik Bork)著; 張瓅文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51 瑜伽教學的藝術與事業: 邁向專業師資之路= The art and business of teaching yoga: the yoga professional's guide to a fulfilling career艾美.伊波立蒂(Amy Ippoliti), 泰洛.史密斯(Taro Smith)合著; 潘信宏譯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475 工作與生活的技術 王永福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536 用地圖看懂歐洲經濟 張昱謙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543 奉獻: 打開第五次元意識,看見尊貴、美好的生活= The key to access fifth dimensional consciousness章成, M.Fan先生作 2020-11-00 二版 精裝

9789864779550 台灣足球六十年 李弘斌, 葉士弘著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779567 寂寞的誕生: 探討現代最大規模流行病的情緒社會文化史菲伊.邦德.艾貝蒂(Fay Bound Alberti)著; 涂瑋瑛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659 也不是不愛了 雪倫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727 釋放疼痛: 重新訓練你的神經系統,修復身體,克服長期疼痛的祕方= The pain relief secret: how to retrain your nervous system,heal your body,and overcome chronic pain莎拉.華倫(Sarah Warren)著; 楊琢琪, 李忻怡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932 住沒有空調的房子: 蓋房子必知的不依賴空調的法則,活用科學知識、巧妙布局空間,打造會省荷包的好房子!山田浩幸著; 楊明綺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4779949 為什麼吃半塊蛋糕更容易胖?修復讓關係、工作與生活脫序的25種心理偏誤莎拉.迪芬巴赫(Sarah Diefenbach)著; 李雪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956 為自己而戰: 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鄧政雄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79963 保健食品的真相: 揭開藏在「天然」面具下的添加物,所有關於保健食品你應該知道的事布萊恩.克萊門(Brian R. Clement)著; 石美倫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779970 撕下標籤成就最好的自己: 當你不再侷限於自己或社會的設定,就能收穫所有的可能丹尼爾.古德曼(Daniel Goodman)著; 許可欣, 黃馨葳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88019 昨日的天空: 從南北月交點洞悉前世,指引今生方向= Yesterday's sky: astrology and reincarnation史蒂芬.佛瑞斯特(Steven Forrest)著; 韓沁林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723388 5件好物,DIY家用所有清潔、沐浴、美妝與保養用品smarticular.net著; 黃鎮斌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015 不回頭的勇氣: 從小學老師到創辦學校,不怕走彎路的教育人生楊傳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022 放逐與王國: 卡繆短篇小說= L'Exil et le royaume卡繆(Albert Camus)著; 徐佳華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482046 「資訊圖表」1小時看懂氣候變遷: 從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成災,到人類的健康威脅= KLEINE GASE, GROSSE WIRKUNG: DER KLIMAWANDEL戴維.內勒斯(David Nelles), 克里斯堤安.塞爾勒(Christian Serrer)著; 黃慧珍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053 關於大腦的七又二分之一堂課= Seven and a half lessons about the brain麗莎.費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著; 蕭秀姍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107 給主管的教科書: 教你從新人報到第一天開始,帶出自行思考並付諸行動的下屬篠原信著; 李貞慧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183 關鍵時刻下的13堂投資心法與實作課: 無懼市場波動的不敗投資策略林明樟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268 孩子,我只是還沒準備好愛你: 一個母親最希望被聽見的心聲,一段從產後憂鬱復原的旅程蘿拉.杜奎爾(Laura Dockrill)著; 簡萱靚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282 微易經 吳進輝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350 原來AI這麼簡單!: 熟練機器學習5大步驟,就算不會寫程式,也能成為AI高手AI4Kids 曾銜銘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367 從零開始讀懂經濟學 中谷武, 中村保著; 張嘉芬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381 論悲劇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 黃煜文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411 圖解設計思考: 好設計,原來是這樣「想」出來的!= Graphic design thinking$ebeyond brainstorming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著; 林育如譯 2021-04-00 二版 精裝

9789865482428 人的條件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 林宏濤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5482435 當快樂成為負擔,不快樂就是你的權利= De Kunst Van Het Ongelukkig Zijn迪克.德.瓦赫特(Dirk De Wachter)作; 杜子倩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442 你可以獨立,但不孤立= 400 Friends and no one to call芙爾.沃克(Val Walker)著; 嚴麗娟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596 電商經營Level up: 從商城賣場畢業吧!打造千萬銷售的24堂品牌致勝課SHOPLINE電商教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596 電商經營Level up: 從商城賣場畢業吧!打造千萬銷售的24堂品牌致勝課SHOPLINE電商教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596 電商經營Level up: 從商城賣場畢業吧!打造千萬銷售的24堂品牌致勝課SHOPLINE電商教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596 電商經營Level up: 從商城賣場畢業吧!打造千萬銷售的24堂品牌致勝課SHOPLINE電商教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633 逆向投資策略= Contrarian investment strategies: the psychological edge大衛.卓曼(David Dreman)著; 陳鴻旻, 柯文敏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718 從零開始讀懂數位行銷 西川英彦, 澁谷覚著; 陳朕疆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800 過去與未來之間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 李雨鍾, 李威撰, 黃雯君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855 大腦不老,身體更好 烏里西.史特倫茲(Ulrich Strunz)著; 黃淑欣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923 化繁為簡的科學: 管理商業裡無序、無法預測、無固定解問題的4大策略瑞克.納森(Rick Nason)著; 吳慕書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947 一起踏上實驗教育的征途: 臺北市第一所公辦公營實驗中學的遠征探索式學習經驗分享臺北市立芳和實驗中學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954 直覺行銷: 運用11種人性直覺,讓人不用多想就掏錢的商業巧思馬修.威爾克斯(Matthew Willcox)著; 林怡婷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482961 跨感官心理學: 解鎖行為背後的知覺密碼,改變他人、提升表現的生活處方箋羅素.瓊斯(Russell Jones)著; 陳松筠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4089 希特勒的賓客簿: 二戰時期駐德外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讓-克里斯多弗.布希薩(Jean-Christophe Brisard)著; 洪夏天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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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7435 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 陳信傑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7459 自炊的時代,我的自煮料理: 一週煮三次,將當令食材輕巧用完,款待自己的72道美味食譜=週3レシピ 家ごはんこれくらいがちょうどいい。山口祐加著; 王詩怡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7473 登月先鋒: 尼爾.阿姆斯壯的一生= First man: the life of Neil A. Armstrong詹姆士.漢森(James R. Hansen)作; 林曉欽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7480 風之電話亭= Quel che affidiamo al vento 勞烏拉.伊麥.梅希納(Laura Imai Messina)作; 倪安宇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0167 幽靈之愛在烽火連天時= Les amours d'un fantôme en temps de guerre尼古拉.德魁西(Nicolas de Crécy)作; 陳太乙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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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7457 普賢菩薩十大行願講記 徐醒民講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27464 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 徐醒民講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527471 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 徐醒民講 2021-04-00 平裝 第2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6

啟明



9789865527488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徐醒民講 2021-04-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527495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四 徐醒民講 2021-06-00 平裝

9789865527501 古文觀止選講 徐醒民講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0404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庭教育(108年新課綱)簡志娟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0405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飾品設計與實務 黃翠如, 王燕苹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0406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舞台表演實務 施珮緹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04070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與實務 李昭明, 郭靜宜, 陳千蕙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04087 美容美體實務 蔡明娟, 陳立賢, 李秋香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0409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膳食與營養實務. 下冊許世忠, 劉彩緞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107 立體裁剪實務 馮家慧, 顏仲汝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76114 美容造型概論 陳明雅, 鄭寶琪, 張湘庭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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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9383 翻轉司法的奧德賽行旅: 施茂林的法律人生 施順冰, 陳建勝主編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29529 小病藥治: 一本書讀懂吃藥學問!從西藥到中藥,你不可不知的用藥科學金銳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543 英文單字語源記憶法 曾利娟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666 說故事高手: 讓人歡喜、感動人心的表達技巧!戴晨志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29888 開始幫狗狗按摩吧! 山田理子監修; 小陸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925 貓戰士(漫畫版): 天族與陌生客= Warriors: skyclan and the stranger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丹‧喬立(Dan Jolley)腳本; 詹姆斯‧巴利(James L. Barry)繪; 鐘岸真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932 飛天企鵝傑洛尼莫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謝雅文譯2021-02-00 精裝

9789865529956 看穿身邊的病態人格: 帶你了解身邊的病態人格者,輕鬆辨識他們的特徵,看穿他們偽裝的方法!= イラスト図解 サイコパスYUUKI YUU監修; 伊之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963 日語50音完全自學手冊 王心怡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970 韓語40音完全自學手冊 郭修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29987 心智圖串聯單字記憶法 蘇秦, 羅曉翠, 晉安佑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90400 圖解五葉松盆栽技法 劉立華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0417 高齡音樂治療實務: 40種音樂活動設計 賴香芸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90424 第一個登陸月球的河馬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謝雅文譯2021-03-00 精裝

9789869990448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二, 靜默融雪= Warriors: the silent thaw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0455 低醣飲食: 肥胖、老化、糖尿病、癌症、免疫力,與「醣」息息相關!牧田善二著; 藍嘉楹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0462 治癒你,治癒牠: 貓咪經穴按摩 石野孝, 相澤瑪娜著; 蔡昌憲譯 2021-03-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82005 極道療癒師: 你可以不要活成別人的形狀 宋如珊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067 機場總監告訴你50個飛機知識: 關於機場基建、飛行、商務、法規、營運的祕密安德森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081 情緒平復練習: 認知行為治療實作指南 賽斯.吉爾罕(Seth J. Gillihan)著; 卓文琳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104 用心智圖學越南語 阮怡緁, 阮氏碧玉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82609 <>情文相應觀之意涵結構及其通貫 高知遠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661 黎明列車: 曾貴海世紀詩選 唐毓麗主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2944 入陣的人: 神行子弟鬥陣事件簿 跳舞鯨魚著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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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9271 趣味寓言精選 學萌教育工作室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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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7555 近十年英文學測試題詳解: 詳解本. 110年版 賴世雄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579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 Level 5 賴世雄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7586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 Level 6 賴世雄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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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04880 凍卵: 二條線閨蜜女醫師讓妳給自己永遠來得及的機會陳菁徽著 201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541 我的第一本5分鐘英文文法攻略 吳靜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565 自然發音輕鬆學: 看字讀音,聽音辨字的單字不死背的關鍵吳佳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619 KAKU老師的快熟50音 郭欣怡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7626 日文派對: 50音得用手寫這樣學 赤名莉香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捷英社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啟英文化



9789865507633 英文片語輕鬆學: 和中式用法說再見,英文道地不求人李宇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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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02955 我最好的大象朋友 潘美慧文; 傅馨逸, 陳志鴻圖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02962 我的神祕保母 潘美慧文; 喵伊圖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02979 數學小偵探. 5, 密室脫逃計畫 楊嘉慧作; 劉俊良繪圖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02986 我們救了一頭大翅鯨 潘美慧文; 林韋達圖 2020-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9502993 臺灣古道大冒險. 3, 苗栗鳴鳳古道 方秋雅文; 蝗蟲哥哥圖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007 臺灣古道大冒險. 4, 玉山八通關古道 方秋雅文; 蝗蟲哥哥圖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021 每一根羽毛都洗乾淨了 潘美慧文; 灰塵魚, 陳志鴻圖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6038 中文真棒Textbook. 3= Amazing Chinese 叶绍苹等编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46045 三字經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陳瓊鳳繪圖 2020-09-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46076 藏在紅豆裡的愛 潘美慧文; 劉鵑菁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6083 我的小丑魚同學 潘美慧文; Shih-Fen, 陳志鴻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6090 洋洋的紙箱子 鄒敦怜作; Croter繪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6106 烏龜慢慢找工作 蕭維欣作; 楊子葦繪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6113 對你說一百次謝謝 潘美慧文; 熊育賢圖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46120 藏在手機裡的祕密 李光福文; 吳姿蓉圖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6137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3= Amazing Chinese 叶绍苹等编 2020-11-00 平裝

9789865351670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三冊(2上) 林靜萍, 黃香萍, 林淑惠, 黃谷臣, 邱得全, 李欣靜, 高嬅, 梁嘉音, 陳柏蓉, 楊裕隆, 張瓊恩, 蔡政杰編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762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三冊(2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786 國中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三冊(2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351809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三冊(2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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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3102 狗店長騎單車: 讀(中英對照)(點讀版)= Boss takes a bike: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visiting Leyouyuan'黃郁軒圖.文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13119 狗店長坐火車: 讀(中英對照)(點讀版)= Boss takes a train: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untitled'黃郁軒圖.文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13126 狗店長乘渡輪: 讀(中英對照)(點讀版)= Boss takes a ferry: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moored for the night on the Jiande river'黃郁軒圖.文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13133 狗店長搭飛機: 讀(點讀版)(中英對照)= Boss takes an airplane: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visited the hermit but did not meet him'黃郁軒圖.文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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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7451 學而未志於道,不可謂之學也 陳火爐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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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5176 台語歌謠鋼琴演奏曲集= Taiwanese songs piano collections陳亮吟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35183 吉他和弦百科= Guitar chord encyclopedia 潘尚文編著 2020-08-00 十版 平裝

9789869835190 彈指之間= Guitar handbook 潘尚文編著 2020-10-00 十八版 平裝

9789869962902 鋼琴動畫館. 2: 日本動漫= Piano power play series animation II麥書文化編輯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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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69268 Devon's world 3 teacher's book 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2020-09-00 平裝

9789866469275 Devon's world 3 student book 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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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1525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 王宏哲文; 侯小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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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4186 一生三世: 格爾登仁波切回憶錄 李江琳作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47709 鎖住西藏人民的枷鎖: 論簽訂所謂十七條協議的前因後果君慈仁, 索朗多吉著; 頓珠多傑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偉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康大腦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紮根教育永續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頂晉文創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78275 病屍 力丹著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2325 丑时之女.异游鬼簿. 2 笭菁作 2011-02-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501860 別再mnist了: 跨平台高平行Tensorflow 2精彩上陣李金洪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877 頂級網站技術長高度: 前端工程進階大師指南侯策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884 最踏實AI之路: 全白話機器學習一次搞懂 黃佳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891 比Docker再高階一步: 使用Harbor完成Helm Chart容器及鏡像雲端原生管理張海寧等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907 Excel函數庫最完整職場應用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921 練核心從裡強到外: 全面了解Linux基礎架構 笨叔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938 500個必問題: 深度學習AI頂尖企業面試實況 談繼勇主編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945 從來沒有這麼明白過: TensorFlow上車就學會 李錫涵, 李卓桓, 朱金鵬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952 資料淘金時代來臨: 企業BI專案建置營運高生產力王文信, 楊揚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1969 機器學習: 彩色圖解+基礎數學篇+Python實作 洪錦魁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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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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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1919 經歷主恩扭轉人生: 新眼光讀經2021年7-9月 王子豪, 胡宏志, 王品升, 夠尚.優耀, 呂玉美, 陳惠世, 王曉雯, 陳豐明, 馬國軒, 陳信喆, 劉永祺, 陳良智, 謝懷安, 劉主恩, 陳柏志作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71926 少年新眼光: 淚水中看見希望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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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8760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2-00 平裝 第1冊

9789869948777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2-00 平裝 第2冊

9789869948784 Fun with abc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3-00 平裝 第1冊

9789869948791 Fun with abc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3-00 平裝 第2冊

9789860619201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3-00 平裝 第3冊

9789860619218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3-00 平裝 第4冊

9789860619225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3-00 平裝 第5冊

9789860619232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2021-03-00 平裝 第6冊

9789860619249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試題包: 初級聽力&閱讀(初試)堂奧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二版二刷 其他 全套

9789860619256 Smart新式多益保證班: 模擬挑戰包 顧叔剛, 顧曉明作 2021-03-00 初版二刷 其他 全套

9789860619263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試題包: 中級聽力&閱讀(初試)堂奧編輯群編著 2021-03-00 二版二刷 其他 全套

9789860619270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starters written by Sue E. Leeward 2021-03-00 其他

9789860619287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movers written by Sue E. Leeward 2021-03-00 其他

9789860619294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閱讀測驗=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level鄭翔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400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閱讀測驗(試題本)=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level鄭翔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417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閱讀測驗(試題本)= Access to GEPT: reading test(intermediate)顧叔剛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424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閱讀測驗= Access to GEPT: reading tests(intermediate)顧叔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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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441795 神話故事之戲曲臉譜 偶樹瓊撰文; 曾漢壽臉譜繪畫 2019-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1441870 黃石城語集 黃石城編著 2020-09-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1441887 地方創生文創產業心戰略 陳木村, 陳玉玟編著 2020-1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1441894 東陽堂官氏族譜: 航臺第十二世祖芝榮公芝和公脈下官有沐總編輯 2020-10-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1441917 我國新冠病毒防疫政策之研究 張耕維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7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笭菁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智數位

送存冊數共計：3

涵集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4429 什麼荒謬年代= Such a fun age 凱俐.瑞德(Kiley Reid)著; 葉佳怡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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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9454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111年 黃學劼編纂 2021-04-00 平裝

9789869629461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11年 黃學劼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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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3990 悅讀小學堂. 人類篇. 1, 人物 王乃娟企畫編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18305 悅讀小學堂. 人類篇. 2, 人體 王乃娟企畫編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18312 悅讀小學堂. 人類篇. 3, 感官 王乃娟企畫編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18329 悅讀小學堂. 人類篇. 4, 生活 王乃娟企畫編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18374 Buddy English. vol.12, the party in the forest= 美語巴弟. 第十二冊, 森林派對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0-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18398 Buddy English. vol 14, all drivers are great= 美語巴弟. 第十四冊, 偉大的司機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46603 不會哭不會笑的獅子: 情緒的表達 張秋生文; 林明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46610 大牙的花園: 付出與收穫 張晉霖文; 張鎮榮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46627 我是公主: 待人處事的智慧 張晉霖文; 林明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46634 賴皮鬼小兔: 遵守遊戲規則 彭秀麟文; 張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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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95341 國語文 教甄中心編輯群作 2010-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2995358 數學 教甄中心編輯群編 20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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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41294 我的第一本日語學習書: 一次學會日語單字、會話、句型、文法的入門書(QR碼行動學習版)Communication日文研究會著; 崔蓮紅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41324 實境式照單全收!圖解日語單字不用背: 照片單字全部收錄!全場景1500張實境圖解,讓生活中的人事時地物成為你的日文老師!小堀和彥著; 洪嘉穗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41331 實境式照單全收,圖解德語單字不用背 張秀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41348 NEW TOPIK II新韓檢中高級試題全面剖析 李太煥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4541355 我的第一本韓語俗語慣用語 朴壽美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4541362 我的第一本經典故事親子英文(QR碼行動學習版)李宗玥, 高旭銧著 2020-09-00 初版 其他

9789864541379 我的第一本日語慣用語 奧村裕次, 林旦妃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41386 在日實測!精準日本語 張恩濤, 小針朋子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41393 NEW GEPT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題庫大全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編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4541409 全新!雅思口說題庫大全 Hackers Academia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4541416 全新!IELTS雅思寫作題庫大全 Hackers Academia著; 許竹瑩, 羅淑貞譯 2020-10-00 平裝

9789864541423 NEW TOPIK II新韓檢中高級寫作應考秘笈 元銀榮, 李侑美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4541430 新制多益TOEIC聽力測驗總整理 David Cho著 2021-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541454 新制多益TOEIC閱讀測驗總整理 David Cho著; T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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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7373 花漾情懷: 陳能玉紙黏土創作展 陳能玉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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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51110 金石之契: 陳俊光書法篆刻集 陳俊光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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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66984 經典家常燒肉 本書編寫組編著 2021-06-00 第一版 其他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逗點文創結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康寧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翫苑懷謙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教甄策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福堂曆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語週刊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17080 美麗新世界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作; 唐澄暐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17097 夜讀巴塔耶 朱嘉漢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115 黃衣國王= The king in yellow 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W. Chambers)作; 楊芩雯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122 停下來的書店 夏琳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139 沒有一天的星星和今天不一樣 胡家榮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146 編輯 王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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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6904 Re:是混合的 05:11(六小時前) 詹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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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0661 西非短鯛普拉斯+= Fantastic West Africa: dwarf cichlids and their tank mates張永昌作 2021-04-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107893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歡迎光臨!日語小食堂: 美食特選單字.TOP人氣料理 從和風到洋食 帶您走進美食日語的遊樂園!賴巧凌編著; 林家蓁(小林肉包子)插畫 2020-07-00 初版 其他

9789577107909 英文日記寫作句典 石原真弓著; 林曉盈翻譯 2020-07-00 二版 其他

9789577107916 日本驚悚短篇小說精選: 魔像 蘭郁二郎等著; 銀色快手等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7923 OSHARE手繪日語時尚單字 DT企劃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7930 哇!原來這句韓語這樣說(隨身攜帶版) 王韻亭著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577107947 Bon Appétit!美食法語會話 Studio Tac Creative Co., Ltd著; 陳琇琳譯 2020-09-00 二版 其他

9789577107954 基礎日本語助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7961 秘密花園= The secret garden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著; 柔之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7978 小王子(中英法對照)= Le petit prince 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盛世教育譯 2020-11-00 二版 其他

9789577107985 日本經典文學: 御伽草紙 太宰治著; 林佳翰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7992 掌握8大發音要訣!: 英語聽說超流暢 Tim Stone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05 莫爾格街兇殺案: 愛倫坡短篇小說選 埃得加.愛倫.坡著; 沈筱雲, 周樹芬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12 今天開始學法語. 進階篇 Yuji Sawabe, Hitoshi Oiso著; 陳琇琳譯 2020-11-00 二版 其他

9789577108029 基礎日本語敬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36 需要數學的瞬間: 在生活中輕鬆學習數學 金民衡著; 黃莞婷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43 基礎日本語動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50 字首、字尾活記!增進10倍!英文字彙記憶能力(隨身版)蔣爭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67 圖示水彩畫法的概念 林子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74 基礎日本語助動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81 看圖表學日語文法(大字清晰版) 李復文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098 今天開始學法語: 學文法必上的58堂課début! 大場靜枝, 佐藤淳一, 柴田茉莉子著; 陳琇琳譯 2021-02-00 二版 其他

9789577108104 說日語好流行!日本人聊天必說流行語. 2 Aikoberry, 平松晉之介著 2021-03-00 初版第2刷 其他

9789577108111 韓檢必考單字5700: TOPIKI、II一次搞定 林鐘大著; 謝景焮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128 基礎日本語文法(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7108135 不用老師教的日語動詞X形容詞變化 舒博文, DT企劃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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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6482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516499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516505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516512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9789865516529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516536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516543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516550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9789865516567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516574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516581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516598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9789865516604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516611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野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魚雜誌



9789865516628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9789865516635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777438 餐桌上的旅行家: 向義大利傳奇美味致敬 Alex Lu著 2021-04-00 平裝

9789869777445 七情掛心: 迷雲遮慧月 溫嬪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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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7016 和樂南鳴: 生田流日本箏 徐宿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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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057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 上何淇義, 李玉環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1630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上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趙立民等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25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園場管理實習. 下冊洪進雄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29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車輛底盤檢修實習鄭富禎, 張耀峰, 蘇慶源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30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加工實習. 下冊劉厚蘭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31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化工裝置實習. 下冊顧永傑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33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生命科學概論 .上冊楊昆霖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348 道體易研究 林美惠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362 技術型高級中學食品群食品檢驗分析實習. 上冊鄭清和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137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資訊管理實習. 上蔡政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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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4711 集郵彙報. 第33卷(2021年)= Collectors' philatelic annual report. volume 33(2021)游振傑主編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35746 讚啦!光源氏: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 est em作; 劉蕙菁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35753 讚啦!光源氏: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 est em作; 劉蕙菁譯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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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3703 記人寫作篇. 上, 明星爭霸賽Round1 李婉菁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3710 記人寫作篇. 下, 明星爭霸賽Round2 李婉菁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3727 標點符號篇. 上, 標點符號不見啦! 李婉菁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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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48956 旅遊糾紛與緊急事件處理: 糾紛原因與案例探討、解析旅遊契約與保險、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 TraveL services: disputes and emergencies陳怡全, 劉惠珍, 吳雁輝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7848963 宴會管理: 全方位的新視野=Banquet management: a new,well rounded vision梁崇偉著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577848970 民法教程概要: 案例導引與解析 蔡輝龍編著 2021-01-00 11版 平裝

9789577848987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2021年 程健行, 陳善珮, 李奇嶽, 郭名龍, 王再生, 洪小芬, 高士凱, 黃柏維, 蔡淑賢, 嚴從音,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2021-03-00 6版 平裝

9789577848994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2021年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李奇嶽, 陳善珮, 李承峻編著2021-02-00 9版 平裝

9789577849007 旅遊行程設計師認證試題指南. 2021年= Package tour designer certification李奇嶽, 陳善珮, 吳美惠, 盧慶龍, 郭名龍, 顏瑞棋, 曾麗蓉, 馬淑華, 林澤洲編著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577849014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銀階認證試題指南井柏紳, 方翠華, 丘彪, 朱立仁, 吳文傑, 吳奕德, 吳銘祥, 李金桔, 李東穎, 林超, 洪佳增, 洪明堂, 徐明輝, 涂榮宗, 高子玄, 高任首, 高瑤光, 崔宏光, 崔震雄, 張佳玄, 張明琛, 張心盈, 梁博凱, 許智強, 陳子洋, 陳宇琦, 陳志高, 陳柏蒼, 陳善珮, 陳曉青, 陳芳華, 陳德合, 陸積偉, 舒程, 紀維綺, 楊文宇, 廖信華, 熊亮杰, 鄭雅馨, 鄭雋孜, 簡佩平, 盧碧蓮編著2021-02-00 七版 平裝

9789577849021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試題指南 李奇嶽, 陳善珮, 彭成裕, 李青松, 楊明賢, 陳正茂, 沈中天, 郭名龍, 張婷婷, 鄭凱湘, 林香君, 林久玲, 林澤洲作2021-02-00 四版 平裝

9789577849038 國際侍酒服務資格認證試題指南. 2021= Provide responsible service of alcohol魏道駿, 張婷婷, 李奇嶽, 陳永淳, 陳正茂, 高崇倫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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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3541 數學. C. 三, A+課堂講義 賴映伶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558 數學. A. 四(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 李秀芳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以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郵文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之和音



9789869893565 數學B. 四(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 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57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C. 四 陳吳煜, 馬雅筠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58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 四吳秀蓮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59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經濟學. 下郭國欽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240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A. 四, A+課堂講義李秀芳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2413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四, A+課堂講義賴映伶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2420 數學. B. 四, A+課堂講義 謝立人, 張克旭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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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3003 一百天快速學針灸 張仁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010 不可不知的心理學9大定律 彼得(Peter)等著; 艾柯編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027 老年人常見疾病防治與用藥安全 彭啟明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034 新說紅樓夢 周慶華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096 <>一次看透 周慶華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654 呂氏春秋全書 呂不韋原著; 張玉玲編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661 叫我們哲學第一班 周慶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678 論自由 約翰.密爾(John Mill)原著; 陳書凱編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7580 失落的百年致富聖經 華勒斯.華特斯(Wallace D. Wattles), 巴納姆等著; 蕭祥劍編譯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43701 君子學 周慶華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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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45682 精油之化學基礎與實務應用= The chem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s of essential oils易光輝, 王曉芬, 李依倩作 2020-08-00 三版 平裝

9789861945699 照顧概論與實務: 照顧服務員實用工作指南 林王美園作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1945705 內外科護理實習手冊 凃秀妮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45712 長期照顧機構管理=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management梁亞文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1945729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4: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nursing徐明葵作 2021-03-00 20版 平裝

9789861945736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5, pediatric nursing陳純真, 盧惠文作 2020-10-00 20版 平裝

9789861945743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作 2020-10-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750 新護理師捷徑. 8, 解剖生理學=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8, anatomy & physiology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編著 2020-10-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767 新護理師捷徑. 11, 病理學=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1, pathology徐明洸編著 2020-10-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774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2, nursing & nursing techniques劉月敏, 康明珠作 2021-03-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781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 nursing administration王淑卿, 林笑作 2020-10-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798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0,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謝伯潛編著 2020-10-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804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6, psychiatric nursing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2021-03-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811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7,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李復惠, 林麗鳳, 邱馨誼作 2020-10-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828 新護理師捷徑. 3, 內外科護理 王璟璇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2021-03-00 二十版 平裝

9789861945835 FUN輕鬆學習醫學術語: 常見300字醫護專業術語吳寳觀作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1945842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護理計畫與措施= Sparks & Taylor's nursing diagnosis reference manualLinda Lee Phelps原著; 郭惠敏, 黃靜微, 張秉宜, 程子芸, 胡慧蘭, 林家綾, 喬佳宜, 林麗秋合譯2021-02-00 四版 平裝

9789861945859 生育保健= Genetic health 劉丹桂, 林宜靜, 陳信孚, 黃璉華, 胡務亮, 簡穎秀, 李妮鍾, 林秀娟, 陳淑溫, 陳明, 吳琬如, 陳穎中, 胡閔慧, 詹曉文, 陳素珍編著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1945866 病理學 呂福江, 林欽塘, 賴宗鼎, 連晃駿, 陳志榮, 黃蘭如, 熊敬業, 賴銘淙, 楊彰師, 陳順源, 周玉瑜, 孫家棟, 鄭永銘, 蔡建誠, 毛翠蓮, 沈瑩瑩, 李進成, 黃玄贏, 陳威宇, 陳慕師編著2021-02-00 三版 精裝

9789861945873 基本護理學= Basic nursing 蘇麗智, 簡淑真, 劉波兒, 蘇惠珍, 林靜娟, 呂麗卿, 陳明莉, 羅筱芬, 李淑琍, 林淑燕, 賴秋絨, 邱淑玲, 陳淑齡, 謝珮琳, 林玉惠, 黃月芳, 葉秀珍, 潘美蓉, 李家琦, 李美雲, 歐倫君, 林唐愉, 顧家恬, 葉秀瑛, 洪慧容, 劉月敏編著; 周慧琍總編輯2021-04-00 四版 平裝 上冊

9789861945880 基本護理學= Basic nursing 蘇麗智, 簡淑真, 劉波兒, 蘇惠珍, 林靜娟, 呂麗卿, 陳明莉, 羅筱芬, 李淑琍, 林淑燕, 賴秋絨, 邱淑玲, 陳淑齡, 謝珮琳, 林玉惠, 黃月芳, 葉秀珍, 潘美蓉, 李家琦, 李美雲, 歐倫君, 林唐愉, 顧家恬, 葉秀瑛, 洪慧容, 劉月敏編著; 周慧琍總編輯2021-04-00 四版 平裝 下冊

9789861945897 實用兒科護理= Practical pediatric nursing 陳月枝, 黃靜微, 林元淑, 洪兆嘉, 張綠怡, 蔡綠蓉, 林美華, 吳佩玲, 程子芸, 伍雁鈴, 林芳怡, 吳書雅, 許玉雲, 楊曉玲, 王冠今, 曾紀瑩, 黃立琪, 李慈音, 廖珍娟, 劉千琪, 廖愛華, 黃玉苹, 楊寶圜, 張綺紋, 蕭慧玲, 黃庭紅, 高淑雰, 劉英妹, 曾翠華, 梁淑華, 吳維紋, 周治蕙, 魏琦芳作2021-04-00 九版 精裝

9789861945903 實用產科護理= Practical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nursing王淑芳, 馮容莊, 張宏江, 王子芳, 方郁文, 江曉菁, 王瑤華, 潘婉琳, 陳信孚, 萬美麗, 高美玲, 郭素珍, 黃國儀, 陳淑溫, 曾英芬, 洪志秀, 柯淑華, 黃美荏, 王佳音, 李麗君, 廖怡惠, 潘怡如作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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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5301 鶼鰈情深: 相知相守一甲子 陳國華口述; 蔡宜玲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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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5027 小不點去聚會(中英對照) 避雨文; 那羊圖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85034 唯一的救主 耶穌 謝順道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5041 聖經人文史地 陳勝全著 2020-03-00 三版 精裝

9789869885058 新歌背後的樂/章: 一個音樂家媽媽的信仰旅程= The untold story behind the new song: a musician mother's journey of faith李佳恩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5065 刀出鞘 郭祝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華宏投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5927 採購付款循環查核: SAP ERP重複付款查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2021-04-00 2版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4608 融入認知理論的動態電腦設計研究. 大專篇 謝哲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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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3147 英語句型這樣學才會快 范欣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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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5498 台灣民謠改編音樂會練習曲= Concert études for developing pianists inspired by Taiwanese folk songs廖幼萱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321 Pink Panther rules: for four solo singers,mixed choir and orchestra陳玫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338 Suite Antiqua: for clarinet in Bb and piano 陳玫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345 Encounter: a duo for violin and clarinet in Bb 陳玫君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352 Two folk songs from for soprano and orchestra 陳玫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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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5785 高階後勤管理者的修煉 韓慧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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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48403 財務管理與會計決策. I 林裕哲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48410 Python程式設計: AI與資料科學應用 劉立民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548427 Python程式設計: 數據分析與深度學習 白文章, 白子宣編著 2021-08-00 二版 平裝

9789579548434 人際關係與溝通: 如何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傅清雪編著 2021-02-00 四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7008 台灣空靈鼓樂譜: 30分鐘學會空靈鼓 丁盈文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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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1710 莿桐阮ㄟ愛= Cihtong Taiwan 楊明亮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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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6508 笨港五湖四海宴-展覽作品專輯. 第七屆 蔡享潤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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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1851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4 華品文化作 202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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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3023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8 華品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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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21881 經典數學. E= Classic math 林恆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9421898 經典數學. F= Classic math 林恆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05 基奧推理數學(大班下學期)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菁英文教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林縣傳統工藝文創產業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棋朋樂器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莿桐鄉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凱林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斐亞文化藝術

傑克商業自動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辰創意印刷



9789860727012 經典數學. A= Classic math 林恆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29 基奧思維數學. A= G.I.O Math 林恒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 蘇嘉慧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36 基奧思維數學. C= G.I.O Math 林恒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 蘇嘉慧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43 基奧思維數學. E= G.I.O Math 林恒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 蘇嘉慧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50 基奧推理數學. 2-1級= G.E.O. S-Cal .guide. environment. operation speedy calculation[菁英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67 基奧數學/速算. 4-3級= G.E.O. S-Cal. guide. environment. operation speedy calculation[菁英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74 基奧推理數學. 6-5級= G.E.O. S-Cal. guide.environment. operation speedy calculation[菁英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81 GEO遊戲數學組(小一上)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098 GEO遊戲數學組(小一下)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04 GEO遊戲數學組(小二上)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11 GEO遊戲數學組(小二下)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28 TOP數學組(中班上學期) 林恆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35 TOP數學組(中班下學期) 林恆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42 TOP數學組(大班上學期) 林恆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59 新先修教材組 施麗蘋, 郭玫伶, 洪玉真主編 2020-02-00 再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66 基奧推理數學(中班上學期)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73 基奧推理數學(中班下學期)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80 基奧推理數學(大班上學期) 林恆, 陳燕治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197 TOP數學組(大班下學期) 林恆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03 基奧推理數學(GEO)S-Cal. 8~7級 林恆主編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10 Speed up Book. 7 趙宇作 2015-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27 Speed up Book. 9 Coconut作 2015-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34 Speed up Book. 10 Coconut作 2016-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41 Let's Read with Phonics [菁英文教有限公司]美語編輯小組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58 基奧思維數學. B= G.I.O Math. B 林恒主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65 基奧思維數學. D= G.I.O Math. D 林恒主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7272 基奧思維數學. F= G.I.O Math. F 林恒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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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9317 完勝英語7000單字終極版：基礎扎根 LEVEL 1 & LEVEL 2Michael Yang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362 一看就懂的圖解心經: 手寫心經祝福增訂版 李儀坤著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39379 優雅媽媽不抓狂: 小陸媽咪與兒童臨床心理師聯手終結孩子21個失控行為陸昕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386 好好老,不怕老! 楊嘉敏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9393 全圖解好狗狗四星期教育小學堂: 不打不罵,再皮的狗狗都能教得乖謝佳霖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900 新多益滿分講師授課: 全新制NEW TOEIC多益閱讀高分關鍵+狠準擬真試題+解析徐培恩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917 全方位英語大師: 英文文法原來如此 蘇秦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924 7000單字初級. LEVEL 3 & LEVEL 4 Michael Yang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931 7000單字初級. LEVEL 5 & LEVEL 6 Michael Yang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948 李偉文筆記書. 3: 一定要幸福! 李偉文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9966955 翻譯大師: 英文經典俚語大全 俞亨通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962 跟著韓文老師學韓流 郭修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6979 3-6歲在生活中養成學習力 黃名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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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4380 聖諭廣訓: 易經和道德經 寒亭書社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4397 圣谕广训: 易经和道德经 寒亭书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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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75510 圖解中國神話故事 唐譯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9075527 圖解瑜伽聖經 霍麗娟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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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4808 基奧思維數學. D= G.I.O Math 林恒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 蘇嘉慧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34815 基奧思維數學. B= G.I.O Math 林恒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 蘇嘉慧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34822 基奧思維數學. F= G.I.O Math 林恒主編; 陳燕治, 陳莉芸, 蘇嘉慧編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34846 Super A: baby. A Candy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寒亭書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凱信企管顧問



9789860634853 Super A: baby. B Candy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4860 Super i book. 1 陳麗芬, 陳本琪, 黃月萍編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34877 Super i book. 2 陳麗芬, 陳本琪, 黃月萍編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34884 Super i book. 3 陳麗芬, 陳本琪, 黃月萍編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34891 Super i book. 4 陳麗芬, 陳本琪, 黃月萍編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49505 Super i book. 5 陳麗芬, 陳本琪, 黃月萍編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649512 Super i book. 6 陳麗芬, 陳本琪, 黃月萍編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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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1895 我也曾經不勇敢: 解密精準醫療,個人化抗癌新趨勢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編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91605 循令食家の味: 24節氣歲時紀 陳品洋編審 2021-0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91612 護理的100種可能: 白色巨塔內的角落生物 王秋雯, 吳思葦, 吳凱榛, 汪慧玲, 李靜怡, 吳曜梧景, 林美汝, 林怡芳, 林玥萱, 林聖芬, 林鳳蓮, 胡文郁, 柯虹如, 許寬宏, 陳幼貴, 陳怡安, 陳宛榆, 陳薇君, 郭豐慈, 楊雅筑, 蔡孟佑, 歐怡秋, 劉彥廷, 鍾亞璇作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91629 護理的100種可能: 白色巨塔外的風和日麗 Daniel, 史天音, 吳佳玲, 邱倫瑋, 邱毓瑩, 林奕圻, 莎拉將, 陳宥伶, 陳思柔, 陳俞菁, 高國雁, 許雅婷, 陳靜敏, 許韞恩, 梁秀眉, 郭欣儒, 黃華英, 張瓊尹, 馮馨醇, 褚士銘, 蔡佩真, 鄭雅文作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91636 羅姐談好房: 行家引路x竅門破解x實戰入局購屋自住私房秘笈朱承天作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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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9411 國考公文選擇看這本 巫行雲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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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3465 接納,才能自得: 日本人的淡然之道 史考特.哈斯(Scott Hass)著; 吳緯疆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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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7747 保險學: 理論與實務=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theory and practice凌氤寶, 康裕民, 陳森松著 2020-08-00 十版 平裝

9789869897754 財產保險學=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陳森松, 吳瑞雲作; 凌氤寶主編 2020-09-00 四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4801 練習良善的一年 唐娜.卡麥蓉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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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70887 股票作手回憶錄 傑西.李佛摩著; 柯艾略譯 2020-10-00 1版 平裝

9789865670894 全腦思維的力量: 天才的想法和你不一樣 吳建光著 2020-07-00 1版 平裝

9789869904674 圓覺經 釋從信解釋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4698 略論明心見性 元音老人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002 心經抉隱 元音老人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026 佛學講義 高觀如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033 天地經.真人: 天地經應運文輯錄. 三 翁瑞沛著 2020-08-00 1版 平裝

9789865541040 空性智慧: 眾生煩惱痛苦的解脫之道 杜志軍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071 大悲咒的法益與功德 學佛雅集編著; 廖欽燦繪圖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088 匯宗錄: 換一種方式講佛教哲學 袞三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095 謎案追凶 之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01 佛法修證心要問答集 元音老人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18 大手印淺釋 元音老人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25 楞嚴要解 元音老人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32 中有教授聽聞解脫密法釋要 蓮花生大士著; 孫景風譯; 元音老人評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49 儒教思想改革新探 張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63 佛法與開悟 賈題韜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70 佛教與氣功 賈題韜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187 維摩詰所說經註疏 月溪法師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200 與人為善結良緣: 孔子的處世智慧 林在勇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217 順性而動即是福: 孟子的快樂哲學 張應杭, 黃寅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224 修行的利樂與法益 心佛居士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41231 心經: 阿含經入門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從信法師解釋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創客魔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博思智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349018 micro:bit AI智慧小車 飆機器人科技教育應用團隊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8349025 micro:bit智慧生活 宋文財, 飆機器人科技教育應用團隊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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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26480 長期照顧政策與管理 趙海倫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6503 解剖生理學(重點整理) 王玉文, 郭純琦合著 2020-07-00 六版 平裝

9789863626534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規 王詠騰等合著 2020-07-00 六版 平裝

9789863626572 現代中醫導論要略 陳必誠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6664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1, 保健食品概論 李柏憲等合著 2020-08-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6701 嬰幼兒學習環境規劃 施淑娟等合著; 黃麗錦主編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26718 紅棗: 友善農耕與料理食譜 施佳宏, 李杰奎合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6725 簡易統計學 蔣榮宗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626732 生物化學 林冠語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6749 生命期營養 陳惠欣等合著 2020-09-00 十版 平裝

9789863626756 高齡營養學 李仁鳳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3626763 餐飲經營管理專題 郭慧儀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6770 兒童疾病物理治療學 孫世恒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6787 兒童產業概論與實務 薛慧平, 張冠萫, 陳建志合著 2020-09-00 五版 平裝

9789863626794 公共衛生概論 劉明德等合著 2020-08-00 六版 平裝

9789863626800 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必勝手冊 張瓈文等編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3626817 臨床生化學 方偉宏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6824 幼兒教保概論 蔡淑桂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9-00 五版 平裝

9789863626831 生物統計學 賴嘉祥著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26848 幼兒健康與安全 張美雲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3626855 醫務資材管理與實務 何清治等編著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26862 長期照護 田玫等編著 2020-09-00 九版 平裝

9789863626879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等編著 2020-09-00 九版 平裝

9789863626886 護理研究概論 王采芷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6893 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劉建功等編著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26909 新編心理學概要 林俊德等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6916 基礎生物學 劉信雄等編著 2020-09-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26923 新編人類發展學 柯惠玲等編著 2020-09-00 七版 平裝

9789863626930 化粧品調製學 陳玉芬, 張乃方, 吳姵萱合著 2020-08-00 五版 平裝

9789863626954 新護理考試祕笈. 4, 兒科護理學 林琦華等編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10-00 五版 平裝

9789863626961 物理治療師精選題庫: 解剖生理學 許志偉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6978 職能治療師精選題庫: 解剖生理學 鄭承鴻著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6985 幼兒行為輔導 魏宗明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6992 特殊幼兒教育 傅秀媚等合著 2020-09-00 五版 平裝

9789863627005 新編兒童福利 馮瑜婷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9-00 七版 平裝

9789863627012 飲料調製實作入門 馬木蘭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7029 基本護理學精選題庫 潘美蓉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7036 兒童發展 陳秀才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7043 人類發展學 張貝萍等合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3627067 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 2, 肌動學與生物力學 楊金修, 劉紹龍, 張恆誌合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7081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四, 食品加工學 周清富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7098 營養學概論 蔡秀玲等合著 2020-11-00 八版 平裝

9789863627111 物理治療師考試秘笈. 4, 物理因子治療學(電療、熱療學)吳育儒, 陳世銘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2714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周嵐瑩, 魏道駿, 丁一倫, 張至忠, 黃瑞彩, 李蓓芬, 吳奕德, 楊主恩, 鄭淑勻, 鄭信男, 張鳴珊, 鄭經文, 蕭漢良編著2020-12-00 四版 平裝

9789863627180 觀光暨餐旅消費者行為 李宜靜, 黃有傑, 紀學斌, 郭名龍, 劉欣兒, 張馨芸, 陳姿潓, 周文玲, 林饒惓, 蘇子炘, 陳銘嘉, 王瑞編著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3627197 簡明餐飲衛生與安全 翁順祥, 朱于祺, 陳淑莉, 許秀華, 陳坤上, 吳松濂, 江淑華, 王秀育, 賴政宏, 王正方, 黃書政編著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27203 內外科護理學(重點整理) 張凱喬, 賴慧倫, 李一芹, 王麗雲, 杜玉卿, 邱飄逸, 邱愛芳, 張凌華, 賴維淑, 蕭淑貞, 鄭秀月, 吳仙妮, 吳沁樺, 陳瓊瑤, 黃雅雯, 李月卿, 白香菊, 楊美伶, 林玫君, 游沛玲, 黃碧華合著2020-12-00 五版 平裝

9789863627210 新護理考試祕笈. 八, 微生物免疫學 郭加恩, 高久理, 尤封陵, 劉棋銘合著 2020-12-00 七版 平裝

9789863627227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 陳樹功, 葉彥宏, 黃登福, 施養志, 林錫斌, 廖萱蓉, 呂雅蕙, 蔡永祥, 謝宥諒, 林仲聖, 周薰修, 陳石松, 黃書政, 謝承紘, 黃鈺茹, 簡希文, 林欣榮合著2021-01-00 六版 精裝

9789863627234 內外科護理學(精選題庫) 張凱喬, 賴慧倫, 李一芹, 王麗雲, 杜玉卿, 邱飄逸, 邱愛芳, 張凌華, 賴維淑, 蕭淑貞, 鄭秀月, 吳仙妮, 吳沁樺, 陳瓊瑤, 黃雅雯, 李月卿, 白香菊, 楊美伶, 林玫君, 游沛玲, 黃碧華合著2020-12-00 六版 平裝

9789863627357 解剖生理學(精選題庫) 王玉文, 郭純琦合著 2021-01-00 六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1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普特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69618 三山謎話集成 楊國顯編著 2021-05-00 平裝

9789866169625 臺語雙疊詞謎 楊國顯編著 2021-06-00 平裝

9789866169632 雙疊詞臺謎全 楊國顯編著 2021-07-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22708 Si-EYE深度學習與卷積神經網路: 圖像檢測原理與應用陳思翰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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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25641 詩經亂彈 蝴蝶Seba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658 我是夜叉不是恐龍 蝴蝶Seba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696 冥府狩獵者 蝴蝶Seba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672 Seven 蝴蝶Seba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689 望日 蝴蝶Seba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726 青木和子的刺繡漫步手帖 青木和子著; 駱美湘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733 shinnieの拼布禮物: 40件為你訂製的安心手作 shinnie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740 耳環小飾集: 人氣手作家の好感選品25 王伯毓, 張加瑜, 郭桄甄, Amy Yen, Nutsxnuts, RUBY小姐著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757 Patchwork拼布教室. 21: 伴你拼布: 可愛蘇姑娘圖選集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025764 手作人の私藏!青木和子の庭園花草刺繡圖鑑BEST.63青木和子著; 劉好殊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795 專業裁縫師的紙型修正祕訣: 以市售&手作書附錄紙型作出最合身的手作服土屋郁子著; 瞿中蓮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025825 森与花: 江雅玲銀粘土金屬工藝創作作品集 江雅玲策展; 蔡麗玲總編輯 2018-09-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58408 全局思維及建築健康的人生財務 高祥輝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8415 天無涯海無角: 一切盡在因緣裡 你所不知道的圖博德格爾才仁, 德徐真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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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30853 21世紀緊缺人才之情緒療癒師養成手冊(簡體字版)Sandy Cheung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6339 浪花兇惡 廖人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6339 浪花兇惡 廖人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1053 靈性生涯卡 張波麗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21060 微觀的地方創生: 台日跨國工作移居手記 王立中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1077 通信新聞詩文集 趙文豪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1077 通信新聞詩文集 趙文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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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2670 畫中有話看圖說話: 客語情境式演講實戰手冊開朗雜誌編輯委員會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02984 千翼: 台灣野鳥變奏曲 黃徙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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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1815 老人營養學實務 張美鈴等作; 周慧琍總編輯 2020-08-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71822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Shortcuts of child caregiver skills cert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華都編輯部編著 2020-08-00 七版 平裝

9789869871839 運動生理學= Exercise physiology 陳坤檸編著 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71846 餐旅公關與危機處理= Hotel and restaurant public relations & crisis management江惠頌, 吳孟嬪, 郭采彥作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71853 運動按摩= Sports massage 李沛樺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871860 老人心理學= Gerontological psychology 葉怡寧等作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71877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蘇宏仁等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71884 喪禮服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 Funeral service on c class certification guide: skills and knowledge王別玄, 廖明昭, 王姿菁, 洪筱蘋作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71891 寵物臨終服務與生死關懷= End-of-life care and services for pets張泮崇, 李玉嬋, 王別玄, 葉佐倫, 黃偉琳編著; 周慧琍總編輯2021-01-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06706 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 黃月桂, 李麗晶, 鄭鴻文, 曾國維, 章樂綺, 曾旭民, 蕭秋月, 郎亞琴, 白裕彬, 黃大駿作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06713 運動傷害與機能貼布= Athletic injuries and kinesio taping駱明瑤作 2021-02-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3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斑馬線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智泰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75241 無限潛能激發繪畫從心開始 侯月娥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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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9057 Hidden pictures: let's count vehicles illustrated by Josh Cleland 2020-11-00 精裝

9789860629064 Hidden pictures: ABC town illustrated by Tamara Petrosino 2020-11-00 精裝

9789860629088 The Kiboomers. 3, Christmas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The Kiboomers 2020-08-00 平裝

9789860629095 ４かこくご: なまえずかん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井口紀子, 渡辺大, 石田美智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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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20045 來自北方的凝視: 郭雪湖與他的南國世界= The Gaze from the North: Kuo Hsueh-Hu and His Southern World尊彩藝術中心編著 2020-11-00 精裝

9789869720052 地貌.輿圖.穿越劇: 周代焌= Terrain,Maps,Time Travel: Chou Tai-Chun尊彩藝術中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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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59859 想回家的病 何景窗作 2021-03-00 修訂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3500 宇宙原力: 源能量覺醒卡 黃淑偉, 美瑤撰文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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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27860 鹽田.新美.葫蘆巷 台南作家追想曲 顧蕙倩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7127877 子弟書研究 陳錦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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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83225 臉書上的選戰: 2016年台灣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之分析莊伯仲著 2019-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355 東台灣社會議題與跨界溝通: 高齡、照護、社企、環境與運動林子新等作; 呂傑華主編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553 悲傷輔導研習手冊 尉遲淦, 邱達能, 鄧明宇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560 生命教育研習手冊 尉遲淦, 邱達能, 張孟桃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577 禮讚生命: 現代殯葬禮儀實務 邱達能, 英俊宏, 尉遲淦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584 我那熱愛土地的雙親 劉洪貞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591 菜單規劃與設計: 訂價策略與說菜技巧= Menu planning and design: pricing strategies and story-narration of dishes張玉欣, 楊惠曼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607 現代發明學: 從創意創新到群眾募資商品化= Modern inventology: from creative innovation to crowdfunding commercialization葉忠福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614 劇場設計: 基礎舞台、服裝、燈光設計實務入門= Fundamentals of theatrical design: a guide to the basics of scenic,costume,and lighting design凱倫.布魯斯特爾(Karen Brewster), 梅莉莎.莎佛(Melissa Shafer)著; 司徒嘉慧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621 休閒遊憩產業概論= Introduction to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張宮熊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983638 兒童戲劇的秘密花園 謝鴻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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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80746 高中異數學(108課綱、針對新課綱、涵括各版本)賴昱賢編著 2020-07-00 平裝 第1冊

9789864480753 升大學國文科: 學測實用作文高分要訣 林誠等編著; 周明總編輯 2020-07-00 平裝

9789864480760 滿級分主題式學測試題解析: 英文科 郭茵編著 2020-07-00 平裝

9789864480777 EZ100高中物理講義(高一全): 108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湯烈漢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4480784 高中異數學素養評量試卷及解析. 第一冊(108課綱、針對新課綱、涵括各版本)賴昱賢編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4480791 EZ100高中歷史講義. 第一冊: 108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李子欽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4480807 EZ100高中地理. 第二冊: 108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周鴻海等編著; 周明總編輯 2020-09-00 平裝

9789864480814 高中段期考數學全真模擬試題. 第一冊 高秋生, 林興慶, 陳泰吉編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4480821 金牌祕笈地理總複習. 整理篇 陳逸(專業地理團隊)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838 近十年國文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845 近十年英文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商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眼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1

視野文化事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凱婕



9789864480869 近十年數學乙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876 近十年地理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883 近十年歷史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890 近十年公民與社會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906 近十年物理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913 近十年化學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平裝

9789864480920 近十年生物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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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57891 古羅馬惡行錄: 從殘暴的君王到暴民與戰爭,駭人的古羅馬犯罪史傑利.透納(Jerry Toner)著; 筆鹿工作室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300 女神說話課: 展現自我價值,讓你大受歡迎的溝通技巧水希著; 江宓蓁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317 微領悟: 99個禪學思維,找出人生需要的小答案枡野俊明著; 周奕君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324 百年麵包史: 吃軟到吃硬,從紅豆麵包到法國麵包,改變日本飲食的150年阿古真理作; 藍嘉楹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3331 只是平常心: 讓敏感的你不再傷痕累累的41條禪練習枡野俊明作; 藍嘉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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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58214 酒兒娘子不和離 唐梨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58252 敗家千金摳門夫 唐梨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58405 灌醉鐵匠睡成夫 朱輕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58429 哄妻如初 金晶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58610 夜夜強寵 朱輕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58771 初夜不值得 石秀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58849 嬌妻不回家 桔子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9458870 總裁夜夜很獸性 喬湛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043 蹭飯小嬌妻 桔子作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074 羞答答的老婆大人 金晶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098 上司好悶騷 喬湛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04 金主乖乖就範 宛姝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11 總裁大人很腹黑 凌兮兮作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28 與腹黑男神同居 夜煒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35 我的老公好霸道 凌兮兮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59 皇商家的嬌妾 金晶作 2020-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66 總裁追妻沒下限 夜煒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73 下床怎能不認帳 石秀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80 狀元家的二嫁妻 金晶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197 鹹魚老婆要離婚 金晶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03 奈何秘書不想婚 石秀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27 拐總裁偷生一個寶 夜煒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34 悶騷老公夜夜寵 凌兮兮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41 惡狼老公不能惹 石秀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58 總裁床品太磨人 桔子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65 老公別說要離婚 金晶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72 睡了總裁不認帳 金晶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89 等了初戀八年 凌兮兮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296 辣妻不侍寢 朱輕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02 契約老公不離婚 夜煒作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19 總裁老公請留下 凌兮兮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26 買夫條件 宛姝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33 包夜秘書 金晶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40 萬金娘子火辣辣 零葉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57 霸總的床伴契約 石秀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64 徐秘書把總裁離了 金晶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71 與老婆的生子契約 宛姝作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88 床夫求包養 喬湛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395 想了七年的初夜 桔子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01 總裁讓徐秘書又有了 金晶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18 跋扈總裁想啃妻 金晶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25 拐個夫君生娃娃 青微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32 睡了總裁難脫身 夜煒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49 床債婚還 石秀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喵喵屋工作室



9789865508456 總裁的徐秘書又跑了 金晶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63 將軍,夫人帶小金庫跑了 金晶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70 風流總裁夜夜愛 凌兮兮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87 總裁被甩不認帳 夜煒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494 總裁,夫人要跟你離婚 石秀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00 奉子成婚才不要 青微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17 可惜了初夜 倪淨作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24 總裁的撒野嬌氣包 金晶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31 拐夫三天三夜 朱輕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48 不擇手段占有妳 桔子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55 家有孕妻 石秀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62 上了初夜的當 石秀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79 奈何總裁不想生 金晶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593 狩妻日記 金晶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09 老婆,要復婚嗎 青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16 宅女老婆不好追 夜煒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23 總裁床上是頭狼 桔子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30 被浪蕩總裁逼婚 喬湛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47 嬌氣姑娘來逼婚 唐梨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54 床債不許賴 石秀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61 妻奴 金晶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78 復婚無良夜 石秀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685 冷面丞相要追妻 唐梨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8739 與拒婚夫的洞房夜 青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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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0230 劍橋兒童國際英語認證字彙手冊 author Sofia Huang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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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3149 靈符速成 三洞法師無吾真人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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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7750 管理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Management accounting李宗黎, 林蕙真著 2021-02-00 第七版 平裝

9789869907767 高等會計學理論與應用= Advanced accounting 林蕙真, 劉嘉雯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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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34271 愛.慾浮世繪: 日本百年極樂美學,菊與劍外最輝煌的情色藝術史= Sex and the floating world: erotic images in Japan 1700-1820提蒙.史克里奇(Timon Screech)著; 郭騰傑(Jerry Kuo)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325 古人報料公社: 韓愈吃硫磺?李清照好賭?乾隆最愛cosplay?超有事歷史真相大揭秘古人很潮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349 拆解心智圖的技術: 讓思考與創意快速輸出的30個練習趙胤丞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363 The Bitch!: 偷窺那些自由、大膽、熱情、冷淡的女英雄寫下的歷史皮埃爾.盧內爾(Pierre Lunel)著; 姜盈謙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370 台灣公宅100年: 圖說從日治時期至今的公共住宅建築史沈孟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387 面對死亡,你準備好了嗎? 村上陽一郎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455 Costco便當好食提案 卡卡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4493 瘦出好體質: 一輩子受用的中醫享瘦聖經(健康升級版)陳建輝, 蕭善文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34622 一把美工刀削出可愛小動物: 我的第一本木雕手作書許志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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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69130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 written by Acel Learning(S)Pte. Ltd. 2021-01-00 平裝 第1冊

9789576069161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 2 written by Y. H. Mew 2021-01-00 平裝

9789576069178 初級英檢萬試達: 複試試題+解析全6回 謝柏均, Ted Pigott作 2021-01-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6069185 The selected Andersen's tales autho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2021-01-00 平裝

9789576069192 My animal friends by John D. Smith 2021-01-00 平裝

9789576069208 Lost kitten by John D. Smith 2021-01-00 平裝

9789576069215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1by Nina O'Driscoll, Jake Hughes 2021-04-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証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8

敦華英語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極工作室



9789576069222 The reading lab: splash by John D. Smith 2021-03-00 平裝

9789576069239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2by Jake Hughes 2021-04-00 平裝

9789576069246 The reading lab: Humphrey and the humans by Andre Louw 2021-03-00 平裝

9789576069253 GEPT中級閱讀高分過 唐世敏, 吳姿璇, 張馨勻, 周美杉編輯 2021-04-00 第二版 平裝 全套

9789576069260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3by Nina O'Driscoll, Jake Hughes 2021-04-00 平裝

9789576069277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4by Jake Hughes, Fiona Scott-B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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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80336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林東瑨編校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上

9789578580343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林東瑨編校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4345816 愛情保證中心 示東月著 2017-03-00 其他

9789864345823 預約愛情 示東月著 2017-03-00 其他

9789864345830 劍俠奇緣. 一 混世魔王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847 劍俠奇緣. 二 混世魔王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854 神諭傳說 信楓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861 腦殘 徐磊瑄、高建成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878 為了你,漂洋過海也願意 日熱夜冷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885 劍俠奇緣. 四 混世魔王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892 劍俠奇緣. 三 混世魔王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908 時間的迴聲 蕭岳英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915 嶺南四秀 諸葛平太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939 命中註定煞到你 風城喵喵著 2017-09-00 其他

9789864345946 淚石之密: 救贖 徐磊瑄著 2017-06-00 其他

9789864345953 陳墨奇幻作品集. 3, 妖怪 陳墨著 2017-06-00 其他

9789864345960 怪能同學會 馬菲著 2017-03-00 其他

9789864345977 四分之五 翀邑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5984 There yet到了嗎? Christina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5991 迷色間 timing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04 永夜的世界: 戰爭大陸. 中 談惟心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11 蓮瑚物語.顛影魔境 輕小說冒險工廠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28 日月星傳之尊日皇朝 君靈鈴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35 鬼吻 翀邑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42 日月星傳之敬月王朝 君靈鈴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59 落櫻訣. 卷一: 春櫻漫天,終成眷屬 佩潔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66 反復 區文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73 永夜的世界─戰爭大陸. 下 談惟心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80 回首問情 絮影飄飄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097 永夜的世界: 戰爭大陸. 上 談惟心著 2017-10-00 其他

9789864346103 那一瞬間,錯了?對了! 君靈鈴著 2017-12-00 其他

9789864346127 日月星傳之崇星之國 君靈鈴著 2017-12-00 其他

9789864346134 盜夢獵人. 上 不凡人著 2017-12-00 其他

9789864346141 赤丹傳: 崩神篇 林學實著 2017-12-00 其他

9789864346165 燦爛人生 吳靜怡著 2017-12-00 其他

9789864346172 新世界的神. 上 郭玉楷著 2017-11-00 其他

9789864346189 遇上另一個他 君靈鈴著 2017-11-00 其他

9789864346196 我的霸道鬼男友 日熱夜冷著 2017-11-00 其他

9789864346202 捷運底下是異世界 宿人陣雨著 2018-01-00 其他

9789864346219 玄睿七姝: 芙蓉之章 君靈鈴著 2018-01-00 其他

9789864346226 血之葬 雒玄著 2018-01-00 其他

9789864346233 意外成為超能力者拯救世界 頹公八百萬著 2018-01-00 其他

9789864346240 萬年債 遊君儀池著 2018-01-00 其他

9789864346257 金蟾蜍 百衲著 2018-01-00 其他

9789864346264 金蠶衣 百衲著 2018-01-00 其他

9789864346271 落淚的精靈 紅千月著 2018-02-00 其他

9789864346288 鬼屋密室 百衲著 2018-02-00 其他

9789864346295 狂鬥少女 部十三著 2018-02-00 其他

9789864346301 躍馬蔥嶺. 上 百衲著 2018-02-00 其他

9789864346318 這個男人很犯規 君靈鈴著 2018-02-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逸群圖書



9789864346325 桃源歸客 百衲著 2018-02-00 其他

9789864346332 指腹為婚行不行? 君靈鈴著 2018-02-00 其他

9789864346349 躍馬蔥嶺. 下 百衲著 2018-02-00 其他

9789864346356 新世界的神. 下 郭玉楷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363 納勒斯Notherth. 第一集 洛甯Ronin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370 落櫻訣. 卷二: 望長相思,願長相守 佩潔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387 傳說狩獵者 獵人之風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394 詭異辦公樓 日熱夜冷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400 雨夜櫻花 孤煙仁心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417 火鳳凰 百衲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424 嘷音山莊 百衲著 2018-03-00 其他

9789864346431 美女不給追 君靈鈴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448 心中有鬼 聖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455 關於幸福的傳說 徐磊瑄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462 遇見野獸類男子 徐磊瑄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479 屍戀 孤寂幻月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486 質疑者 羽奇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493 尼國歲月 區文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509 馬燈之三秒抉擇 因原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516 過年 區文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523 馬燈之閻王與小鬼 因原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530 誰,畫了大餅? 聖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547 獨生女 聖著 2018-04-00 其他

9789864346554 你不知道的事. 下 聖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561 愛情的圖案 波奇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578 落香雪櫻 罪淚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585 夢鬼 翀邑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592 來自清朝的你 聖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608 深深淺淺的灰 英英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615 你不知道的事. 上 聖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622 暮色中的我們 黎星晴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639 新の地獄遊記 聖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646 黑童話也要浪漫一次 切切著 2018-05-00 其他

9789864346653 玄睿七姝: 牡丹之章 君靈鈴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660 如果沒有你(妳) GIBU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677 殺人烙印: 九的定律 GIBU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684 幽靈女人 百衲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691 假南風. 上 百衲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707 神神旅行團: 蒼穹之歌 輕小說冒險工廠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714 假南風. 下 百衲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721 魔女當鋪: 魔女的秘密 GIBU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738 失憶總裁小逃妻 九夜之森著 2018-06-00 其他

9789864346745 彩色拼圖 聖著 2018-07-00 其他

9789864346752 納勒斯Notherth. 第二集 洛甯Ronin著 2018-07-00 其他

9789864346769 聖的短篇精選之城市傳說 聖著 2018-07-00 其他

9789864346776 飄兒怎麼了 聖著 2018-07-00 其他

9789864346783 我與我的遊戲電競麻吉 獵人之風著 2018-07-00 其他

9789864346790 合體人 百衲著 2018-07-00 其他

9789864346806 淚芒 黎星晴著 2018-08-00 其他

9789864346813 賣燒餅的男人 書良著 2018-08-00 其他

9789864346820 紅.大衛 Jade Wang著 2019-02-00 其他

9789864346837 大殷紫宸殿. 一, 眾世沉浮 陸誠鉉著 2019-06-00 其他

9789864346844 尋俠記之夢起江湖. 二 晨間一書蟲著 2019-06-00 其他

9789864346899 媿 聖著 2020-03-00 其他

9789864346929 煮茶人 聖著 2020-01-00 其他

9789864346943 尋俠記之夢起江湖 晨間一書蟲著 2018-10-00 其他

9789864346950 梅堡之夜 百衲著 2018-10-00 其他

9789864346967 遠古森林 諸葛平太著 2018-10-00 其他

9789864346974 化身龍 百衲著 2018-10-00 其他

9789864346981 決戰異世界. I, 未來之都 GIBU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6998 決戰異世界. III, JOKER GIBU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7001 重來一次會更好 君靈鈴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7018 是誰在1號房哭泣? 金春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7025 冬方幻事 袁創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7032 決戰異世界. II, 前往義大利 GIBU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7049 全面時控 獵人之風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7056 靜 克里斯.W著 2018-09-00 其他

9789864347100 走路,是為了休息 英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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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3907 又見阿諾 Jegyun Park撰文; Yongho Jo繪圖; Jimmy Chen翻譯 201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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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7312 化工國考單操題庫大全 CHEMBOY, 黃瑞翔作 2021-04-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7329 單操輸送一點通: 心智圖&公式筆記= Easy learnCHEMBOY, 黃瑞翔作 2021-04-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27336 關務四等分析化學概要= Analyt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627343 關務四等有機化學概要=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627350 台大化學所有機化學詳解=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627367 台大化學所物理化學詳解= Phys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627374 關務三等有機化學聖經=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627381 關務三等物化分章聖經= Phys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627398 關務三等程序工業聖經=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781007 關務三等儀器分析聖經= Instrumental analysis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2021-05-00 第2版 平裝

9789860781014 國營化學專業科目A普通化學與無機化學 荷澄化學作 2021-05-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781021 調查局特考化學鑑識組生物化學 荷澄化學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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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27386 行公義,好憐憫: 一個基督徒社會參與的信念與行動蘇南洲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6927393 國度.權柄.榮耀 許震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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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8940 長鼻子優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文.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8957 長耳兔.白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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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3007 傑閣書會第五次會員展 連瑞芬, 方崇瑜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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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7048 老師不是便器 ホン.トク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055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6th Day 水龍敬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062 TS朗君的性生活. 3 konomi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079 みどり葵攝影紀錄. 總集篇 みどり葵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086 香奈呼無表情姦 まー九郎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093 媚食殿 かろちー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109 想和前輩親密。 ぞんだ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116 鈴原露露和秘密的催眠APP 藤崎ひかり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87123 在女朋友不在的期間,無時無刻中出她的親友。シツジ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594695 瑪修.基利艾拉特: 絆等級限界突破 = Mashu Kirieraito bond level limit break小島紗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5594916 學姐對我做的事 笹森トモエ作 2021-03-00 平裝

9789865483081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かろちー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098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6.5(番外篇) 水龍敬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04 突然變成寄宿後宮!?: 聽說樹君,最近開始和女生同居有馬紘一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11 清純女友,墮落。. II ぐれーともす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28 熟悉的兩人: 因為不起眼的初戀女友喜歡H而在旅館瘋狂做愛做的事ビフィダス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35 鳴鳳莊的性奴隸Diva イトハナ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42 入社後發現除了我以外全部人都在玩色情角色扮演sage.ジョー作 2021-04-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買動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童漫秀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傑閣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遠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雅歌

送存種數共計：116

送存冊數共計：116

華碩文化科技



9789865483166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大嘘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59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大嘘作 2021-04-00 平裝 第4冊

9789865483173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綾枷ちよこ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80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はっせん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197 PARTY PLAY naop作 2021-04-00 平裝

9789865483487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2 はっせん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494 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H很有興趣 有馬紘一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00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2 綾枷ちよこ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17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2 大嘘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24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黒葉だむ作 2021-05-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3531 TS朗君的性生活. 4 konomi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48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4 神毛物由宇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55 前輩!請更加地讚美我吧! イトハナ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62 可畏想使用指揮官盡情玩樂 あらと安里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79 起立、注意、敬禮 たかみや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86 魅魔同居生活. 8 笹森トモエ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593 催淫課長 DYTM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609 喵喵可蘿姬總集篇 konomi作 2021-05-00 平裝

9789865483814 老師不是便器。. 2 ホン.トク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21 秘密特快車-SR1班次: 夜行巴士之.校生痴女 イトハナ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38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3 はっせん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45 睡眠學習: 巨乳女學生想被我侵犯... kino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52 睡眠學習: 不斷遭受侵犯的巨乳家庭教師... kino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69 將混混女孩試著Ｈ的調教了一番 黒葉だむ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76 爸爸活什麼的沒有參加就好了 ふらつ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83 自從去了同人展出差編輯部之後妻子的樣子變得有點...ひらり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890 犬山玉姬才不可能輸給跟馬一樣大的雞0吧!! あらと安里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5483906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ちると作 2021-06-00 平裝 第1冊

9789865483913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大嘘作 2021-06-00 平裝 第3冊

9789865483920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黒葉だむ作 2021-06-00 平裝 第2冊

9789865483937 把這個插進去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たかみや作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82179 F-35閃電II式戰機 イカロス出版株式会社作; 張詠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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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1122 菲律賓人輕鬆學中文= Matuto ng Mandarin sa Madaling Paraan陳承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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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1078 NX CAM數位化加工三軸應用 方駿憲, 吳元超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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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916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 上冊= Basic electricity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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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8460 間距詩學: 遙遠異質的美感體驗探索 翁文嫻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8477 尼采到底有多後現代? 李晏佐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08491 畫中影: 惡與反= Du mal/Du négatif 朱利安著; 卓立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202 什麼是世界公民主義? 路易.盧墨(Louis Lourme)著; 莊浚生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7219 勢: 效力論 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著; 卓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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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德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博聞塾



9789869934763 牡丹社事件靈魂的去向: 臺灣與日本雙方為和解做出的努力= 牡丹社事件マブイの行方: 日本と台湾、それぞれの和解平野久美子作; 黃耀進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4794 萬能店員: 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張立祥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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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8421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梵行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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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9724 李登輝人生攻略書: 一本讀懂李登輝實踐哲學與體制內改革路線葉柏祥(費邊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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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3606 氣韻: 許文融創作輯 許文融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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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3644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7, 成功的事業來自於專注與定位林玉卿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53651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40, 永不妥協的逐夢毅力林玉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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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43119 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 澳門回歸二十年教育的回顧和展望白樺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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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71461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與執行 盧台華等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478 兒童聽力學: 診斷、技術與管理= Pediatric audiology: diagnosis,technology,and managementJane R. Madell等作; 張秀雯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508 兒童戲劇: 寫作、改編、導演及表演手冊= Theatre for children: a guide to writing,adapting,directing,and actingDavid Wood, Janet Grant原著; 陳晞如譯 2020-09-00 修訂一版 平裝

9789864471515 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進程問卷指導手冊(含施測題本)= ASQ:SE-2TM user's guideJane Squires, Diane Bricker, Elizabeth Twombly作; 陳介宇等譯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522 電生理聽力學 楊義良等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539 陶行知的教育哲學思想=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oughts of Heng-Chih Tao周俊良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546 嗓音與嗓音治療= The voice and voice therapy Daniel R. Boone等作; 王南梅等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4471553 幼兒教保政策與法規=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and legislation鄭博真編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9789864471560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ita Woolfolk作; 羅素貞等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577 語言發展導論= Language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Robert E. Owens Jr.作; 林玉霞等譯 2020-09-00 二版 平裝

9789864471584 徒手治療指南: 佛德氏徒手淋巴引流: 實務指引= Dr. Vodder's manual lymph drainage: a practical guideHildegard Wittlinger等作; 洪秀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591 屏東縣東港鎮龍樹王公慈善會: 「手心向下是助人-與東港龍樹王公對話」潘建州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607 照顧者達人: 照顧者手冊: 減輕壓力保有健康= Building better caregivers: a caregiver's guide to reducing stress and staying healthyKate Lorig等作; 林昱宏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614 環遊世界105天 張之傑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471621 日扉啦的生活短篇紀錄 周昸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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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5904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35911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35928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0635935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0635942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0635959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0635966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0635973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0635980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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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愛人如己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邊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超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菩薩寺



9789865752903 阿鎧老師5分鐘玩出專注力系列: 100個編碼遊戲 把專心變容易張旭鎧著 2020-04-00 初版2.3刷 平裝

9789865752910 阿鎧老師5分鐘玩出專注力系列: 100個找一找遊戲 把專心變容易張旭鎧著 2020-06-00 初版2.8刷 平裝

9789865752927 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 5, 編碼闖關遊戲陳宜男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52934 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 4, 冒險闖關遊戲陳宜男著 2019-10-00 初版3.2刷 平裝

9789865752941 視知覺專注力遊戲. 2, 45個紙上運動遊戲,讓孩子更專注、更協調、更具空間感柯冠伶, 陳怡潔, 陳姿羽, 曾威舜合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52958 視知覺專注力遊戲: 51個不插電紙上遊戲,讓孩子更專心、更自律、更自信柯冠伶, 陳怡潔, 陳姿羽合著 201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52958 視知覺專注力遊戲: 51個不插電紙上遊戲,讓孩子更專心、更自律、更自信柯冠伶, 陳怡潔, 陳姿羽合著 2019-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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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29833 隱生宙 郭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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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2538 金融科技知識 陳金平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545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及洗錢防制法大意(內勤)胡劭安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552 中華電信招考: 通信系統 蔡昌裕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569 中華郵政招考英文題庫(郵政外勤捷運)一本通郭靖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2576 關務人員招考: 關稅(務)法規(含概要) 胡劭安編 2020-08-00 十版 平裝

9789869882583 國營事業招考: 法學緒論(含法律常識) 胡劭安編 2020-08-00 十版 平裝

9789869882590 中油雇員招考工安環保法規及加油站設置相關法規艾晟編 2020-08-00 五版 平裝

9789869937504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 實力躍升.完全攻略 胡劭安編 2020-08-00 五版 平裝

9789869937511 自來水招考法學緒論(含法律常識)題庫: 精選題庫.完全攻略胡劭安編 2020-08-00 十版 平裝

9789869937528 高普特考政治學(含概要) 太閣編 2020-08-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9937535 高普特考行政法(含概要) 簡亞淇編 2020-08-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9937542 高普特考刑法(含概要) 廖震編 2020-08-00 十版 平裝

9789869937559 中華郵政招考金融科技知識題庫 陳金知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7566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電機機械(電工機械)陳昭男編 2020-08-00 九版 平裝

9789869937573 關務特考: 關務英文 王文充編 2020-08-00 十版 平裝

9789869937580 高普特考中華民國憲法 廖震編 2020-08-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9937597 高普特考公共管理(含概要) 太閣編 2020-08-00 八版 平裝

9789869940603 高普特考政府採購法(含概要) 胡劭安編 2020-08-00 七版 平裝

9789869940610 清潔隊員招考新北市清潔隊題庫(環保常識、廉政及職業安全衛生)鼎文名師群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627 清潔隊員招考新北市儲備環保車輛駕駛題庫(交通規則及機械常識)鼎文名師群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0634 高普特考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李杰編 2020-08-00 十七版 平裝

9789869940641 水利會招考: 公文與法學緒論 林美美, 胡劭安編 2020-08-00 十五版 平裝

9789869940658 水利會招考: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 胡劭安編 2020-08-00 四版 平裝

9789869940665 高普特考行政學(含概要) 太閣編 2020-08-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9940672 高普特考: 法學緒論 胡劭安編 2020-09-00 十八版 平裝

9789869940689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 輸配電學(含概要)李以安編 2020-09-00 七版 平裝

9789869940696 初等考試: 公民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廖震編 2020-09-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5558000 高普特考: 運輸經濟學(含概要) 許博士編 2020-09-00 五版 平裝

9789865558024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甄試特考: 行銷學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馬可丁編 2020-09-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58031 中華電信特考: 行銷學(行銷管理學) 馬可丁編 2020-09-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58048 台電、中油、台水招考: 行政學(含概要) 太閣編 2020-09-00 九版 平裝

9789865558055 清潔隊員招考臺北市環保局儲備駕駛甄試題庫鼎文名師群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8062 高普特考: 英文 周文蒂編 2020-09-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5558079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 公民 廖震編 2020-09-00 九版 平裝

9789865558086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招考: 國文(閱讀測驗) 李杰編 2020-09-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58093 鐵路特考: 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通 鼎文名師群編 2020-09-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5558109 自來水招考: 化工裝置 葛洪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8116 技術士考試: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題解王思科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8123 農會招考: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胡劭安編 2020-10-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58130 初等考試: 行政學題庫: 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太閣編 2020-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58147 自來水招考: 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胡劭安編 2020-10-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58154 鐵路特考: 鐵路國文 李杰編 2020-10-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5558161 鐵路特考: 鐵路英文 郭靖編 2020-10-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5558178 鐵路特考: 鐵路公民 廖震編 2020-10-00 十三版 平裝

9789865558185 清潔隊員招考: 桃園市環境稽查大隊清潔隊員題庫(環保常識及政風相關法令)鼎文名師群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8192 鐵路特考: 企業管理大意 畢斯尼斯編 2020-10-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58208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 電子學(含概要)徐梁棟編 2020-11-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5558215 捷運招考: 數理邏輯分析(含邏輯推理) 司馬明編著 2020-11-00 十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愛文社



9789865558222 高普招考: 公文寫作技巧及案例解析 邱忠民編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58239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 土木工程概要(含土木施工學)施志安編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58246 高普特考: 工程力學 許信凱, 王賢軍, 蔡宗諺編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58253 桃園捷運招考: 大眾捷運概論 許博士, 羅吉特, 胡劭安編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58260 中華電信招考: 專案管理 林清如編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58277 鐵路特考: 企業管理大意題庫黃金考點完全攻略畢斯尼斯編 2020-12-00 十版 平裝

9789865558284 警專考試: 警專歷史 何子妡編 2020-11-00 十六版 平裝

9789865558291 國營事業招考: 會計審計法規 全道豐編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58307 原住民考試: 警專英文 郭靖編 2020-11-00 十七版 平裝

9789865558314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 英文 王文充編 2020-12-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5558321 中鋼、中龍鋼鐵、唐榮公司招考: 金屬材料(機械材料)許信凱, 柯建宇編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58338 鐵路特考: 鐵路運輸學大意題庫 梁實瑞編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58345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 會計學(含中會)王龍應編 2020-11-00 九版 平裝

9789865558352 銀行招考、金融雇員: 銀行英文精析攻略 郭靖編 2020-11-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58369 中華郵政從業人員甄試: 企業管理非選題型完全攻略畢斯尼斯編 2020-12-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58376 銀行招考、金融雇員: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通關速成陳金知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58383 臺灣菸酒新進人員甄試: 倉儲管理與作業(含運輸)安全概要張世勳編 2020-12-00 六版 平裝

9789865558390 自來水招考: 自來水工程概要 孫叔驁編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58406 捷運招考: 捷運法規及常識一本通 全道豐編 2020-12-00 四版 平裝

9789865558413 公務人員考試: 刑事訴訟法(含概要) 全道豐編 2020-12-00 七版 平裝

9789865558475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 管理學管尚編 2020-12-00 八版 平裝

9789865558482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 國文(論文)題庫李杰編 2020-12-00 十九版 平裝

9789865558499 初等考試: 公職英文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殷文強編 2020-12-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5558505 台電公司新進僱用人員(養成班)招考: 經濟學(含概要)平心編 2020-12-00 九版 平裝

9789865558512 高普特考: 人力資源管理 胡鼎華編 2020-12-00 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056009 熱濕氣候的人居熱環境 林憲德作 2020-07-00 三版 平裝

9789577056085 建築估價: 工程數量計算編 李健雄著 2020-10-00 初版 其他

9789577056092 完銷力: 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 許惠喻, 張明義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577056108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革新編目版)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2020-10-00 七版 平裝

9789577056115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謝仰泰著 2020-11-00 八版 平裝

9789577056122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577056139 包租公秘笈寶典 張靈之, 張明義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056146 衛浴空間幸福之門: 共生、友善、健康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056153 各項擋土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056160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一本專為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書王英欽著 2021-01-00 六版 精裝

9789577056177 營建法令輯要. 109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7056184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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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723143 孤明獨照無盡燈: 幽溪傳燈遺詩校箋 (明)幽溪傳燈詩; 黃啟江導論校箋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150 道德經講義口訣實證指南 黃元吉原著; 孫長爐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174 論宋元五山官寺對禪宗東傳日本的影響 藍日昌著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181 讀史與述事: 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識與政治關懷劉柏正著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198 東南亞史論集 陳鴻瑜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571723204 東南亞史論集 陳鴻瑜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571723211 東南亞史論集 陳鴻瑜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1723235 從書跡還原書史: 北宋新風在明代松江的遙傳高明一著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242 皇明外夷朝貢考校註 陳鴻瑜校註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259 道與藝合: 道教與民間文學藝術展= Daoism,Literature and Arts李豐楙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266 詩話美典的傳釋 林淑貞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539 佩韋齋輯聞; 釋常談; 續釋常談; 湛淵靜語 (宋)俞德鄰撰, (宋)龔熙正著, (宋)白珽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553 佩韋齋輯聞; 釋常談; 續釋常談; 湛淵靜語 (宋)俞德鄰撰, (宋)龔熙正著, (宋)白珽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471 和陶合箋 蘇東坡和詩; 溫謙山纂訂 1980-02-00 平裝

9789571723488 孟東野詩注 孟浩然著 1979-08-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495 宛陵集 梅堯臣著 1979-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501 岳文戚史集 李劍虹審選 1979-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518 忠肅集附拾遺 (宋)劉摯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525 忠肅集附拾遺 (宋)劉摯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文豐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73

詹氏



9789571723532 牧庵集附年譜 (元)姚燧, (元)劉致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549 牧庵集附年譜 (元)姚燧, (元)劉致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556 花田金玉緣 鮑賡生標點 1979-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3563 杜工部集註 (清)錢謙益註 1979-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3570 姑溪居士全集; 陶山集 (宋)李之儀撰, (宋)陸佃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723587 姑溪居士全集; 陶山集 (宋)李之儀撰, (宋)陸佃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1723594 歧路燈 (清)李綠園著; 新文豐校註 1989-12-00 台一版二刷 平裝 全套

9789571723600 武溪集 (宋)余靖原稿; (宋)仲荀編輯 1976-04-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1723617 廣群芳譜 (清)汪灝等撰 1980-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1723624 尚書類聚初集 杜松柏編著 1984-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1724263 申氏拾遺集; 梅塢貽瓊; 瓊花集 (清)申居鄖輯, (明)汪顯節校編, (明)曹濬編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270 申氏拾遺集; 梅塢貽瓊; 瓊花集 (清)申居鄖輯, (明)汪顯節校編, (明)曹濬編 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294 考釋作法白香詞譜 舒夢蘭選輯; 韓楚原主編; 胡山源校訂 1982-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300 全部百二十四紅樓夢評贊 王雲香編著 1980-02-00 平裝

9789571724324 字體明辨 譚正璧著 1974-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331 字體明辨 譚正璧著 1974-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348 池上艸堂筆記 梁敬叔輯 1979-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355 百哀詩 (清)吳且園著 1980-02-00 平裝

9789571724379 行草詩品 葉友楳書 1977-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416 西崑酬唱集; 濂洛風雅; 天地間集; 宋舊宮人詩詞(宋)楊億等撰, (清)張伯行編, (宋)謝翱編, (清)汪元量編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423 西崑酬唱集; 濂洛風雅; 天地間集; 宋舊宮人詩詞(宋)楊億等撰, (清)張伯行編, (宋)謝翱編, (清)汪元量編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447 西湖古今談 沈風人著 1980-02-00 平裝

9789571724461 西湖百詠; 西溪百詠; 南屏百詠合刊 董明德, 陳惟成合著, 虛閒道著, 朱青湖著 1982-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478 西湖佳話 文選局錄 1979-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485 西臺集 (宋)畢仲游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492 西臺集 (宋)畢仲游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508 艸木春秋 1979-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515 伯牙琴附補遺; 李延平先生文集; 羅豫章先生文集(宋)鄧牧撰, (宋)李侗撰, (宋)羅從彥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522 伯牙琴附補遺; 李延平先生文集; 羅豫章先生文集(宋)鄧牧撰, (宋)李侗撰, (宋)羅從彥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560 表異錄; 比事摘錄; 廣事同纂; 鈍吟雜錄; 東園叢說(明)王志堅輯, (明)撰者不詳, (清)沈廷文述, (清)馮班撰, (宋)李如箎撰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577 表異錄; 比事摘錄; 廣事同纂; 鈍吟雜錄; 東園叢說(明)王志堅輯, (明)撰者不詳, (清)沈廷文述, (清)馮班撰, (宋)李如箎撰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676 平書; 鄭志附補遺; 質疑; 質疑 (清)秦篤輝撰, (漢)鄭玄撰, (魏)鄭小同編, (清)王復輯, 武億校, (清)任泰學撰, (清)杭世駿撰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683 平書; 鄭志附補遺; 質疑; 質疑 (清)秦篤輝撰, (漢)鄭玄撰, (魏)鄭小同編, (清)王復輯, 武億校, (清)任泰學撰, (清)杭世駿撰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713 全燬抽燬書目; 禁書總目; 違礙書目;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清)英廉等編, (清)軍機處編, (清)榮柱刊, (清)吳騫撰, (清)吳壽晹輯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720 全燬抽燬書目; 禁書總目; 違礙書目;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清)英廉等編, (清)軍機處編, (清)榮柱刊, (清)吳騫撰, (清)吳壽晹輯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744 均藻 (明)楊慎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751 均藻 (明)楊慎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775 宋詩選註 錢鍾書選註 1989-04-00 台一版 平裝

9789571724799 李長吉詩評註 吳汝綸評註 1979-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805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附別集.外集.補遺 (唐)李德裕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812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附別集.外集.補遺 (唐)李德裕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867 求婚小史 鄭鐵冷著 1982-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881 汪本隸釋刊誤; 文史通義補編附鈔本; 國語校文; 訂正史記真本; 史記月表正譌(清)黃丕烈撰, (清)章學誠撰, (清)汪中著, (清)洪遵著, (清)王元啓撰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898 汪本隸釋刊誤; 文史通義補編附鈔本; 國語校文; 訂正史記真本; 史記月表正譌(清)黃丕烈撰, (清)章學誠撰, (清)汪中著, (清)洪遵著, (清)王元啓撰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928 汲古閣說文訂; 易古文; 周禮摘箋; 儀禮古今考(清)段玉裁撰, (清)李調元撰, (清)李調元撰, (清)李調元撰1984-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935 汲古閣說文訂; 易古文; 周禮摘箋; 儀禮古今考(清)段玉裁撰, (清)李調元撰, (清)李調元撰, (清)李調元撰1984-06-00 初版 精裝

9789571724959 豆棚閒話 艾衲居士編; 紫髯狂客評 1982-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1724973 佩文詩韻釋要 林重輯 1981-02-00 平裝

9789571724980 佩文詩韻釋要 林重輯 1981-02-00 精裝

9789571725017 西太后秘史演義 李伯通編 1978-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725048 (亞東版)紅樓夢 胡適之考證 1979-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725055 (亞東版)兒女英雄傳 胡適之考證 1979-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725086 全五代詩附補遺 (清)李調元編 1984-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725109 全五代詩附補遺 (清)李調元編 1984-06-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1725123 攻媿集附拾遺 (宋)樓鑰撰 1984-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571725130 攻媿集附拾遺 (宋)樓鑰撰 1984-06-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1703459 學津討原 (清)張海鵬輯 198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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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5727 特愛玩桌遊 羅婉君, 林芳玲, 李陳濠, 簡羽謙, 黃芸霞, 劉玉婷, 黃郁雯, 陳怡陵, 黃姿慎, 陳淑貞, 黃福賢, 施佳慧, 黃莉捷, 徐培芬, 盧怡珊, 莊麗頤, 黃郁雯 劉輝龍, 黃玉慧, 林欣瑩, 夏菁穗, 曾俊卿作2021-06-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76

新天鵝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25202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3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219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3(教師用)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226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3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233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3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240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3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257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3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08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15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46 翰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53 翰版i學習. 歷史.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60 康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77 康版i學習. 歷史.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84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2491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022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039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046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053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084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091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107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114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121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138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183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3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190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3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06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13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20 康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37 康版i學習. 國文.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44 翰版i學習. 公民.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51 康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68 康版i學習. 公民.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275 翰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305 翰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312 翰版i學習. 數學.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343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350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367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374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5 陳凱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381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411 翰版i學習地理(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428 翰版i學習地理.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435 康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442 康版i學習. 地理.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459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480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497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503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510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527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534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541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596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602 翰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619 翰版i學習. 自然.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626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633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688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695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701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718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鼎甲文教



9789860726725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732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800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817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824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831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848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6855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上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084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091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190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206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275 翰版i學習國文(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282 翰版i學習國文.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299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305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312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329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459 康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466 康版i學習. 數學.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473 南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480 南版i學習. 數學.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497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503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671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688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教師用).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756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763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5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893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39909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79011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陳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79028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5 陳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79035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陳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79042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5 陳凱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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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6901 走出悲情: 二二八事件紀實口述歷史 洪顯詔文字採訪 2020-09-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789555 溯溪: 新店溪流域漢人拓墾路徑與渡口文化關係夏聖禮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8789562 軌跡之外: 新烏線台車歷史遺構資源調查與研究夏聖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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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0006 登上龍崗二部曲= Longan community 黃金玉主編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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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0346 泡湯真舒服 廖婉真文; 鄭惠珍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0353 我跟你是一樣的嗎? 廖婉真文; 張孝誠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0360 走哪裡? 廖婉真文; 張孝誠圖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00377 我喜歡: 教學手冊(0-3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384 剪剪剪什麼呢?: 教學手冊(4-6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0391 小蜜蜂: 教學手冊(7-12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4709 是誰偷吃了我的蜂蜜: 教學手冊(13-18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4716 不哭不哭笑一個: 教學手冊(19-24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4723 愛做瑜伽的酷酷 廖婉真文; 張孝誠圖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4730 分我吃一口 廖婉真文; 鄭惠珍圖 2021-05-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文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生態生活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96

送存冊數共計：96

新北市二二八總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77203 福德福得: 記憶恆留存,傳樂承藝 新北市板橋區傳統民俗文化協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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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6205 永和裁縫楊師傅的一生 [尚忠義, 程欣, 楊靜, 趙慧敏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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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3611 隱市黑金: 踏尋樹林山子腳煤田記憶的痕跡 張偉郎, 洪楷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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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8635 悠遊在STEAM中的藝術教材 吳望如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9518642 鼠來寶,剪紙趣 吳望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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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00703 簡報英語 Mark Powell作 200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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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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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282918 為馬紹爾喝采: 在後核武、後殖民世界取回掌控權的島國= Bravo for the Marshallese: regaining control in a post-nuclear,post-colonial world荷莉.M.巴克(Holly M. Barker)著; 賴彥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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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00780 沙與泡沫 紀伯侖文; 馬騋, 楊雲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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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9012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21 許麗敏, 黃安正, 陳苾婷, 李盈青執行編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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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56527 2021後疫情5G人工智慧世代下觀光餐旅與海洋休憩發展暨實務見地國際學術研討會與2021旅樂食藝全國論文競賽論文集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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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80847 湖畔畫會作品專輯. 2020 新竹市湖畔畫會畫冊籌備小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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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59006 早晚禮佛懺悔儀文 2020-10-00 一版 其他

9789577859013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國語注音) 2020-10-00 一版 其他

978957785902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阿彌陀經;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國語注音)2020-10-00 一版 其他

9789577859037 大方廣佛華嚴寶懺 2020-12-00 一版二刷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市湖畔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湯姆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新住民子女成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樹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北市板橋區傳統民俗文化協會



9789869991766 誰是膽小鬼 黃本蕊文.圖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1773 夏夜 楊喚詩; 黃本蕊圖 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1780 水果們的晚會 楊喚詩; 黃本蕊圖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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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1600 初階樂理: 樂理初學教程 邱垂堂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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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8908 新瓦屋花鼓隊研習成果展演活動剪影 林文贒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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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2385 我是守護貓,我柔軟專注地陪伴病人= Oscar il gatto custode琪雅拉.瓦倫提娜.賽格雷(Chiara Valentina Segré)文; 保羅.多梅尼寇尼(Paolo Domeniconi)圖; 張家綺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0523 在擁抱的瞬間,想起遺失的時間= 잃어버린 시간을 찾아서林孝英文.圖; 張珮婕譯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0547 失去動物的森林= 어느 날 方[]文; 正林圖; 陳思瑋譯 2021-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0561 天空= Ma grande 西比爾.德拉克羅瓦(Sibylle Delacroix)文.圖; 陳思瑋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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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14354 超熱血!動物瘋奧運= Animal sports championship新宅廣二著; イケガメシノ, イシダコウ繪; 蔣詩綺譯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392 神社動物圖鑑 茂木貞純監修; 徐承義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08 行星MAPS: 太陽系漫遊繪本 宇宙大哥哥文; イケウチリリー繪; 徐承義譯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14422 愛上和諧舒壓粉彩畫 立花千榮子著; 劉蕙瑜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39 活用3色 畫出百變細膩水彩畫 小林啟子作; 劉蕙瑜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46 小桌花小瓶花: 隨手花藝設計= Small flower arrangement山本真美監修; 洪于琇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53 狂熱糕點師的「乳化&攪拌」研究室= Kaoru Takeda maniac lesson竹田薰著; 蔡婷朱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60 給咖啡店創業者的圓夢提案 龜高齊作; 胡毓華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77 立體美感!皺褶&陰影繪製技巧書 建尚登著; 羅淑慧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84 老四川料理的現代新詮釋=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Sichuan traditional cuisine井桁良樹作; 黃詩婷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491 少女夜行= 少女たちは夜歩く 宇佐美真琴著; 徐屹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507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原著劇本 趙容編劇; 姜山插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014514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原著劇本 趙容編劇; 姜山插畫 2020-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014538 無蛋奶麵粉!第一次就烤出香綿生米麵包 Leto史織(リト史織)作; 沈俊傑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545 雖然對未來很迷惘但沒關係 從找自己開始吧!長谷川朋美作; 沈俊傑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06 銀座名店Mardi Gras: 牛肉料理神髓技法 和知徹作; 蔡婷朱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13 冠軍咖啡師的浪漫咖啡料理 橫山千尋作; 黃美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20 怪談錄音帶檔案= 怪談のテープ起こし 三津田信三作; 黑燕尾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37 我來決定誰留下,誰慢走不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is a dragDJ AOI作; 陳姵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44 人氣烘焙坊 起司蛋糕的壓箱絕學= Cheesecake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羅淑慧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51 水量X各式粉類: 鑄鐵鍋麵包 堀田誠作; 涂雪靖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68 運動營養師的兒童健身餐= Food for athlete kids浮田浩明作; 林美琪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75 羊料理: 世界各地135道食譜與羊肉烹調技術、羊肉處理技術、羊隻部位分割柴田書局編著; 胡美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82 明明很可愛!古生物圖鑑: 走入史前時代一起認識地球的先祖們土屋健作; 丁冠宏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699 你的愛情不必太仙氣: 最接地氣愛情心理學 神岡真司編著; 黃美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05 比稿囉!設計智囊團全員集合! Power Design Inc.著; 沈俊傑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12 東京炸物名店: 酥炸珍饌精粹技法150 柴田書店編著; 黃詩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29 十人十色!人物性格塑造技巧書 Studio Hard Deluxe作; 蘇聖翔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36 365日輕食感溫甜磅蛋糕= Les cakes pour 365 jours高石紀子作; 黃詩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43 熊谷裕子 精湛的蛋糕變化研究課 熊谷裕子作; 顏雪雪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50 異想世界: 女性奇幻角色設計繪製書 藍飴著; 王幼正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67 超直白!文科生統計學 本丸諒著; 沈俊傑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81 放大鏡下的日本城市慢旅金澤能登圖鑑 JTB Publishing Inc.作; 徐承義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798 就算要考吉卜力 也不能不會畫鋼彈 室井康雄編著; 沈俊傑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804 獨門絕學 招牌拉麵技術教本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龔亭芬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14811 純植料理美味攻略= Vegan recipe book 庄司泉作; 黃詩婷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新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縣新瓦屋花鼓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式樣智權開發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2272817 地底獸國 久生十蘭作; 蕭雲菁譯 2020-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72831 老妓抄= ろうぎしょう 岡本加乃子作; 蕭雲菁譯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2272848 愛呦、愛 岡本加乃子著; 吳奕嫺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72855 黑色畫集. 3, 凶器、濁日、草 松本清張作; 廖子雯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72862 盛開的櫻花林下 坂口安吾著; 鄒評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272879 馬爾多羅之歌 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eamont)著; 車槿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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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5819 提琴樹. 三: 奧福小提琴教學系列 劉妙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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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83793 王安石<>輯考彙評: 補逸柬議 蔡根祥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165 會通養新樓語言文字學研究論集 莊雅州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172 我繪弟子規 郭恩慈, 張瓅勻, 陳學志著; 張育菁, 郭順霖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4784189 我繪弟子規 郭恩慈, 張瓅勻, 陳學志著; 張育菁, 郭順霖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4784196 我繪弟子規 郭恩慈, 張瓅勻, 陳學志著; 張育菁, 郭順霖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4784202 我繪弟子規 郭恩慈, 張瓅勻, 陳學志著; 張育菁, 郭順霖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4784219 我繪弟子規 郭恩慈, 張瓅勻, 陳學志著; 張育菁, 郭順霖繪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4784233 女子今有行: 現代女性文學新論 羅秀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257 韓非子思想蠡測 劉亮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32 睡虎地秦簡文字辭例新編 徐富昌著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784349 新亞論叢. 第二十一期 <>編輯委員會主編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56 澳門教育史與歷史教育 鄭潤培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63 溯源與開展: 大陸渡臺學者與臺灣地區傳統學術研究關係論集楊晋龍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87 自主思考力: 以學生為本的活動課程設計與實踐李冠皇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394 皇權、近習與權臣: 南宋的外戚與政治 黃純怡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400 戰後臺灣文學理論史 古遠清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4784455 <>校議 張序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462 主權區塊鏈1.0: 秩序互聯網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4784479 先秦儒家詮釋與評論 譚宇權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486 典型夙昔: 前修緬思錄 陳煒舜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509 道醫經 (唐)呂喦著; 鄺醒銳講述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554 歷久彌新的孔子思想:淺人本主義與儒家思想的交會張凱元, 安強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561 山中燈火入夢來 劉照男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585 文學與思想的跨域交會: 二0一九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鐘文伶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592 阿勃勒的夏天 余崇生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615 莫月娥先生詩集 莫月娥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615 莫月娥先生詩集 莫月娥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784639 會通養新樓學術研究論集. 卷一, 經學編 莊雅州著; 陳溫菊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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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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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838 慈濟醫療志業: 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 Tzu Chi mission of medicine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編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3845 慈濟慈善志業: 洪注大乘 潤漬眾生= Tzu Chi mission of charity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編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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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3883 慈濟教育志業: 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 Tzu Chi mission of education慈濟學校財團法人編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93890 七片葉子(中英雙語) 涓滴水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4105 最美的醫療人文: 讓愛沒有距離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各院區同仁及醫療志工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4112 慈濟人文志業: 法音宣流 大愛清流= Tzu Chi mission of humanity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4150 行基菩薩: 東瀛文殊 金偉編撰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4181 慈濟急難賑災: 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 Tzu Chi: disaster relief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4198 慈濟大捨捐贈: 頭目髓腦 悉施於人= TZU CHI: altruistic donations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2021-05-00 初板 精裝

9789860655605 慈濟社區志工: 布善種子 遍功德田= TZU CHI: community volunteers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2021-05-00 初板 精裝

9789860655612 慈濟環境保護: 扇解脫風 除世熱惱= TZU CH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2021-05-00 初板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8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6931 孩子知道你愛他嗎 汪培珽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6948 弄丟飯糰的小婦人= The funny little woman 亞琳莫賽文文; 布萊爾藍特圖; 汪培珽譯 2020-08-00 精裝

9789869896955 老皮,快放鞭炮 諾克威斯特(Sven Nordqvist)著; 汪培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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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9077 霸王莫別姬 翼翎著 2021-06-00 平裝 下冊

9789869749084 赤耀的靈憑師. vol 1, 深海之中的等待 翼翎著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3733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編輯小組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374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男士美髮 宋英姬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88375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髮型梳理 宋英姬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88376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髮型設計 宋英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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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15074 老師開講: 財稅法 華安, 吳軍編著 2019-07-00 二版 平裝

9789864815302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4.0 程譯編著 2019-07-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815326 國文 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2019-06-00 八版 平裝

9789864815333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林嵩編著 2019-06-00 八版 平裝

9789864817276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2020-07-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4817283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2020-07-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4817498 洗錢防制法大意及金融科技知識 棋許編 2020-09-00 一版 平裝

9789864817566 抉對選擇 行政法 林葉編著 2020-10-00 九版 平裝

9789864817580 刑事訴訟法 伊谷, 李星編著 2020-09-00 四版 平裝 上冊

9789864817603 國考三.四等: 5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 2020-09-00 九版 平裝

9789864817627 老師解題: 立法程序與技術 林沛編著 2020-09-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817641 攻略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 2020-09-00 二十五版 平裝

9789864817658 攻略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2020-09-00 二十五版 平裝

9789864817665 攻略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法 保成法學苑編 2020-09-00 二十五版 平裝

9789864817672 攻略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2020-09-00 二十五版 平裝

9789864817689 攻略大法官解釋 保成法學苑編 2020-09-00 二十五版 平裝

9789864817696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 2020-09-00 二十五版 平裝 全套

9789864817719 矯正法典 霍華德編著 2020-09-00 十二版 平裝

9789864817726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 宋定翔編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817740 抉對選擇: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2020-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4817757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郭羿編著 2020-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4817764 警察法規考前劃重點口袋書 程譯監修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4817771 郵政英文試題全解 陳致宇(茶碗蒸)編著 2020-10-00 一版 平裝

9789864817788 老師解題: 民法總則 苗星編著 2020-10-00 六版 平裝

9789864817795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 郭羿編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4817801 老師解題: 監獄學概要 霍華德, 張維軒編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4817818 行政法: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2020-11-00 十一版 平裝

9789864817825 老師開講: 英文 高逸編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4817832 老師解題: 刑法概要(申論題) 陳介中編著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864817849 老師解題: 刑法總則(申論題) 陳介中編著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864817856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著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864817863 老師解題: 行政法(申論&測驗混合題) 郭羿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817870 80/20法則刑事訴訟法: 淚的果實 伊谷, 李星編著 2020-12-00 四版 平裝 下冊

9789864817887 老師解題: 犯罪學概要(申論&測驗題) 霍華德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864817894 80/20法則: 刑法試在.必刑<> 柳震編著 2020-12-00 六版 平裝

9789864817900 80/20法則: 公司法 雄霸天下 蕭雄編著 2020-11-00 七版 平裝

9789864817917 犯罪學(概要)題庫Q&A(含申論&測驗題) 霍華德編著 2020-11-00 四版 平裝

9789864817924 董謙老師開講: 公司法: 創 董謙編 2020-11-00 六版 平裝

9789864817931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速成 楊律師編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817962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21-01-00 五十六版 平裝

9789864817986 刑法概要題庫Q & A(申論&測驗題) 柳震編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瑞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群英出版

愛孩子愛自己



9789864817993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誠 董謙編著 2021-03-00 四版 平裝

9789864818006 老師解題公務員法 郭如意編著 2021-03-00 14版 平裝

9789864818013 老師解題 現行考銓制度 郭如意編 2021-03-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4818020 老師解題 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編著 2021-03-00 十四版 平裝

9789864818037 老師解題: 刑事訴訟法 戴蒙編著; 達克修訂 2021-04-00 五版 平裝

9789864818051 抉對選擇 刑法概要 柳震編著 2021-05-00 四版 平裝

9789864818075 老師開講: 國際私法 廖毅編著 2021-05-00 四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84874 利器之輪講記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2021-03-00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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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99611 Hiroyuki Matsuura松浦浩之SUPER ACRYLIC SKIN: Quiet World誠品畫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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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30946 初不知: 鄧君浩庚子年書法集 鄧君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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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37555 六四 橫山秀夫作; 葉廷昭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579 欣喜若狂是喜歡,心亂如麻才是愛 3am.talk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609 「獺祭」的挑戰: 從深山揚名世界的日本酒傳奇弘兼憲史著; 黃詩婷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623 人脈有用,都沒有你的能力好用 涵寶寶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630 今天我們住在雲上,好不好? 馬卡龍腳趾(Chi)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661 解鎖尼的冷姿勢 尼胖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37685 不能只有我看到!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 故事StoryStudio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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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24501 中研院「毀」人不倦 盧建榮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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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4433 東京街道散步圖鑑 STUDIO WORK作; 陳怡君譯 2019-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4549 日本文化圖典: 從古墳時代～昭和30年,4000項文化手繪圖!平凡社作; 胡毓華譯 201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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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6505 漫畫素描基礎教程: 燃燒動漫魂 噠噠貓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512 槓鈴處方: 抗老化肌力訓練 強納森.蘇利文, 安迪.貝克作; 吳肇基, 陳柏瑋, 王啟安, 吳峰旗, 何宜勳, 林靖倫, 楊斯涵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529 女性人形製作技法 Armour modelling編輯部作; 蔡婷朱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536 穴道速查解剖圖鑑 福辻銳記作; 許郁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543 鐵路模型情景 片木裕一作; 許郁文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550 獸人角色繪製技法 むらき, ひつじロボ, 山羊ヤマ, yow, マダカン作; 洪薇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567 韓國繪師的動漫角色速繪祕技 崔元喜作; 林芳如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574 戰車模型製作指南. 舊化入門篇 Armour modelling編輯部作; FORTRESS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76635 日本文化圖鑑套書 STUDIO WORK, 平凡社作; 陳怡君, 胡毓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776642 人體百科學習套書 史蒂夫.帕克, 英國DK出版社作; 郭品纖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776659 肌力訓練套書 馬克.銳普托, 安東尼.特納, 保羅.康福特作; 何宜勳等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776666 人體百科套書 史蒂夫.帕克, 瑞塔.卡特作; 郭品纖, 黃馨弘譯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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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意研堂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圓音有聲



9789863631118 產品語意在產品設計開發運用之案例分析 朱玉麟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31187 Python程式設計初學指引 李彥賢等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31194 奈米科技概論 盧永坤, 趙宇強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631224 創意與創新管理教學實務 林良陽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31231 會計學: 健康暨醫療產業之應用 劉彥余, 李品陞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31248 EDA設計流程整合: 如何建構一台功能完整的EDA伺服器李博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31262 統計學: 生活與休閒實務應用 牛涵錚, 楊文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631279 Python程式設計講義與程式集錦 張丁才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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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16199 Fun on the bed by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2021-02-00 1st ed. 平裝

9789868516212 I have a gift by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2021-02-00 1st ed. 平裝

9789868516229 I like this pet by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2021-02-00 1st ed. 平裝

9789868516236 A dog and a cat by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2021-02-00 1st ed. 平裝

9789868516243 Fox can fish by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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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26615 軟體架構原理: 工程方法 Neal Ford, Mark Richards原著; 陳建宏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6783 Python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 看得懂也會做的AI人工智慧實戰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056 ERP資訊管理系統: 餐飲實務應用: ERP學會認證教材莊玉成, 莊高閔, 廖棋弘, 葉伊庭, 吳宜庭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094 我的第一套漫畫科普百科神奇發明王. 1, 智慧遙控大力士北極星工作室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100 我的第一套漫畫科普百科神奇發明王. 2, 對戰超級噴火龍北極星工作室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179 專技高考: 職業衛生技師歷屆考題彙編 蕭中剛, 余佳迪, 劉鈞傑, 鄭榮德, 徐英洲, 徐強, 葉日宏, 章家銘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193 Reinforcement Learning中文版: 強化學習深度解析Richard S. Sutton, Andrew G. Barto著; 卓信宏, 許士文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308 職安一點通: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定完勝攻略. 2021版蕭中剛, 劉鈞傑, 賴秋琴, 鄭榮德, 徐英洲, 江軍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322 JavaScript大全 David Flanagan著; 黃銘偉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346 Deep Learning. 3: 打開框架的黑盒子 斎藤康毅著; 吳嘉芳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360 寫給程式設計師的深度學習: 使用fastai和PyTorchSylvain Gugger, Jeremy Howard原著; 賴屹民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377 爆笑英語王: 用4格爆笑漫畫完記單字與句子. 第1彈Shin Tae Hoon, Na Seung Hun原著; 賴毓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384 爆笑英語王: 用4格爆笑漫畫完記單字與句子. 第2彈Shin Tae Hoon, Na Seung Hun原著; 賴毓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391 發明王多利茲的好點子事務所: 發明之旅開始了辛貞昊著; 朴嬉振繪; 賴毓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407 Web開發者一定要懂的駭客攻防術 Malcolm McDonald著; 江湖海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414 公務人員考試: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高等考試+地特三等)歷屆考題彙編蕭中剛, 陳俊哲, 徐強, 許曉鋒, 王韋傑, 張嘉峰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445 翻倍效率工作術: 詢問度破表的Office最強職人技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537 STEAM科技動起來: 35個小孩在家就可以玩的驚奇工程玩具羅伯.比提, 山姆.匹特原著; 張雅芳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544 Word文件超頻工作術: 用5分鐘搞定一天的工作鈴木真里子原著; 許郁文譯 2021-03-00 初版 0

9789865027551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檢定完勝攻略. 2021版蕭中剛, 余佳迪, 陳正容, 謝宗凱, 江軍, 葉日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575 Excel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王作桓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027599 TQC+Python3.x機器學習基礎與應用特訓教材 林英志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674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Excel Associate Exam MO-200王仲麒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681 Kaggle大師教您用Python玩資料科學,比賽拿獎金石原祥太郎, 村田秀樹原著; 許郁文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698 Python x Excel VBA x JavaScript: 網路爬蟲x實戰演練廖敏宏(廖志煌)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711 Python功力提升的樂趣: 寫出乾淨程式碼的最佳實務Al Sweigart原著; H&C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728 旅遊實務 李承峻, 林彥妘, 邱怡寧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27735 導覽解說實務 邱怡寧, 李承峻, 林彥妘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27742 遊程規劃實務 林彥妘, 李承峻, 邱怡寧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027759 全球物流200講 林文恭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773 從程式員到AI專家: 寫給程式員的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指南Laurence Moroney著; 賴屹民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797 實戰VMware vSphere 7部屬與管理 顧武雄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896 經理人之道: 技術領袖航向成長與改變的參考指南Camille Fournier原著; 沈佩誼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902 2022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27926 我也要當YouTuber!百萬粉絲網紅不能說的秘密: 拍片、剪輯、直播與宣傳實戰大揭密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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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7833 公司治理: 個案與分析模式 葉銀華著 2021-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27840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理論與實務應用 欒斌, 劉芳怡, 陳苡任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27888 流通冷鏈管理: 從採購到零售 王翊和, 葉佳聖編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滄海圖書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瑞格寓教於樂教育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碁峰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56214 影子要跳舞 洪瓊君作; 陳姵瑄, 陳采悠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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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4301 CYBERSEC臺灣資安年鑑. 2021, 資安絕地大反攻: 新一代主動式資安防禦概念來了!王盈勛總主筆; 吳其勳總編輯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4944 閱讀思考力 朱曉維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968 聖經大智慧 林郁主編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64975 海涅站在哲學路上的詩人 林郁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982 跟你講個笑話,我是猶太人 林郁主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0303 讀經典4堂課 盧志丹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0310 沒有曹操,哪有三國 松本一男著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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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6942 方以智生死哲學與中醫辨證思維 林國雄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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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85574 小紅帽玩數學 謝明芳作; 林思慧繪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6085581 小紅帽念兒歌 謝明芳主編 2020-10-00 初版 精裝

9789576085598 台灣樟樹調查事業報告書 陳玉峯整理; 郭自得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085604 甲蟲消防隊,出動! 劉思源文; 陳維霖圖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6085611 甲蟲消防隊,出動! 劉思源文; 陳維霖圖 2020-11-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576085628 看見自己.看清世界. 五, 七十個鼓舞孩子的生命錦囊蘇蔡彩秋編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085635 竹風亮節: 林聖崇傳 林聖崇口述; 蔡宜珊撰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085642 煙流穿過 黃志欽作 2021-01-00 精裝

9789576085659 山居物語: 68山路與乾溪畔 陳玉峯整理.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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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8058 家屋現在式: 重新思考家的定義 董淨瑋主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8065 移動販賣車: 日常中的地方行動 董淨瑋主編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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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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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02535 風靡全世界的紅茶自療法 齊藤由美作; 黃筱涵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42 趣味物理研究所 左卷健男作; 蔡婷朱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59 揭露廣告與媒體的統計學破綻 涌井良幸作; 趙鴻龍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66 骨骼與大腦: 人體動作超解構 廣戶聰一作; 龔亭芬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73 不忍耐也沒關係 Meg.作; 林農凱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80 和大師學電繪藝術 3dtotal Publishing作; 杜蘊慧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597 肩胛完全指南 竹內京子作; 蔡婷朱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603 這個句子拯救我 定政敬子作; 胡毓華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627 塔羅解牌研究所. 2 LUA作; Shion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634 咖啡風味的精髓 蕪木祐介作; 黃筱涵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702863 這個句子改變我 越早理解越好的人生名言集 定政敬子作; 胡毓華翻譯 2021-04-00 初版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裏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冊數共計：3

會唱歌的石頭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28284 參仟而立 林靜著 2020-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9911023 芳菲年華: 晴空下的翩翩絮語 亦草作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11030 戀愛聖經: 紫微斗數十四顆主星都是桃花星 郭德芬(玫瑰老師)著 2020-12-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11047 我只好是海 姚進成著 2021-01-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11054 Podcast變現大揭秘: 103個錦囊和IP的力量,讓你成名不只15秒蔡有寶, 于宸鈞, 蔡嫦琪, 王子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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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6984 愛河漫遊 沈政璋文字.攝影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67917 天國少年 李正明著; 馮燕珠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9623 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 園林遊憇、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盧建榮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9647 粽邪 華影國際影藝有限公司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9654 失控隧道: 我們都是沒有露臉的殺人者 蘇在沅(소재원)著; 胡椒筒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9661 贏得幸福=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張雅婷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9678 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 盧建榮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9685 在幸福與寂寞之間擺盪: 像極了愛情 溫小平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9692 在幸福與寂寞之間擺盪: 這就是愛情 溫小平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0807 COVID-19新冠肺炎的中藥氫氣救命自然療法 王群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0821 大人小學: 古文具觀察日記 桑德圖繪; 桑德, 札司丁文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80838 蔣介石日記的濫用: 楊天石的抄襲、模仿與治學謬誤李戡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0845 破浪 啟程 江啟臣口述; 羅暐智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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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1259 跑不快也沒關係 黃書平文; 陳珮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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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0867 聖經和合本: 皮面彩印(熱情黃)= The Holy Bible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00898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17603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17610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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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04380 火災學P(波麗士版). 2020 游象傳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704397 火災學P(職人版).2020 游象傳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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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0604 REWIND TAICHUNG台中五原色: 紅信條12 綠捷散策 黃色盛宴 十封藍晴詩 灰色碎片張瑜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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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3602 愛永不止息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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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8719 離散數學基礎演練 何志昌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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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8459 譚崔性能量密典: 從情慾到宇宙性高潮的性愛精煉藝術!簡上淇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想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極誌文化SIJIMA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6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暖暖書屋文化



9789869778466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N4文法=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目白JFL教育研究会編著 2021-06-00 初版二刷 平裝

9789869778473 你以為你懂,但其實你不懂的日語文法Q & A= 知ってるつもりが知らなかった日本語文法目白JFL教育研究会編著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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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0302 評點晚清民國人物: 續<> 高拜石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319 表演創作與演員素養 朱宏章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333 滾動百老匯 宋銘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340 四季如荷= Lotus reincarnating over seasons 吳景騰攝影; 歐銀釧詩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357 蔣中正的婚姻記愛 陳立文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364 省齋讀畫記: 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388 丹麥人在安東 鴻路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540432 書畫隨筆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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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0751 善生經 大願比丘講述; 度亮比丘尼整理編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90768 七覺支的分享: 受念處 大願比丘著作.講述 2020-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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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7822 娜娜= Nana 左拉(Émile Zola)著; 羅國林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877 白話聊齋 蒲松齡原著; 周遊譯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7884 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著; 胡亞軍注釋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7907 宋詞的故事 王曙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914 阿Q正傳 魯迅著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3167938 魯賓遜漂流記= Robinson crusoe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945 好兵帥克= O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雅羅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šek)著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952 鬼谷子大全集 鬼谷子作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7969 魯迅小說全集 魯迅原著; 張秀楓主編 2021-06-00 三版 平裝

9789863167990 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 孫武, 孫臏著; 顏興林譯注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68003 天下第一奇書厚黑學 李宗吾著 2021-06-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68010 心經68個人生大智慧 花山勝友著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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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6074 20道視覺化難題: 提案、簡報、圖表、讓數據說話、35個案例現學現套用,將訊息植入對方心智,讓大家都聽你的!劉奕酉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6305 一小時的力量: 每天微改變,養大你的成功因子= Power hour: how to focus on your goals and create a life you love艾德莉安.赫伯特(Adrienne Herbert)著; 若揚其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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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37135 犯罪心理 長洱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37142 犯罪心理 長洱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37159 犯罪心理 長洱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537166 犯罪心理 長洱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537173 犯罪心理 長洱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537180 犯罪心理 長洱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537234 差強人意 明起明滅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7470 給校草當假男友的日子 羲和清零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537487 給校草當假男友的日子 羲和清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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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60033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侏羅紀: 恐龍帝國 智慧鳥著.繪 2021-04-00 一版 精裝

9789865260095 網紅 假新聞 偽科學: 媒體素養必須知道的20堂課張耀仁文; 柯智元圖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149 臺灣鯨= Balaenoptera taiwanica 蔡政修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200 國考行政法 周志鴻編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銳文創



9789865260217 AI人工智慧生活與應用 魏季宏, 張維平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224 刑法分則. 上, 財產法益篇 許澤天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260231 離婚法專題論文集: 有責性與損害賠償 呂麗慧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248 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要 舒兆民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262 公司法題型破解 齊軒著 2021-02-00 十版 平裝

9789865260279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白堊紀: 恐龍帝國的黃昏智慧鳥著.繪 2021-04-00 一版 精裝

9789865260309 強制執行法: 口述講義民事及家事程序法. 第三卷許士宦著 2021-02-00 第3版 平裝

9789865260316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 蔡茂寅, 陳忠五, 林鈺雄編著 2021-03-00 四十五版 平裝

9789865260323 行政法講義 林明鏘作 2021-02-00 六版 平裝

9789865260347 IBDP國際文憑大學預科中文教學實踐與研究 余信賢, 林欣怡, 林建宏, 林振興, 洪榮昭, 張榮興, 鄒蕙蘭, 熊襄瑜, 蔡雅薰, 蕭士軒, 賴春, 戴金惠作; 蔡雅薰主編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361 多用圖法典: 刑法 里昂編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378 民事證據法 姜世明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60385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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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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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2044 祕法卡巴拉 荻恩.佛瓊作; 邱俊銘翻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72051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2, 江戶武士圖鑑 笹間良彥作; 趙鴻龍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68 極簡美國史 関真興作; 劉姍珊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75 青木周太郎的情景模型作品集: 戰場情景的建構技法青木周太郎作; FORTRESS翻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82 魔法顯化: 93則成為巫師的自學指南 麥特.奧林作; 祝家康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099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3, 日本歷史圖錄 笹間良彥作; 黃琳雅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105 東大教授的日本史圖鑑 山本博文作; 陳薪智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112 破解埃及文 希拉蕊.威爾森作; 邱佳皇翻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72174 魔法顯化: 93則成為巫師的自學指南 麥特.奧林作; 祝家康譯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72181 破解埃及文 希拉蕊.威爾森著 2021-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5572235 服飾中華 黃能福, 陳娟娟, 黃鋼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72242 超自然神秘動物圖鑑套書 讓.巴普蒂斯特.德.帕納菲厄作; 樊豔梅譯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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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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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5099 慈濟的故事: 「信願行」的實踐. 肆, 點燈 葉子豪, 葉文鶯, 吳翰有, 黃秀花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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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5653 海納百川.共鑄大成: 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10周年紀念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團隊策畫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5677 話說環球水泥: 一甲子企業為你說故事 環球企劃部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5684 經濟年鑑. 2021 經濟日報編輯中心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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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03150 歇一歇= Rest a while 魏司洛夫(Fredrik Wisløff)作; 祖文銳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4003211 我將你銘刻在我心上 賴諾曼(H. Norman Wright)著; 陳玲琇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03259 屬靈成長: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Spiritual growth and Christ-centered life金聖坤著; 徐國明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03273 當你不知如何禱告 琳達.薛菠(Linda Evans Shepherd)著; 明心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03433 這是我的樹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文.圖; 宋珮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4003501 P91: 我們的保護者 張蓬潔繪編 2003-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03532 "不務正業"的天國大使: 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 Reluctant heavenly ambassadors: from Robert Morrison to John Leighton Stuart楊東川作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03556 聖經與文學: 創意的講道資源手冊= The bible & literature: handbook of creative preaching resources楊東川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03563 我愛上了一個女孩= I loved a girl 杜華德著; 劉大偉譯 1974-07-00 九版 平裝

9789864003570 禱告: 變成主的形狀: 傅立德牧師福音神學禱告法傅立德(Wendell Friest)著 2004-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獅嶺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楓樹林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695510 璀璨: 沈國平X陳招英七老八十作品集 沈國平, 陳招英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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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6966 伊如陽光= Amazing grace 李憶慧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25707 每一刻,都好 凌宛琪圖文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714 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 1對1.三重新芽課輔班陳美羿, 高玉美, 郭寶瑛, 林淑真, 李錦秀, 徐美華, 林佩臻, 詹明珠, 曾秀旭, 林秀蘭, 郭雪卿, 王春珠, 林綉娟, 潘瑜華, 顧敏慧, 楊明薰, 王鳳娥, 張文黛, 廖月鳳, 明含, 陳晉煒, 杜紅棗, 葉冠孜, 郭碧娥, 葉子豪, 蘇芳霈作; 陳玫君主編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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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6202 企業的惡與善: 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企業和資本主義的存在意義泰勒.柯文(Tyler Cowen)著; 徐立妍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6219 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勇敢哭泣: 情緒教育,才是教養孩子真正的關鍵大河原美以著; 陳嫻若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6226 領導者,該想什麼?: 運用MOI(動機、組織、創新),成為真正解決問題的領導者(紀念新版)傑拉爾德.溫伯格(Gerald M. Weinberg)著; 李田樹, 褚耐安譯2020-08-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16233 創意思考的日常練習: 活用右腦直覺,重視感受與觀察,成為生活上的新工作力!內田和成著; 周紫苑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6240 Peopleware: 腦力密集產業的人才管理之道(經典紀念版)湯姆.狄馬克(Tom DeMarco), 提摩西.李斯特(Timothy Lister)著; 方亞瀾, 錢一一譯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16257 助人改變: 持續成長、築夢踏實的同理心教練法= Helping people change: coaching with compassion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growth理查.博雅吉斯(Richard E. Boyatzis), 梅爾文.史密斯(Melvin L. Smith), 艾倫.凡伍思坦(Ellen Van Oosten)著; 戴至中, 王敏雯譯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6264 精實服務: 將精實原則延伸到消費端,全面消除浪費,創造獲利(經典紀念版)詹姆斯.沃馬克(James P. Womack), 丹尼爾.瓊斯(Daniel T. Jones)著; 褚耐安譯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16271 搶救亞當斯密: 一場財富、轉型與道德的思辨之旅(經典紀念版)強納森.懷特(Jonathan B. Wight)著; 江麗美譯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9916295 高說服力的文案寫作心法: 為什麼你的文案沒有效?教你潛入顧客內心世界,寫出真正能銷售的必勝文案!安迪.麥斯蘭(Andy Maslen)著; 李靈芝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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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9801 無語良師. 102, 模擬手術教學 曾國藩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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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60168 英譯唐代絕句四百首(中英對照)= English translation of 400 Jueh-Ju of The Tang Dynasty宋穎豪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4460175 謫仙 項美靜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4460182 碎葉和紙屑: 向明寫詩讀詩 向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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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6505 人生晨露藝術千秋: 2021詩韻西畫學會16週年專輯曾淑慧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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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4040 頂尖造型師都在用の「軸色穿搭術」 谷口美佳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24057 大人の彩妝課(完全圖解版) 長井香織作; 彭琬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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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138680 韓語補助詞研究 郭秋雯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096 進階外語. 韓語篇 朴炳善, 陳慶智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102 韓國語,一學就上手!. 發音篇 張莉荃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119 新韓檢初級TOPIK I 4週完全征服 玄柄勳著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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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著 2021-03-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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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0195 30天考上!新日檢N5題庫+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201 我的第三堂西語課 游皓雲, 洛飛南(Fernando López)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218 30天考上!新日檢N4題庫+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225 新日檢N5模擬試題+完全解析(QR Code版) 林士鈞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60232 印尼語一學就上手!(QR Code版) 王麗蘭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60249 印尼語一學就上手!(QR Code版) 王麗蘭著 2021-05-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60256 越南夯台灣: 越南語字庫.生活萬用句 阮秋姮, 厲家揚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詩韻西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經濟新潮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54091 結構學<> 林冠丞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554091 結構學<> 林冠丞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554091 結構學<> 林冠丞編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876629 結構學<> 林冠丞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876636 鋼筋混凝土<> 徐毓宏, 許弘編著 2020-08-00 三版 平裝

9789869876643 結構學<> 林冠丞作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76667 鋼筋混凝土必做50題型 徐毓宏, 許鴻作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9876674 工程材料學<> 梁瀚編著 2021-03-00 四版 平裝

9789869876681 材料力學<> 林盈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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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7376 瘋人院之旅: 整個世界就是你的精神病院= A trip to asylumPAM PAM L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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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5823 醫科畢業一甲子: 1959年畢業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十二屆畢業生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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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43691 Aproximación a la História del Espectáculo teatral en España= 西班牙戲劇史author Manuel Bayo(白光茂) 1989-02-00 1st ed. 平裝

9789578843707 Cinco estudios literarios= 五種語文詩之研究 author Jesús M. Muñoz(穆宏志) 1989-04-00 1st ed. 平裝

9789578843714 人生哲學 羅光著 1989-05-00 修訂版 平裝

9789578843721 人生哲學(訂定本) 羅光著 1992-09-00 再版 平裝

9789578843738 人生哲學補充教材. 第四輯 輔大教務處編 199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745 人與上帝. 卷二, 中西無神主義探討 李震著 1988-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752 人與上帝. 卷三, 中西無神主義探討 李震著 1990-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769 人與上帝. 卷四, 中西無神主義探討 李震著 1994-06-00 平裝

9789578843776 十大哲學問題之探微 曾仰如著 199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783 十字架在中國(中英對照) 衛聚賢著 1982-05-00 再版 平裝

9789578843790 士林哲學的基本概念. 二, 宇宙論與形上學 張振東著 1993-08-00 再版 平裝

9789578843806 士林哲學的基本概念. 二, 宇宙論與形上學 張振東著 1993-08-00 再版 精裝

9789578843813 大道之行: 儒學發展概述 周紹賢著 1991-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820 大學與專科學生自治組織輔導原則比較研究 洪山川著 1993-11-00 平裝

9789578843837 中國大專學生信仰的探討 郭維夏, 趙威著 1989-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844 天主教中學的使命與發展 郭維夏著 1988-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851 王船山形上學思想 羅光著 1993-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868 王船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王船山學術研討會著 1993-10-00 平裝

9789578843875 出售夢的商店 裴德編 1993-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882 司徒雷登調解國共衝突之理念與實踐 林立樹著 1993-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899 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 陳垣等著 1985-05-00 再版 平裝

9789578843905 永不止息的愛: 基督宗教郵展 房志榮, 田默迪, 葉寶貴撰稿 2000-12-00 平裝

9789578843912 生命的眼睛: 詩集 薛保綸著 1986-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929 生活的體味 羅光著 1981-12-00 台三版 平裝

9789578843936 先秦思想積說 劉光義著 1987-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943 多瑪斯論生成和變動 劉仲容譯註 1994-03-00 平裝

9789578843950 西洋中古史史料選譯. 第三輯 王任光編譯 1987-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967 兩岸交流 李震著 1992-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974 宗教使社會更有愛 李震著 1993-11-00 再版 平裝

9789578843981 拉丁文基本課本 輔仁大學哲研所編著 199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8843998 昔日舊友 Raissa Maritain作; 裴玫, 蔣之英譯 1992-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009 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秘書處編輯1983-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016 耶穌基督是誰 羅光著 1989-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023 耶穌基督是誰 羅光著 1993-10-00 再版 平裝

9789860729030 哲學宗教與中國文化 錢志純著 1983-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047 哲學概論 羅光著 1989-11-00 再版 平裝

9789860729054 教會與中國 劉鴻愷著 1990-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0729061 教會與中國 劉鴻愷著 1990-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14

實力圖書



9789860729078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 謝雲飛等著;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中國文字學會主編1992-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085 斯賓諾莎哲學導論(中英對照) 錢志純著譯 1989-12-00 平裝

9789860729092 給青年朋友的信: 心理、信仰、幸福 呂漁亭著 1993-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108 愛國女英雄貞德小傳(中英對照) 吳宗文譯 1982-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115 新新外史 濯纓子著 199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729122 新新外史 濯纓子著 199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729139 新新外史 濯纓子著 199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0729146 福音生活 羅光詮釋 1994-05-00 再版 精裝

9789860729153 箏: 詩集 薛原著 1988-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160 輔仁大學國際哲學會議論文集. 第一屆 輔仁大學哲學系編輯 198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177 儒家生命哲學的形上和精神意義 羅光著 198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184 歷史與宗教: 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著1992-12-00 平裝

9789860729191 靈心雨絲 李震著 198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29207 王靜芝著作選集 王靜芝作 2003-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0729214 加里肋亞的瑪利亞. 第一部, 新約中的聖母 柏特倫.博彼(Bertrand Buby)著; 姜秋玲, 賴効忠譯 2021-05-00 再版 平裝

9789860729221 萬民四末 姜秋玲, 賴効忠合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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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3011 倔匠人: 昔人.習人.惜人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學生,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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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43608 博物館社會參與實踐成果輯. 2020= Socially engaged practice in museums. 2020Ceciel Brouwer等編著; 林玟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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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52315 嚕嚕的Loma': 基隆阿拉寶灣聚落故事繪本 李書瑀, 陳蕾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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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3302 東協廣場的前世今生: 舊臺中第一市場印記 楊愉珍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93319 梅川流域: 後壠仔地方誌 楊愉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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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0504 飛躍50再創高峰: 立人高中50週年校慶特刊 黃紋芳, 王俐菁, 黃宥鑫, 艽雯琪, 高惠鈺, 林靜宜, 李泠萍, 李泳瑄, 王齡儀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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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6146 育仁校刊. 第40期 洪湘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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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1904 揚森長笛練習曲作品第二十五號= N.P. Jensen studies for flute op.25蔡佳芬主編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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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8209 墨緣星光: 吳嘉羚彩墨畫集 吳嘉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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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7027 臺中市油畫家協會20週年會員聯展暨城市交流展= Painting林銘毅總編輯 202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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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市東方水墨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油畫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育仁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市立人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博物館學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4

輔大領導與科技發展學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85725 服務鄉梓十載回顧: 謝理事長邦雄營創社區彙整謝邦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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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6920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創作展. 2021 倪玉珊, 林慧珍, 蘇智偉, 呂和謙, 丁鴻銘, 許朝富, 曾曄鴻編輯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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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1105 臺中市朝中畫會創作聯展專輯. 2021= Choo-Chung Art Association members' joint exhibition林慧珍, 塗文忠, 蘇智偉, 楊春旅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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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0926 雕塑藝術. 2020: 由傳統蛻變現代的空間對話: 臺中雕塑學會34週年會員聯展= Taichung Sculpture Association 34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黃澤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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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8300 走過一世紀的泉源 洪慧敏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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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4680 建中文選. 一0九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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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63548 亞洲漫畫家恐怖驚悚漫畫一頁挑戰 賴有賢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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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6603 清興自適: 東山雅集書法展 張清河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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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197106 ITIA 2021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ITIA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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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52407 程式語言與設計 林萍珍, 吳松達, 吳誌維, 張文賢, 施文奇, 黃宥輔編著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3852414 程式語言與設計. 乙版 林萍珍, 吳松達, 吳誌維, 張文賢, 施文奇, 黃宥輔編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852421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通關必讀: 學術科合訂本 蔡佳, 侯薇, 黃真編著 2021-02-00 五版 平裝

9789863852438 商業概論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21-03-00 再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852445 餐飲服務技術 謝美美, 龐麗琴, 陳月卿,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2021-03-00 再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852452 觀光餐旅業導論 李宜玲, 董歆茹,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2021-03-00 再版 平裝 上冊

9789863852469 資訊科技 吳文立, 李亮生,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2021-03-00 再版 平裝

9789863852483 數位科技概論 施威銘, 吳文立,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2021-03-00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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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7149 台北攝影年鑑. 2021= Taipei photography annual 2021顏麗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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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漫畫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東山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縣姊妹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科教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朝中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雕塑學會

中市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美術教育學會



9789869810890 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 清領時期 莊典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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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8791 海底世界大冒險 金春作; 詩詩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8502 愛生氣的嘟嘟 曾若怡作; 陳奕喬繪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8519 說不出口的拒絕 夏嵐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8526 奇妙地鼠洞 陶綺彤作; Faye繪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8533 小氣鬼喝涼水? 寧寧作; KOI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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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62918 藝術天地寬: 張夢陽書畫輯 張勝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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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35841 AQ繪本: 愛哭也沒關係 岑澎維文; 奇亞子圖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535858 AQ繪本: 得不到也沒關係 岑澎維文; 黃雅玲圖 2021-01-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535865 AQ繪本: 慢一點也沒關係 岑澎維文; 黃一文圖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535964 神奇樹屋. 特別篇. 1, 棒球的大日子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蔡冠群譯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027 海洋大教室 王佩琪等採訪撰文; 吳立萍主編 2020-11-00 平裝

9789865250164 紅背心的征途 張子弘作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294 我們的狗,阿拉斯加 安娜.沃茲(Anna Woltz)著; 林敏雅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317 大腦解鎖: 史丹佛頂尖學者裘.波勒以最新腦科學推動學習革命= Limitless mind : learn,lead,and live without barriers裘.波勒(Jo Boaler)著; 廖月娟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423 關於前途,我真的知道: 21個練習,升職不踩雷 陳瑰鶯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430 從沙龍到聯合國: 歐萊德創辦人葛望平的綠色模式邵冰如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454 不當決策!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開人性偏誤= 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how biases distort decision-making--and what you can do to fight them奧利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著; 周宜芳譯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461 歡迎光臨心情聊天室: 給少年的74個情緒解方. 家庭篇楊俐容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485 我的性格,我決定: 更有自信、更高EQ、打造理想人生的性格養成計畫= Personality isn't permanent: break free from self-limiting beliefs and rewrite your story班傑明.哈迪(Benjamin Hardy)著; 林俊宏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492 我喜歡這樣的一天= Today 朱莉.莫斯黛(Julie Morstad)文.圖; 蔡冠群譯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508 地球寶寶晚安(中英雙語)= Good night,earth baby幾米文.圖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515 工地小貓和警衛爸爸 約翰.蘇利文(John Sullivan)文; 俞泰恩圖; 李紫蓉譯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522 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 Subliminal: how your uncons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鄭方逸譯 2021-03-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50539 走進弟弟山 林芳萍著; 謝祖華繪 2021-03-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0546 大家來逛動物園 阿部浩志文; 北村直子圖; 張東君譯 2021-03-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553 蟲蟲週刊特別報導 蝸牛哪裡去了? 三輪一雄文.圖; 張東君譯 2021-03-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560 看漫畫輕鬆學: 正確健康的姿勢 野井真吾監修; 大野直人漫畫.繪圖; 原木櫻翻譯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584 來我家,到你家! 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文.圖; 辛兆瑜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0591 起步走笨作文, 基礎訓練篇 林明進作 2021-03-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0607 起步走笨作文. 進階技巧篇 林明進作 2021-03-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0706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一, 1935-1979外交風雲動錢復著 2021-03-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713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二, 1979-1988華府路崎嶇錢復著 2021-03-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720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三, 1988-2005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錢復著 2021-03-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737 安野光雅的數數看 安野光雅作 2021-03-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0744 物理之美: 費曼與你談物理= 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費曼(Richard P. Feynman)著; 陳芊蓉, 吳程遠譯 2021-03-00 第三版 精裝

9789865250973 葛瑞的囧日記. 10, 不插電挑戰= Diary of a wimpy kid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980 蜂鳥與謊言 林滿秋著; 蔡豫寧繪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0997 人生就是賽局: 透視人性、預測行為的科學= Rock,paper,scissors: game theory in everyday life費雪(Len Fisher)著; 林俊宏譯 2021-03-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1000 癌症病人的心聲: 病人真正想要的,病人真正需要的= Voices of cancer: what we really want,what we really need琳達.華特絲(Lynda Wolters)著; 李穎琦譯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017 家有青少年之爸媽的33個修練: 你那愈來愈陌生的孩子,該怎麼溝通?彭菊仙著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024 灰階思考 謝孟恭著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031 漫步華爾街: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資策略= 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 the time-tested strategy for successful investing墨基爾(Burton G. Malkiel)著; 楊美齡, 林麗冠, 蘇鵬元, 陳儀譯2021-03-00 第七版 精裝

9789865251222 食物變變變: 神奇的農村之旅 王佩琪文; 放藝術工作室圖 2021-05-00 第1版 精裝

9789865251222 食物變變變: 神奇的農村之旅 王佩琪文; 放藝術工作室圖 2021-05-00 第1版 精裝

9789865251260 好忙好忙的小鎮 理察.斯凱瑞(Richard Scarry)文.圖; 陳雅茜譯 2021-05-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1277 好忙好忙的車子 理察.斯凱瑞(Richard Scarry)文.圖; 江坤山譯 2021-05-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1284 我們的星期六= Saturday 歐葛.摩拉(Oge Mora)文.圖; 宋珮譯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1291 便當尋人啟事 瑪塔.納西罕(Mabrab Narsimhan)著; 鄒嘉容譯 2021-04-00 第二版 平裝

9789865251307 魔法的夏天 藤原一枝, 秦好史郎文; 秦好史郎圖; 櫻菜譯 2021-04-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1314 孔子新傳: 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 孫震作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1321 山櫻花精靈 陳素宜文; 曹俊彥圖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聞名畫廊



9789865251338 病毒不是故意的?!: 認識傳染病大小事 林大利著; 玉子日記繪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1345 食物哪裡來?: 美食旅行團出發! 亞哥斯提諾.特萊尼(Agostino Traini)文.圖; 亞比譯 2021-04-00 第二版 精裝

9789865251352 費曼的主張=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the best short works of Richard P. Feynman理查.費曼(Richard P. Feynman)著; 吳程遠, 師明睿, 尹萍, 王碧譯2021-04-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51420 領導者的數位轉型=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AI: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when algorithms and networks run the world馬可.顏西提(Marco Iansiti), 卡林.拉哈尼(Karin R. Lakhani)著; 李芳齡譯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475 美伶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 陳美伶著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482 宣傳機器: 注意力是貨幣、按讚是引擎,人人都是數位市場商人= The hype machine: how social media disrupts our elections,our economy,and our health-and how we must adapt思南.艾瑞爾(Sinan Aral)著; 許貴運譯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499 樂在工作: 在工作中得到成功、財富與幸福= The joy of working: the 30 day system to success,wealth,and happiness on the job丹尼斯.魏特利(Denis Waitley), 芮妮.薇特(Reni L. Witt)著; 尹萍譯2021-04-00 第三版 平裝

9789865251574 崩壞國文: 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謝金魚作.朗讀 2021-04-00 其他

9789865251581 灰階思考 謝孟恭作; 王晴蒂朗讀 2021-04-00 其他

9789865251635 神奇行李箱 克里斯.內勒-巴列斯特羅斯(Chris Naylor-Ballesteros)文.圖; 柯倩華譯2021-06-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1758 看故事,學寫作. 1, 靈感篇 李崇建, 張詩亞著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765 看故事,學寫作. 2, 技巧篇 李崇建, 張佳詩著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789 我們可以選擇的未來: 拯救氣候危機= The future we choose : surviving the climate crisis克莉絲緹亞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 湯姆.里維特-卡納克(Tom Rivett-Carnac)著; 林俊宏譯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796 雜訊: 人類判斷的缺陷= Noise: a flaw in human judgment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奧立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 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廖月娟, 周宜芳譯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865251802 穿越故宫大冒險. 6: 快雪時晴帖神乎其技 鄭宗弦著; swawa.com繪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5251819 烏龍公寓怪房客 賴曉珍文; BO2圖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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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4106 超自然發音®5000字典: Mi phoEnics® dictionary蕭文乾作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44113 蕭博士慎選童謠= MI® rhymes 蕭文乾監製; 森山大蒨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44120 蕭博士慎選童謠= MI® rhymes 蕭文乾監製; 森山大蒨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44120 蕭博士慎選童謠= MI® rhymes 蕭文乾監製; 森山大蒨主編 2020-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44137 蕭博士慎選童謠= MI® rhymes 蕭文乾監製; 森山大蒨主編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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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80617 文明的野獸: 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史鄭麗榕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884 密碼的故事: 人類史上最重要的45組密碼與破解之道馬克.弗雷利著; 張毅瑄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891 周公哪有這麼神: 課本沒教的兩周史教室 野蠻小邦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907 香氣腦科學: 教你如何利用「香氣」刺激大腦,揭開情緒、學習、人際關係與病痛的60個腦內祕密= 나는 향기가 보여요文濟一著; 陳曉菁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914 日本昭和時代老照片: 鐵道.生活.風景帖 J.瓦利.希金斯著; 歐兆苓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945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林孝庭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080976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林孝庭作 2021-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5081034 成人過動症的真相: 日本依戀障礙權威為你揭開過動症的真實面紗岡田尊司著; 劉淳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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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7647 遠離塵囂 湯瑪士.哈代作; 許純華, 游佳霖, 溫澤元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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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7502 愛少女波麗安娜 愛蓮娜.霍奇曼.波特作; 劉芳玉, 蔡欣芝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7533 阿德勒這樣教: 教出自信、獨立、勇敢、會合作的孩子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作; 王童童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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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5509 莫瑞鼠與林布蘭 英格麗.舒伯特(Ingrid Schubert), 迪特.舒伯特(Dieter Schubert)文.圖; 郭騰傑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05523 戰火下的小花= The breadwinner: a graphic novel黛博拉.艾里斯(Deborah Ellis)原著; 諾拉.托美(Nora Twomey∕)改編; 李靜宜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547 拯救鄉村: 碧雅翠絲.波特與彼得兔的故事 琳達.艾洛威茲.馬歇爾(Linda Elovitz Marshall)文; 伊拉莉亞.烏比娜提(Ilaria Urbinati)圖; 黃筱茵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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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5592 不怕不怕,我有大熊= Bear outside 珍.尤倫(Jane Yolen)文; 珍.克拉絲(Jen Corace)圖; 羅吉希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865505615 遇見我的天使男孩 王家珍著; 陳佳蕙繪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622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4, 中古史. I : 查理曼大帝的時代管家琪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639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5, 中古史. II: 十字軍東征的時代管家琪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707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1, 原始時代到西周知中編委會, 緒穎, 楊濤, 陸西漸編著; 蔣講太空人, Ricky繪圖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5868 北極熊探險隊. 1, 冰雪公主= The polar bear explorers' club艾莉克斯.貝爾(Alex Bell)作; 托米斯拉夫.托米奇(Tomislav Tomić)繪圖; 廖綉玉翻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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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5505 閱讀,讓希望綻放: 靜思閱讀書軒足跡 蔡青兒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發光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1

實似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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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2234 索羅斯談索羅斯: 傳奇投資大師如何走在曲線趨勢之前= Soros on soros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著; 李立心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2241 奧地利奶奶給孩子的居家芳療小藥鋪: 54支精油、13支純露、28支植物油、30種藥草,超過200種配方,從兒童到青少年感受自然全方位的身心靈照護智慧= SOS Hustenzwerg: Ätherische Öle und Kräuter für Kinder von 0-12英格麗.克蘭迪恩一用(Ingrid Kleindienst-John)著; 陳宣名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2258 人類憑什麼: 覓食者、農民、與化石燃料: 人類價值觀演進史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著; 李函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1324 好問: 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 Doesn't hurt to ask: using the power of questions to communicate,connect,and persuade特雷.高迪(Trey Gowdy); 陳珮榆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1355 BTS:THE REVIEW當我們討論BTS: 嘻哈歌手與IDOL之間的音樂世界,專輯評論X作家專欄X跨領域專家對談,深度剖析防彈少年團= BTS : THE REVIEW 방탄소년단을 리뷰하다金永大著; 曹雅晴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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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8821 內在獲勝 皮帕.葛蘭琪(Pippa Grange)著; 郭騰傑譯 2021-04-00 平裝

9789869948876 破浪而出: 瑞典心理學博士帶你穿透人生迷霧,擁抱快樂及平靜= Dina dolda drivkrafter : hur tre psykologiska behov styr ditt liv安潔拉.阿霍拉(Angela Ahola)著; 郭騰毅譯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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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9729 攻擊高度四千米: 德國空軍崛起與敗亡的命運= Angriffshöhe 4000: Die deutsche Luftwaffe im Zweiten Weltkrieg卡尤斯.貝克(Cajus Bekker)著; 常靖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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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8870 如果電話亭 蔡欣純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35508 廢墟的故事 鄧觀傑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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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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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9789860632835 顏值: 從第一印象到刻板印象,臉孔社交價值的科學解密 = Face value: the irresistible influence of the first impressions亞歷山大.托多洛夫(Alexander Todorov)作; 馮奕達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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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3222 大乘妙法蓮華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昭譯 2020-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73239 彌陀要解五重玄義講記 釋法藏講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9873246 法藏比丘的非思不可. 三 釋法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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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40596 行攝. II: 鍾國華攝影精選 鍾國華作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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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4309 波隆納國際插畫展年度插畫作品. 2018= Illustrators annual. 2018穆艾真策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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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5041 小小音樂家 咚東圖.文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5058 海洋: 萬物之母: 孩子的第一本海洋繪本 史塔奇.麥卡諾提(Stacy McAnulty)著; 大衛.里奇斐德(David Litchfield)繪; 謝靜雯譯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5065 小寶貝,媽媽永遠陪著你長大 莎拉.諾柏(Sarah Noble)著; 李貞慧譯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955072 銀河系中萬眾矚目的太陽: 生命之源 史塔奇.麥卡諾提(Stacy McAnulty)作; 史蒂芬.路易斯(Stevie Lewis)繪; 謝靜雯譯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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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94781 如膚之深 許順鏜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銀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翡冷翠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僧伽林文化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燎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雙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堡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潮浪文化



9789863194996 狩SOUL 蚩尤作 2020-10-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3195054 特殊傳說. III 護玄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195078 福爾摩斯小姐. 3, 堅決谷謀殺案= Lady Sherlock 03 the hollow of fear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楊佳蓉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085 回家: 案簿錄.浮生= ただいま。 護玄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195092 太歲 星子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卷1

9789863195108 太歲 星子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卷2

9789863195115 太歲 星子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卷3

9789863195122 太歲 星子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卷4

9789863195139 太歲 星子著 0202-01-00 二版 平裝 卷5

9789863195146 太歲 星子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卷6

9789863195153 雲之獸: 來自遠古的守護者 漢寶包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160 無價之畫: 巴黎的追光少年 HOM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195177 畫電影的人: 手繪海報的美好時光 簡嘉誠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184 說故事遊戲. 第一部, 現實虛構 曾耀慶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191 說故事遊戲. 第二部, 虛構現實 曾耀慶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214 幽院禁地: 幽聲夜語. 5= Night whispers 醉琉璃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221 馬球案 戚建邦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238 打邊爐 何故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245 獵魔士. 風暴季節= Senzon burz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252 邊境. vol.04: 銀色死神= Steel's edge 伊洛娜.安德魯斯(Ilona Andrews)著; 蔡心語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269 滬尾畫帖: 淡水古蹟擬人誌 蚩尤繪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276 太歲 星子teensy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卷7

9789863195283 太歲. 外傳, 奇異旅程 星子teensy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3195290 超殘虐愛神 林明亞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195306 超殘虐愛神 林明亞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195313 銀色公路= Silvervägen 史蒂娜.傑克森(Stina Jackson)著; 楊佳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320 羅賽塔: 時光的宣敘調 Eli Lin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337 特殊傳說. III 護玄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195344 玦: 孿生 曾耀慶漫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351 乩身: 冥船 星子(teensy)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95375 Artists in Taiwan: 臺灣插畫.漫畫家藝術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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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867996 道家經典 明誠佛堂經典編輯委員會彙編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6868030 Q萌小可愛漫畫角色入門: 不藏私Q版漫畫完全教學蔡蕙憶(橘子)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6868047 魔法蛋糕: 來自法國的新口感魔法蛋糕 飯田順子著; 彭春美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6868054 紅帽子的多肉森林物語 橘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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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4222 跨學科泌乳照護核心課程= Core curriculum for Suzanne Hetzel Campbell, Judith Lauwers, Rebecca Mannel, Becky Spencer[原著]; 王淑芳, 毛心潔, 吳芃彧, 洪增陽, 翁少萍, 高美玲, 梁瑀書, 楊誠嘉, 鄭為仁譯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67608 國中數學科講義. 7上 林佩綉, 駱果欣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0667615 國中數學科講義. 8上 林佩綉, 駱果欣作 2021-06-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138858 文史薈刊. 復刊第11輯, 臺南市文史協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葉瓊霞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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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2646 樂活の日語 呂麗秋著 2021-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1265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讀解入門練習. 上冊蔡錦雀, 黃郁芳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266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翻譯練習. 上冊蔡錦雀, 黃郁芳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漪欣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2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維兒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3288510 地底城市: 你不知道的神秘空間、奇景、交通網絡與指揮總部 = Underground cities: mapping the tunnels,transits and networks underneath our feet馬克.歐文登(Mark Ovenden)著; 楊詠翔, 吳琪仁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8640 黃金比例的祕密: 存在於藝術、建築與自然中的神聖數學之美= The golden ratio: the divine beauty of mathematics蓋瑞.邁斯納(Gary B. Meisner)著; 拉斐爾.阿勞霍(Rafael Araujo)繪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050 民主的浪漫之路: 雷震傳 薛化元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166 繪聲繪影一時代: 陳子福 陳子福圖; 黃翰荻, 林欣誼, 陳雅雯文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197 我的STEAM遊戲書: 科技動手讀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 湯姆.曼布雷(Tom Mumbray)作; 江坤山譯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89258 黑詞彙: 德國法律人都在用的修辭邏輯與誤謬辨識法= Schwarze rhetorik.賈誠柯(Wladislaw Jachtchenko)作; 廖芳婕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272 飛將鐵翼汗血流: 飛行員的故事系列. Ⅴ 王立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319 美股投資學: 跟著JC前進美股,打造高速成長、穩健收息的投資組合,擁抱世界財富Jenny王怡人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333 料理三國 本庄敬作; 黃昱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卷

9789573289340 賴以威的15堂趣味幾何數學實驗課 賴以威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357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生物篇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3289364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理化篇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3289371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地科篇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573289401 項羽對劉邦: 楚漢雙雄爭霸史 司馬遼太郎著; 鍾憲譯 2021-02-00 四版 平裝 上冊

9789573289418 項羽對劉邦: 楚漢雙雄爭霸史 司馬遼太郎著; 鍾憲譯 2021-02-00 四版 平裝 下冊

9789573289432 蜜蜂樹 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文.圖; 廖春美譯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9449 傳家寶被 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文.圖; 廖春美譯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9456 最難的一堂課: 充滿挑戰的教育現場,老師如何帶著愛和勇氣站在台上陳怡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463 傑瑞的冷靜太空: 14個正向教養工具,讓孩子終身受用的健康情緒管理技能= Jared's cool-out space: illustrating 14 positive discipline parenting tools簡.尼爾森(Jane Nelsen)著; 比爾.修爾(Bill Schorr)插圖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89470 一看就懂配色設計: 從色彩知識、配色規則到輸出創意,隨看即用的最強色彩指南ARENKI著; 汫玲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487 練習有涵養: 讓身心皆美好,優雅大人的201則日常練習加藤惠美子著; 鄭曉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494 你值得更好的夢想: 從精準轉職到不離職創業,做自己夢想的創作者S編-思葒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500 四個神聖的秘密: 活在美好的狀態中,靜享天賜無盡的愛,凡事順暢= The four sacred secrets: for love and prosperity,a guide to living in a beautiful state普瑞塔吉(Preethaji), 克里希納吉(Krishnaji)著; 陳思穎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517 孤獨戀語= Amours solitaires 莫卡娜.歐亭(Morgane Ortin)著; 周昭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593 亂世生存遊戲: 從三國英雄到六朝文青都得面對的闖關人生祁立峰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609 高手學習: 「精英日課」人氣作家,教你學精、學廣,煉成別人拿不走的超強自學力萬維鋼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616 大腦的鏡像學習法 菲歐娜.默登(Fiona Murden)著; 游綉雯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623 科學革命的結構(50週年紀念修訂版)=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孔恩(Thomas S. Kuhn)著; 程樹德, 傅大為, 王道還譯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573289630 有植物的美好日常: 在尋找自我的路上陪伴我的花草,以及不小心種死的盆栽凱蒂.瓦茲(Katie Vaz)著; 蕭寶森譯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89647 超嶽. 1, 從心開始的巔峰之旅 莊河源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654 太陽神試煉. 5, 尼祿之塔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楊馥嘉, 王心瑩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661 趨勢投資高手的88堂台股必修課: 從觀念到分析,從選股術到心理戰,帶你買進利多大未來胡毓棠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692 屁屁偵探動畫漫畫. 1, 主動進取的無尾熊小妹Troll原作; 張東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708 料理三國= Three kingdoms cuisine 本庄敬作; 黃昱翔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2卷

9789573289883 料理三國= Three kingdoms cuisine 本庄敬作; 黃昱翔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卷

9789573289715 財富自由的吸引力法則: 花最小的力氣,創造最大的財富菅原圭著; 林仁惠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739 我很奇怪但很可愛 新夭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746 究極一人行 劉黎兒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753 這一夜,雍正奪嫡 丁燕石作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573289760 跟阿嬤去賣掃帚 簡媜文; 黃小燕圖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9777 男人的菜市場 劉克襄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3289784 我的山居鳥日記: 25種鳥類生活大集合 鈴木守文.圖; 陳采瑛譯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9791 我把萬人送到生命彼岸: 一個法國醫生以催眠引領眾人,前往靈界的療癒之旅= J'ai envoyé 10,000 personnes dans l'au-delà尚賈克.夏博尼(Jean-Jacques Charbonier)著; 黃琪雯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807 練習不焦慮: 96種讓心靈新陳代謝的好方法= 心の荷物を片づける女は、うまくいく有川真由美著; 張玲玲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573289814 顛覆致勝: 貝佐斯的「第一天」創業信仰,打造稱霸全世界的Amazon帝國瑞姆.夏藍(Ram Charan), 楊懿梅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838 不一樣的中國史. 9: 從朋黨到鐵騎,征服王朝的時代-宋、遼、金楊照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845 不一樣的中國史. 10: 從士人到商幫,商業驅動的時代-元、明楊照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852 人生賽道,勇敢試也要勇敢放棄 劉宥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869 鳥巢大追蹤: 50種鳥巢內幕大公開 鈴木守文.圖; 陳采瑛譯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89890 Mensa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挑戰你的大腦. 入門篇第一級= Train your brain puzzle book. level 1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等編; 汪若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906 Mensa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挑戰你的大腦. 入門篇第二級= Train your brain puzzle book. level 2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等編; 汪若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913 Mensa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挑戰你的大腦. 入門篇第三級= Train your brain puzzle book. level 3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等編; 汪若蕙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920 江湖走跳五十五訣: 臺灣俗諺教會我的人生哲學周博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937 我在西伯利亞的監獄= Dans les geôles de Sibérie尤安.巴爾貝羅(Yoann Barbereau)著; 范兆延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944 好好笑漫畫數學: 買賣大作戰 郭雅欣, 房昔梅著; 司空彌生漫畫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968 好聰明漫畫醫學: 原來身體這樣運作! 謝宜珊, 許雅筑, 張容瑱著; 曾建華漫畫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89975 憶往述懷: 我的司法人生 翁岳生口述; 李建良主筆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89982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洪愛珠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063 我想念我自己= Still Alice 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著; 穆卓芸譯 2021-04-00 三版 平裝

9789573290070 普通讀者: 吳爾夫閱讀隨筆集(全新典藏版)= The common reader & the second common reader維吉妮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著; 劉炳善, 石雲龍, 許德金, 趙少偉, 黃梅, 李寄譯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573290087 百變貓咪召喚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黃薇嬪翻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094 不帶虛名的外衣走天涯: 邱吉爾、戴高樂、羅斯福陳文茜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遠流



9789573290100 你的身心課題塔羅都知道: 第一本塔羅療癒脈輪指南,打造自己的終極版能量地圖萊札.羅伯遜(Leeza Robertson)著; 梵妮莎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117 魔法校車: 人類大演化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王心瑩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90131 屁屁偵探動畫漫畫. 2, 噗噗怪盜U的大作戰 Troll原作; 張東君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155 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教師手冊: 班級經營的有效工具,讓孩子在情緒、人際與課業都成功= Positive discipline tools for teachers 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for social,emotional,and academic success簡.尼爾森(Jane Nelsen), 凱莉.葛洛菲博士(Kelly Gfroerer)作; 楊詠翔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162 魔法校車: 小水滴大旅行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治海孜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179 魔法校車: 鑽入地底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游能悌, 陳杏秋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186 魔法校車: 太陽系迷航記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游能悌, 陳杏秋譯2021-04-00 五版 精裝

9789573290193 魔法校車: 潛進海龍宮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蔡青恩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09 魔法校車. 5: 拜訪恐龍王朝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游能悌, 陳杏秋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16 魔法校車. 6: 人體神祕遊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蔡青恩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23 魔法校車: 穿越颱風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游能悌, 陳杏秋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30 魔法校車: 蜂巢歷險記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蔡青恩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47 魔法校車: 電路大冒險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冶海孜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54 魔法校車: 感官大探索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蔡青恩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61 魔法校車: 科學博覽會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王心瑩譯2021-04-00 三版 精裝

9789573290278 魔法校車: 氣候大變遷 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文; 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圖; 陳采瑛譯2021-04-00 二版 精裝

9789573290520 踮踮腳,抗老化: 3秒回春術!奧運強化教練教你世界最快速姿勢改善法飯田潔著; 林佩玟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650 偉大思潮: 改變世界的30個政治哲學思想家= How to think politically: sages,scholars and statesmen whose ideas have shaped the world葛瑞姆.杰拉德(Graeme Garrard), 詹姆斯.班納德.默菲(James Bernard Murphy)著; 陳映廷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681 好爸媽的高效生氣法: 健康地表現怒氣,親子一起正向成長張成旭著; 馮燕珠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698 強力水晶陣: 療癒大升級,55種超效陣形,加速夢想顯現、難題化解菲利浦.普慕特著; 梵妮莎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704 變臉人= La belle image 馬歇爾.埃梅(Marcel Aymé)著; 陳文怡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711 沒有名字的那座山 山女孩Kit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728 世界喜歡這樣的你 喬安娜.蓋恩斯(Joanna Gaines)文; 朱利安娜.史旺尼(Julianna Swaney)圖; 陳采瑛譯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3290810 小站也有遠方 劉克襄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827 極度吸睛: 重量級講師的精準說話課,教你上台不冷場曾培祐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3290834 隨意鳥日子 BIRD ERA鳥時代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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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9447 臺南市美術學會: 藝韻風華美術作品專輯. 2020楊添璧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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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5832 臺南市書法學會 基隆市海東書會會員聯展專輯暨第七、八、九屆南書盃全國書法比賽精選作品輯蕭清祥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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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7536 北美原住民的日常書寫: 以<>、<>與<>為例= Daily life in north American indigenous plays: The Star Quilter, The Indolent Boys, and Path with No Moccasins羅宜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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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24678 董舜文薩克斯風教學. 2020 董舜文編著 2020-08-00 第三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724685 爵士鼓的系統學習 藤井俊充作; 蔡文展譯 2020-12-00 第四版 其他 第1冊

9789869969802 古典鋼琴入門自學影音課程. 2020 吳宛靜著 2020-12-00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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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8449 用美國人的方法學文法. 超融入動詞篇 金峨永著; 張育菁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8456 用美國人的方法學文法. 超融入名詞篇 金峨永著; 張芳綺譯 2020-09-00 平裝

9789869878463 超圖解秒懂核心英單 田中茂範, 中村俊佑著; 關谷由香理繪; 劉芳英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8470 堅持3天,10次學會!基礎日本語文法: 三天打魚也學得會,史上最輕鬆的日語學習法!吳采炫著; 張崔西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8487 自學西班牙語會話 看完這本就能說 Maya Heo著; Tina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8494 自學日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 專為華人設計的日語教材,50音+筆順+單字+文法+會話一次學會!許心瀠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401 自學越南語單字 看完這本就能說! 黃氏清蘭(Huỳnh Tḥi Thanh Lan)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4418 看圖秒懂韓國人天天在用的擬聲擬態語 辛昭靜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9964425 肢體動作英語會話全圖解: Gesture English邊說邊比,更容易記住,與老外溝通零距離白善燁著; 談采薇譯 2021-01-00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86

送存冊數共計：89

南市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書法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61555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時尚設計系畢業專刊. 第十屆=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the 10th2021-03-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91209 當痛遇上愛: 認識和面對痛苦的信仰之道 任安道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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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5538 A furry family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8-01-00 平裝

9789869786676 A nice day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Ki Ki Yang 2018-01-00 平裝

9789869786683 Picky princess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Ki Ki Yang 2015-01-00 其他

9789869786690 Three witches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2018-01-00 其他

9789860645507 Magic veggie garden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2015-01-00 平裝

9789860645514 Circus friends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5-01-00 平裝

9789860645521 Little frog goes to school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2015-01-00 其他

9789860645545 Hello, tree!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8-01-00 平裝

9789860645552 Max's busy day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5-01-00 其他

9789860645569 Secret ingredient?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Dony-Shing Ding 2015-01-00 其他

9789860645576 Under the sea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5-01-00 其他

9789860645583 Sunny forest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Ki Ki Yang 2015-01-00 平裝

9789860645590 Teamwork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Jinjin Su 2018-01-00 平裝

9789860646108 Where's the wolf?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Yao Tang 2018-01-00 平裝

9789860646115 Miss Forgetful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Ki Ki Yang 2017-01-00 其他

9789860646122 What a trip!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8-01-00 平裝

9789860646139 Gary the toymaker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8-01-00 其他

9789860646146 Silly clown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2015-01-00 平裝

9789860646153 Buzzy, the busy bee written by Hoosain Banoo;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2018-01-00 平裝

9789860646160 Benny finds a phone written by Sonny Hsu; illustrated by Smart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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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5233 麥基洗德: 新千禧年的祭司聖職 妮塔.詹森(Nita Johnson)著; World for Jesus翻譯團隊譯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75257 輕鬆學16型 王天佑編著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75264 輕鬆學教會歷史 王天佑著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75271 原來十誡這麼重要 王天佑著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9875288 雲彩集: 集群恩膏= Cloud set: cluster auoiuting 主的使女作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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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8609 醜泥怪 許秀美文; 邱千容圖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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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66864 軌道生命力: 用布林軌道透視股價漲跌的大關鍵賴宣名作 2014-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871 轉折生命力: 金角銀邊操作學(上下冊合訂版) 賴宣名作 2009-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888 波動生命力: 股價波動的基本架構 賴宣名作 201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895 實戰大贏家: 股市必備致勝武器 pipi12157作 2015-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01 主控藏寶圖淘金術: 作線軌跡の透視顯像秘笈黃肇基作 2014-10-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18 台指贏家當沖SOP pipi12157作 2015-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25 股票不盯盤: 分析師千古名著 劉建忠(司令操盤手)作 2016-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32 古奇致勝密碼10417: 啟動密碼 引領你成為個股期常勝軍古奇(林謨佩)作 2016-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49 股道無間: 股票與期貨多空致勝法則 阿佘(艾斯)作 2016-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56 專職操盤手的賺錢藍圖: 看準主力籌碼 買對股票大賺退休金傑克戴成霖作 2016-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63 飆股十三章 pipi12157作 2016-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70 台指當沖教戰守則: 買賣空補的訣竅 pipi12157作 2016-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87 大架構操作生命力: 多週期KD操作精解 賴宣名(羅威)作 2017-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6366994 THE ANSWER答案 kobepenny作 2017-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08 期權贏錢17招: 選擇權不盯盤 劉建忠(司令操盤手)作 2017-05-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綠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瑪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赫書文化



9789860630015 股市斷捨離 阿佘(艾斯)作 2017-06-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22 期貨選擇權投資寶典: 贏家的聖盃 竇偉誠作 2017-07-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39 主控操盤必殺技: 動態渾沌套娃結構操盤秘笈黃肇基作 2017-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46 實戰台指期. 2, 當沖看盤勢, 波段看趨勢! 濁酒作 2018-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53 台股多空致勝法: 破解技術分析的盲點, 牛市. 熊市通吃的選股邏輯大公開pipi12157作 2018-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60 活出多週期架構之絕對力量: 大趨勢就要賺大波段賴宣名作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77 飆股.期貨NO.1: 提早退休20年 劉建忠作 2019-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84 專職操盤手的賺錢藍圖. 2, 主力贏家分級解密傑克戴成霖作 2020-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0091 天才賺錢術: 年報酬30-50％ 劉建忠作 2020-09-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7205 神奇的股票拋物線 林玖龍作 2019-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0637212 實戰台指期. 3, 在市場久活與獲利關鍵 濁酒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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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3505 夢夢戰隊= Dream fight 漫漫喬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0623512 夢夢戰隊= Dream fight 漫漫喬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0623529 鏡之國的白色高塔 熊哥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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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8249 妙音笑心類學(漢藏對照) 妙音笑.語王精進大師造論; 釋如法主譯; 釋性忠主校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8263 你是我心中溫暖的光 福智文化編輯室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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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54363 讓你受歡迎的15堂友誼課 盧勤, 喬冰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254387 如何巧用人性弱點: 成功人士都在用的高效攻心術尤文.韋伯, 約翰.摩根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2254394 我不弱,不要欺負我 張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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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30980 完全解讀複習講義數學A+B. 1-4冊(1-2冊高一課程)謝鈞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4330997 達陣複習講義數學A. 1-4冊(1-2冊高一課程) 林志強編 2021-03-00 平裝

9789864331000 達陣複習講義. 歷史(高一-高二課程) 蘇煙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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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396519 晚來天隨筆: 2020年日記 陳義芝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6396526 守住美好: 激流沖擊下留住的文化記憶 隱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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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911104 芷若情闕: 郭漢辰情詩選 翁禎霞編 2020-07-00 初版 精裝

9789573911111 影像紀錄的政治: 綠色小組與另類媒體運動 陳瑞樺等主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3911128 扶桑書物語. 第二輯= 日本 本の物語り 湯川秀樹等作; 林景淵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3911142 有夢最美: 臺語詩集= Dreaming is the most beautiful路寒袖作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573911166 迷魂芳: 倚海邊植物台語詩 黃徙著 2020-10-00 平裝

9789573911203 阮兜隔壁彼間美術館: 台語詩集 陳金順著 2020-11-00 平裝

9789573911210 書海我游記 林景淵作 2021-01-00 精裝

9789573911074 夜航: 帶你去一個地方 高自芬著 2020-12-00 平裝

9789573911241 一個留學生的奇幻情緣= The fantasy journey of a Taiwanese student overseas杜震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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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8903 流浪的龜龜 陳維銘繪圖; 陳月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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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福智藝術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熊哥漫漫喬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84259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21=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s,Health,Leisure and Recreation丁翠苓主編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8584280 銘傳大學金融科技產業與政策創新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Ming Chuan University Academic Seminar on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Policies銘傳大學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編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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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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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7215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學生優秀作品集. 2021= Ming 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design outstanding student portfolio. 2021洪啟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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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84211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0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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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84228 銘傳大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20年游秀雲主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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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4517 與聖母瑪利亞一起度信仰生活: 聖母德敘禱文的優雅與德範金毓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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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59503 音樂瞬間: 姜宜君中提琴獨奏會展演詮釋報告. 2019姜宜君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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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209 精采忠情 愛故事= The story of love 方李數, 王秀毓, 江淑寶, 沈慧理, 李雪紅, 何林束, 林春桂, 林翠霞, 邱亭英, 柯成溪, 施草雲, 陳秀香, 陳秋圭, 郭琴霞, 張陳素連, 詹錦美, 詹芳蓮, 蔡秀葉, 魏守富, 蘇秀美, 蘇秋逢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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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2742 嘉義市書法學會作品集. 第十六屆 翁名灌專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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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88867 嘉義市象外水墨研究會會員聯展專輯. 2021 一登視覺設計編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51607 NO.1嘉義市當代藝術學會畫冊= Chiayi City Contemporary Art Association album尹信方, 吳筱瑩, 陳芊瑑主編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13919 Leaders kids conversation book program authors Betty Chiu, Nikle Ni 2021-02-00 精裝 第2冊

9789860613933 Leaders. kindergarten L2 editors-in-chief Sharon Wei, Connie Tu 2021-02-00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福祿貝爾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象外水墨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義市當代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義市精忠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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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都防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金融科技應用學程



9789860613957 Leaders. kindergarten L4 editors-in-chief Sharon Wei, Connie Tu 2021-02-00 精裝

9789860613971 Leaders. kindergarten L6 editors-in-chief Sharon Wei, Conni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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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3072 殺人者的記憶法 金英夏著; 盧鴻金譯 2018-10-00 初版 其他

9789864890095 食療聖經.食譜版: 預防.阻斷.逆轉15大慢性病的全食物蔬食x天然調味料理麥克.葛雷格(Michael Greger.M.D.), 金.史東(Gene Stone); 謝宜暉譯2018-1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890187 那天,你抱著一隻天鵝回家 安石榴著 2019-01-00 初版 其他

9789864894376 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集(王爾德160週年紀念版)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作; 林侑青譯; 蕭淳介朗讀2021-03-00 其他

9789864894383 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集(王爾德160週年紀念版)(台語版)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作; 林侑青譯; 楊恩霖朗讀2021-03-00 其他

9789864894390 薩哈公寓 趙南柱作; 張雅眉譯; 連俞涵朗讀 2020-07-00 其他

9789864894406 知更鳥的賭注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冬陽, 臥斧朗讀2019-12-00 其他

9789864894413 莫斯科紳士 亞莫爾.托歐斯(Amor Towles)作; 李靜宜譯; 蕭定睿朗讀2020-03-00 其他

9789864894420 雪人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冬陽, 臥斧朗讀2019-12-00 其他

9789864894437 德米安: 埃米爾.辛克萊年少的故事(徬徨少年時)赫曼.赫賽(Hermann Hesse)作; 姜乙譯; 蕭定睿朗讀2020-11-00 其他

9789864894444 小王子(70周年紀念版)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作; 墨丸譯; 張淑瓊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451 科學的40堂公開課: 從仰望星空到觀察細胞及DNA,從原子結構到宇宙生成,人類對宇宙及生命最深刻的提問威廉.拜能(William Bynum)作; 高環宇譯; 張心哲朗讀2020-08-00 其他

9789864894468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許暉作; 上官琪楓朗讀 2020-06-00 其他

9789864894475 愛麗絲夢遊仙境(150年傳唱不墜精裝紀念版)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作; 吳碩禹譯; 郭靜樺朗讀2020-10-00 其他

9789864894482 獅子.女巫.魔衣櫥(納尼亞傳奇.70周年經典新譯版)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作; 鄧嘉宛譯; 余品婕朗讀2020-06-00 其他

9789864894499 經濟學的40堂公開課: 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生動剖析經濟學家如何思考,讓經濟學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奈爾.傑斯坦尼(Niall Kishtainy)作; 吳書瑜譯; 張心哲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05 傲慢與偏見(200周年重譯紀念版) 珍.奧斯汀(Jane Austen)作; 張思敏譯; 尹仲敏, 鍾琪, 張心哲, 陳敬萱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12 人間失格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尹仲敏朗讀 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29 素食者 韓江(한강)作; 千日譯; 葛凡, 黃楚珺朗讀 2019-12-00 其他

9789864894536 內向心理學: 享受一個人的空間,安靜地發揮影響力,內向者也能在外向的世界嶄露鋒芒！瑪蒂.蘭妮(Marti Olsen Laney)作; 楊秀君譯; 張茂芸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43 拖延心理學: 為什麼我老是愛拖延?是與生俱來的壞習慣,還是身不由己?珍.博克(Jane B. Burka), 萊諾拉.袁(Lenora M. Yuen）作; 洪慧芳譯; 尹仲敏, 曾世壘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50 文學的40堂公開課: 從神話到當代暢銷書,文學如何影響我們、帶領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約翰.薩德蘭(John Sutherland)作; 章晉唯譯; 張茂芸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67 82年生的金智英 趙南柱(조남주)作; 尹嘉玄譯; 郭霖朗讀 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74 哲學的40堂公開課: 從「提問的人」蘇格拉底到電腦之父圖靈,與大師一起漫步的哲學小旅程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作; 吳妍儀譯; 李亞南朗讀2019-11-00 其他

9789864894581 悉達多: 一首印度的詩(流浪者之歌) 赫曼.赫賽(Hermann Hesse)作; 姜乙譯; 蕭定睿朗讀2020-11-00 其他

9789864894598 異鄉人: 荒謬三部曲. 首部 卡謬(Albert Camus)作; 邱瑞鑾譯; 蕭淳介朗讀 2020-11-00 其他

9789864894604 鼠疫: 反抗三部曲之一 卡謬(Albert Camus)作; 邱瑞鑾譯; 謝立品朗讀 2020-12-00 其他

9789864894611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 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布魯斯.韋恩斯坦(Bruce Weinstein)作; 趙慧芬譯; 朱家安朗讀2019-12-00 其他

9789864894666 愛麗絲夢遊仙境(150年傳唱不墜精裝紀念版)(台語版)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作; 吳碩禹譯; 郭雅瑂朗讀2021-04-00 其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100889 闇夜的怪物 住野夜著; 丁世佳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0896 又做了,相同的夢 住野夜著; 丁世佳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0995 人生馬戲團 泰莎.方亭(Tessa Fontaine)作; 康學慧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015 歡迎入住,廢柴人生旅館 卡塔琳娜.碧瓦德(Katarina Bivald)著; 康學慧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053 我要上京當官 陳一中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114 辣媽Shania給新手的零廚藝、超省時鬆餅機料理72辣媽Shania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0674 屋底下的廚房: 主廚Woody的療癒食譜103道,今日一人食也幸福!邱俊諺(Woody)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0810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12萬冊紀念版) 不朽著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01138 韓式絕美精油手工皂: 水彩X渲染X拉花X寶石皂,35款專業技法一次學會!Jenny著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01145 致美好的你 生活手帖編輯部著; 何姵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169 親愛的艾德華=Dear Edward 安.納波利塔諾(Ann Napolitano)著; 康學慧(Lucia Kung)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176 不要在最好的年紀,吃得隨便、過得廉價 蔡侑霖(Danny Tsai)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183 成為活躍於全球的英語工作者 岡田兵吾著; 陳亦苓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190 不快樂,就不是工作 干場弓子著; 陳亦苓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206 只要好好過日子(10萬典藏紀念版) 阿飛a-Fei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01213 人生有限,你要玩出無限 歐陽立中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220 超簡單氣炸烤箱料理110 宅宅太太Msninitsai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237 不是說服,是談判 吳明浩著; 黃筱昀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251 我是黃,也是白,還帶著一點藍 美佳子.布雷迪著; 楊明綺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275 簡報心理學 林俊成(Jason)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282 寫給天堂媽媽的情書 母親節追思合作夥伴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299 幸好冰箱有蛋 邱文澤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305 全家人的暖心便當: 56道經典便當X83道主副菜X32道縮時料理劉晏伶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01312 朝。食光 梁郁芬Eve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329 流浪的月 凪良汐著; 王華懋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42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漫遊者文化



9789865101336 我喜歡工作,如果可以,不上班的工作更好 劉揚銘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343 永遠的燦爛當下 賈斯汀.雷諾茲(Justin A. Reynolds)著; 林師祺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350 呂昇達餡料點心黃金配方101 呂昇達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01374 愈成熟,愈天真: 與自己的內在小孩重逢 吳若權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381 這不是你的錯 小池一夫著; 黃筱涵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01404 三明治與湯的小日子!: 64種三明治X32道湯,8週輕食提案文仁暎著; 林芊蓉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01435 大人的化妝書 長井香織著; 林以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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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6813 建築畢業設計國際論壇. 2019: 台灣與東南亞= 2019 Taiwan &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王俊雄, 賴啟健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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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294112 歧路花園: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六十週年系慶專刊=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賴佑昌平面編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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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294037 微細觀身 包涵宥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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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293993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成果專刊. 2020= Shigeki Hattori x Tomohide Mizuuchi x USC Design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sign workshop丑宛茹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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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293979 Bangrak 10500 實踐媒傳X泰國朱拉隆功國際工作營專刊= Bangrak 10500 Taipei & Bangkok exchange workshop: Bang Rak 10500 futures: a critical design project張天捷主編 2020-09-00 平裝

9789576294006 山林的守護神 李軒婷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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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293924 前瞻與互動: 多媒體組專題作品彙集 陳貞夙等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576293931 智慧科技創新與實務應用 鄭王駿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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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294013 玉墨清吟: 玉屑詩社成立五週年紀念專刊 林宏達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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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6887 心之所向 渡邊文矢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8976894 培仁家: 簡單的生活 自然的食物 自由的料理 王培仁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4603 一所生命的學校=A school of life 葉惠貞(本殊)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4610 和媽媽互相喜歡的日子 李惠貞, 陳德諠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0604627 和女兒一起旅行的日子 李惠貞, 陳德諠作 2021-06-00 平裝

9789860604634 和媽媽互相喜歡的日子+和女兒一起旅行的日子李惠貞, 陳德諠作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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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26379 Kaggle競賽攻項秘笈 門脇大輔等作;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翻譯著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423 不打結的邏輯思考!: 從運算思維到程式設計So Easy張隆君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515 強化式學習 布留川英一作; 王心薇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522 深度強化式學習=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n actionAlexander Zai, Brandon Brown著; 黃駿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287 網頁美編的救星!零基礎也能看得懂的HTML & CSS網頁設計= 1冊ですべて身につくHTML & CSSとWebデザイン入門講座Mana著; 吳嘉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539 用Python蓋出物聯網智慧屋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21-01-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摩舍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應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實構築



9789863126553 Access資料庫系統理論與實務= Access database system: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陳會安作 2021-02-00 第五版 平裝

9789863126560 New idea!設計師不藏私的版面設計新點子 上田マルコ, 尾沢早飛, 加瀬透, 近藤聡, サノワタル著; 吳嘉芳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126577 從運算思維到邏輯演算App Inventor 2互動範例教本蔡宜坦作 2021-02-00 第4版 平裝

9789863126584 JIU-JITSU UNIVERSITY巴西柔術教本 Saulo Ribeiro, Kevin Howell著; 林晉利, 萬明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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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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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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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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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14432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76冊

9789865216016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97冊

9789865216733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16740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16757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16764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17389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1739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1740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21688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7冊

9789865217242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978986521725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9789865217327 拯救全球 情痴小和尚作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54006 同畫世界: 萌萌園長與他的七個顏色 高雯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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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2425 小百合の語= Little whisper from the little lily 陳淑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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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1642 台灣中部美術展. 第68屆= Members Exhibition for the 68th Arts Exhibition of Taiwan Central廖本生, 游昭晴, 劉哲志, 趙純妙, 蘇智偉, 呂冠慧編輯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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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4116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ICPMMT. 2021editor-in-chief Gow-Yi Tzou 2021-05-00 平裝

9789869774123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論文摘要. 2021= The 19th Conference o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PMMT 2021鄒國益執行編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7439895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577439987 小玩笑小水獺 Lommy作; 游若琪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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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小百合國際蒙特梭利全人教育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8

綵灃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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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2237 魔法使的印刷廠 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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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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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2541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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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2572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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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2626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逢沢大介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咖比獸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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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2640 無能力者娜娜 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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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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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2725 好感度男子穿搭 9成人都說喜歡的型男時尚 Genji作; 胡君黛譯 0000-00-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855 被虐的諾艾兒Movement. 3, Family of ''VERDE'' カナヲ原作; 諸口正巳作; 王怡山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862 里亞德錄大地 Ceez作; 林于楟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2916 間諜教室. 1, 「花園」百合 竹町作; 曹茹蘋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2947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2954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2961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2978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4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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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9789865242992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9789865243005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原作; か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43012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DU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3029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DU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3036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 II, 傳承地底世界雅戈泰 雅戈泰之女TYPE-MOON原作; 武中英雄漫畫; 九流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3043 煙與蜜 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3050 無能力者娜娜 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3364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4, 綾瀨if. 下 伏見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371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4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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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9789865243395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43401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243418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3425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3432 戰鬥員派遣中! 暁なつめ作; 林孟潔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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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3456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作; 可倫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3463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松山剛作; 邱鍾仁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3470 春與綠 深海紺作; Cato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3487 春與綠 深海紺作; Cato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3494 黑鐵魔法師 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う漫畫; 蒼貓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3500 Ω的床笫謊言 千束るち作; 帽子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3517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帽子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9789865243524 黑或白 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3531 我的媽媽是公主 並庭マチコ作; 徐欣怡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3548 爺爺奶奶與阿菊貓 湊文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555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A. 4, 孤獨的神學者下等妙人作; 邱鍾仁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562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A. 5, 教宗洗禮 下等妙人作; 邱鍾仁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579 嬌羞俏夢魔的得意表情真可愛. 3, 那個,我也要認真起來了喔......?旭蓑雄作; 李君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586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月夜涙作; 鄭人彥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3593 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你也願意娶回家嗎?浅岡旭作; Y.S.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3609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2, 即使不再是戀人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616 我依然心繫於你 あまさきみりと作; Runoka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3623 一房兩廳三人行. 1, 26歲上班族與兩名女高中生開始同居生活福山陽士作; 陳士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630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望公太作; 曹茹蘋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3647 沙漠一點點: 西安到喀什,4590公里的絲路日誌點點陳作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3661 請妳消失吧 葦舟ナツ作; 林于楟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913 魔王經紀人 黑夏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3920 魔王經紀人 黑夏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3937 時代錯誤 Beck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3968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244293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243975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3982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9789865243999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24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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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4019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YUNA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4026 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 蘇我捨恥原作; 冰樹一世漫畫; 夏德爾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244033 色慾禁咒Lust Geass 高橋脩作; 林星宇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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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4057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PLUS!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4064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PLUS!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4071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9789865244088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9789865244095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8, 問題兒童的追想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101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244118 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從今天開始的自由職人生活甘岸久弥作; 馮鈺婷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4125 賭博師從不祈禱 周藤蓮作; 蔚山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4132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EXTRA: 讓笨蛋登上舞台吧!. 7, 被龍所愛的笨蛋暁なつめ原作; 昼熊作; 林孟潔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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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4156 七魔劍支配天下 宇野朴人作; 李文軒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244163 七魔劍支配天下 宇野朴人作; 李文軒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244170 14歲與插畫家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蔡環宇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244187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4194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4200 重組世界Rebuild World. 1. 上, 誘惑亡靈 ナフセ作; 周廷旭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217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4224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月夜涙原作; 皇ハマオ漫畫; umon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4231 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從今天開始的自由職人生活甘岸久弥原作; 釜田漫畫; Runoka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244248 社畜女夢魔來我家 ゲンツキ作; 九流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255 仲谷鳰短篇集: 永別了,另一個妳 仲谷鳰作; 陳幼雯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262 敬啟者: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 高坂曇天作; 夏德爾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4279 朝姊 よしだもろへ作; 志野忍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244286 前輩,這不叫戀愛!Brush up 晴川シンタ作; 竹子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309 三明治便當: 73種經典口味,輕鬆上桌! 若山曜子作; 陳凱筠譯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4330 破滅的倒懸者. 3, 特務搜查CIRO-S死亡線的終點吹井賢作; 黃涓芳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347 梅蒂亞轉生物語. 2, 世上最無懼的救世主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354 透明甜點 世界最美麗的食譜 tomei/透明愛好家作; 崔立潔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4361 世界,還是繞著貓打轉 Nobeko作; 黛西譯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244750 楊_宇騰YU 1st寫真集: half 楊宇騰YU, 張淳姿Kitty Chang文字; 藍陳福堂Lanchen攝影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5245 不健全 Beck作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5269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遠鄉欣二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9789865245443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Each Stories しめさば作; 鄭人彥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5573 佐佐木與宮野 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245627 今日旅行中: 短今Sammie寫真書 短今作; 藍陳福堂攝影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45689 Your Man: 吳俊junwu185寫真書 俊作; 藍陳福堂攝影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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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11496 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樣的生物 德間書店童書編輯部著; 鍾嘉惠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12639 龍淵 驃騎作 202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14077 湛藍色的愛戀(初回限定版) 市川けい原作; 小綠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15272 我最討厭你 上田にく原作; kyo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401 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樣的食物 德間書店童書編輯部編; 鍾嘉惠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5115494 大人的生物教室: 透過85堂課理解生命的起源與存在大石正道著; 陳識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06

送存冊數共計：121

臺灣東販



9789865115555 圖解運動員必知的人體解剖學: 理解人體結構,讓訓練效果最大化大山卞圭悟著; 童小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623 肩與指尖 富士山豹太作; 紅蠍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15654 僵屍100: 在成為僵屍前要做的100件事 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作畫; 王明聖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15760 0-6歲育兒全指南: 擺脫窮緊張、乾著急,從容迎接孩子的成長爆發期!小西行郎, 小西薫著; 陳姵君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784 走成一個瘦子: 1天10分鐘,4週輕鬆擊退激凸小腹x粗O型腿x肥滿身體曲線森拓郎著; 陳姵君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791 用超輕黏土製作可愛的大小企鵝: 捏一捏、搓一搓,讓企鵝大軍包圍你的房間!ヨシオミドリ著; 安珀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07 全台旅行景點提案: 在台灣就很好玩!一次網羅100個吃喝玩樂好去處台灣東販編輯部編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14 從原理開始理解數學: 計算x圖形x應用 難波博之著; 陳識中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21 相對論超入門: 連文科生也能輕鬆讀懂劃時代理論Yobinori Takumi著; 陳識中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38 這世界愈複雜,你愈要簡單思考: 告別內心小劇場,讓思緒變清晰的45個方法堀田秀吾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45 B.B.G: 帝國百貨店地下外商部 けんたろう作; 吊木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15852 一起去玩吧 佐藤宏海作; 林武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15869 Kyrie. 1, 被咀咒的蛇 冥花すゐ作; kreuz+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76 你對我一直是最重要的 こうじま奈月作; 小綠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83 K老師的戀愛日常 夏水りつ作; 黃盈琪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890 專為孩子設計的全方位體能教本: 把握12歲前成長黃金期,體力、專注力同步提升!谷啓嗣著; 曹茹蘋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906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15913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9865115920 再見了,青梅竹馬 ねもと咲作; 陳靖涵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937 奈落 紺色ルナ作; 流川昴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944 前輩,等我一下 いさき李果作; 林香吟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951 哪一個是我的甜心!? 鷹丘志成作; 流川昴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968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9789865116033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15975 圖解天王AV男優清水健萬人斬性愛密技: 做出實戰好口碑!清水健著; 何姵儀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982 爸媽怎麼突然變了樣?: 失智症患者心理分析&照護技巧完全圖解妮可.尼克遜, 佐藤眞一著; 鄒玟羚, 高詹燦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5999 變心快時代的絕對回購機制: 不怕市場縮小、無懼對手增加,靠習慣建立讓顧客一試上癮!博報堂流行習慣製造者著; 中川悠編著; 王美娟譯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002 這些問題,都是女性荷爾蒙在搞怪!: 失眠、發冷、瘦不下來、肌膚乾燥、腰痛......學會對策就能解決90%的問題!松村圭子著; 黃筱涵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019 那麼,也許我會希望世界毀滅: 讓我們回到海裡,重新期待愛情壹捌零參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040 圖解有趣的生活數學: 零概念也能樂在其中!真正實用的數學知識加藤文元監修; 郭欣惠, 高詹燦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057 馬上上手,輕鬆繪製!超可愛貓咪似顏繪 shino, NoA, 森屋真偉子著; 黃嫣容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064 環保改造再利用!牛奶盒質感收納小物25款 井上ひとみ, くまだまり, 滝澤澄江, ハセガワエミ著; 曹茹蘋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071 典藏裸體姿勢集: 伊藤舞雪= Premium nude pose book田村浩章攝影; 基基安娜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088 脫衣姿勢集: 純真女孩的甜蜜微性感寬衣瞬間青山裕企攝影; 基基安娜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187 營養師教你用10種麵包做出150款主餐三明治: 營養均衡、快速完成,冷藏也超美味!エダジュン著; 安珀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194 小資CEO創業必修課 張譯蓁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200 好事多磨 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5116217 中嶋君他想要分手! サトニシ作; kyo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224 你的舔咬讓人沉溺 縁々作; 陳欣惠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231 I don't cry イシノアヤ作; 朔小方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16415 I don't cry イシノアヤ作; 朔小方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16248 自由新鎮1.5舞台劇劇本書: 戀愛之神與祂的背叛者們林孟寰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255 輪迴之夏 itz作; 朔小方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16262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9789865116279 傳染病大全: 從病原體到傳染途徑,全方位剖析防疫知識堤寬著; 鍾嘉惠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286 圖解超易懂微積分: 掌握乘除概念,從入門到實用一應俱全佐佐木淳著; 陳朕疆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293 學園孤島 海法紀光原作; 千葉サドル作畫; 蔡承胤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16309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INOUE作; 李昆達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5116316 淺野一二0短篇集: 怪物裂口女/香菇與竹筍 淺野一二0作; 林子傑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323 從龍之谷到獸之森 九重シャム作; 謝旻釗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330 黑道大哥的玩具 桐式トキコ作; 周芝羽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347 專屬我的黃色窗簾 御子柴トミィ作; 紅蠍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354 一分鐘隨時做!讓小腹平坦的臀肌伸展操 Naoko著; 陳姵君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361 超圖解解剖學: 完整了解身體構造與各器官功能松村讓兒監修; 童小芳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378 夜汽車作品集: 童話古書店的幻想插畫集= The art of Yogisya: fantasy illustrations from an enchanted bookshop夜汽車著; 曹茹蘋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385 人馬 墨佳遼原作; 朔小方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16392 星期四想與你一起哭泣 工藤マコト作; 王明聖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116408 別對映像研出手 大童澄瞳作; 王浩德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116422 玻璃體溫症候群 有木映子原作; kyo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439 月與狼 松本ノダ作; 黃盈琪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446 像素百景: 進入點陣圖藝術的世界 Graphic社編輯部編; 王怡山譯 2020-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453 4步驟學會高勝率外匯交易法: 前大型銀行頂尖FX交易員教你從市場判讀到資金管理鈴木拓也著; 陳識中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460 專為腎臟病調理設計的五感飲食療法: 專業醫師X營養師精心調配!好食慾才有好健康!工藤靖夫作; 黃筱涵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477 零落 淺野一二0作; 林子傑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484 被拋棄的貓和逗貓棒 りーるー作; 黃盈琪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491 愛的洩漏 鹿乃しうこ作; 流川昴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507 雖然讓你看到內褲但我氣數已盡!? 本田あき作; 流川昴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514 戀情古典傑作 オオヒラヨウ作; 黃盈琪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521 NHKきょうの料理冷凍快煮一人餐: 會用微波爐就會煮!營養均衡、方便省時的烹飪密技堤人美著; 黃嫣容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538 浮世繪解剖圖鑑: 一窺江戶時代民俗風情與日常百態牧野健太郎著; 陳姵君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545 你不奇怪,只是比較敏感: 學會與自己相處,解決90%人際x職場x生活的煩惱武田友紀著; 池迎瑄, 高詹燦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569 同心啟航 Nottakorn著; 璟玟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16576 想遠離煩惱就要先管住你的腦: 54招超強馭腦術,工作、人際、戀愛問題迎刃而解!加藤俊德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583 用iPad & Clip Studio Paint開創漫畫之路: 告別電腦與繪圖板,電繪輕鬆隨手畫!青木俊直著; 黃嫣容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644 一起去玩吧 佐藤宏海作; 林武三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5116651 星期四想和你一同哭泣 工藤マコト作; 王明聖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116668 鄰居正在接受我的治療 七瀬原作; 黃盈綨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675 菁英編輯部的SEX業務 縁々原作; 陳欣惠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682 這個契約是命中註定嗎? 汐にがり原作; 小春日和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699 小老闆撿回來的貓 慧作; kyo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705 國中資優數學王一本制霸: 重點整理、快速複習!學研Plus編著; 陳識中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6712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9789865116729 熟成肉聖經: 專家聯手鉅獻,濃縮極致醇郁滋味的技術柴田書店編著; 安珀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573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淺野一二0作; 林子傑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9789865117580 在那之後的兩人 富士山豹太作; Sherry Hsu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597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9789865117603 純愛去吃屎啦 風緒作; 黃盈琪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10 路人甲的我女體化之後爆受歡迎事件 福嶋ユッカ作; 謝旻釗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27 菖蒲與天音 道滿晴明作; 蔡承胤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34 古埃及解剖圖鑑: 法老、陵墓、眾神,從各面向了解古埃及的文化與歷史近藤二郎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41 英國住宅設計手帖: 風格演變x格局規劃x生活型態,完整掌握英倫宅魅力!山田佳世子著; 蕭辰倢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58 動機致勝: 善用26種心理學法則,小行動帶來大成功!塚本亮著; 鄒玟羚, 高詹燦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65 鑑古知今!日本戰國致富圖鑑 小和田哲男監修; 童小芳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72 輕奢時尚蔬食烘焙甜點43款: 暴擊味覺想像,連葷食老饕都停不了口!今井ようこ著; 曹茹蘋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89 日本風俗店極樂巡禮手冊: 正港男子漢專用,根治男人渾身的癢MANIAC LOVE研究會編著; 何姵儀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696 同心啟航 Nottakorn著; 璟玟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17702 室內裝修基礎課 東販編輯部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7719 走過迷失人生方向的日子,我開始做蕾絲邊應召橘みつ著; 陳姵君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19263 岩田聰如是說: 從天才程式設計師到遊戲公司社長,任天堂中興之主傳奇的一生。Hobo Nikkan Itoi Shinbun編; 曾瀞玉, 高詹燦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054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9786263046061 獅鷲的天秤: AOGACHOU作品集 AOGACHOU著; 王怡山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085 首麻里傳奇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46092 好事多磨 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6263046108 人馬 墨佳遼原作; 朔小方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46115 大富豪的御用舔舐犬 佳門サエコ漫畫; 小綠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139 十二支色戀草子: 蜜月之章 待緒イサミ原作; 小綠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46146 零負擔輕醣烘焙: 低油麵包x低脂披薩x低卡點心,66道超滿足輕食提案主婦之友社編著; 黃筱涵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160 住在1K公寓的王子殿下 大和名瀬作; 流川昴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177 帶刺的安魂曲 鹿乃しうこ作; 流川昴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184 絕對會變成BL的世界VS絕不想變成BL的男人紺吉作; 周芝羽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6263046191 我的房屋成了魔宮休息所這檔事 東国不動原作; たこやよし漫畫; 李昆達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46207 性搜小隊 鯨川良作; 李昆達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6263046214 法國藍帶的究極美味乳酪蛋糕&巧克力蛋糕: 在家就能輕鬆做出風靡巴黎的人氣新食感甜點高石紀子著; 安珀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221 不要變成壞掉的大人: 當世界崩壞時,我們更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いっちー著; 池迎瑄, 高詹燦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238 前戲王: 比猛烈抽插更重要的事,性高潮激愛技巧說明書MANIAC LOVE研究會編; 鈴木亨治著; 何姵儀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245 高獲利行銷實務課: 小公司及個人品牌都應該知道的B2B集客密技中野道良著; 王美娟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252 精準激發顧客購買欲的數位行銷: 各行各業適用!西井敏恭著; 桓田楠末, SideRanch漫畫; 陳識中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269 超有哏日文慣用語手冊: 邊讀邊笑超好記!讓你一開口就像日本人一樣道地齋藤孝監修; 陳姵君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276 團購爆款手工餅乾烘焙課: 頂流甜點師教你用6種麵團變化出71款精品級餅乾!ムラヨシマサユキ著; 安珀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283 東大現役學霸的讀書計畫制定法: 設定目標、擬定策略、確定方法、規劃時程,學會東大式的正確用功法相生昌悟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046306 Fluffy: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佐倉織子 佐倉織子著; 王怡山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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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39957 Business surviv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Joseph Henley[作] 2020-02-00 1st ed. 其他 第1冊

9789865522247 英語基礎句型暨翻譯練習 曾貴祺著 2020-09-00 1版 平裝

9789865522353 英文閱讀策略教學: 理論與實務 朱秀瑜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25

送存冊數共計：127

臺灣東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0100 那個中國: 旅華西方人眼中的毛澤東時代 王舒柳編 2021-03-00 平裝

9789860600117 創造國族: 羅摩誕生地運動與恐懼自身= Creating a nationality: the Ramjanmabhumi movement and fear of the self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 什卡.特維迪(Shikha Trivedy), 沙.馬亞南(Shail Mayaram), 阿育.雅歷(Achyut Yagnik)作; 李孝智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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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7383 藝思淨美: 黃圻文詩樂園 黃圻文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097390 飛鳥白雲間: 黃圻文藝思錄 黃圻文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04900 娑婆菩提: 黃圻文生命定省手札 黃圻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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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08681 台灣住宅建築獎作品集= Taiwan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award莊亦吏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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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0174 臺灣建築學會第33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暨第5屆全國建築設計教學建築教育論壇論文集曾瑋, 郭聖傑主編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02807 我想養貓,可以嗎? 余玉玥文; 阿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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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8335 臺灣粉彩畫協會年刊. 2021= Pastel Association of Taiwan蕭碧霜總編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548342 綻放繽紛粉彩情: 臺灣粉彩協會藝術交流展作品集蕭碧霜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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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5219 房事辭典 賣厝阿明著 20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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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8002 珠寶刺繡與設計應用 黃丹怡作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8002 珠寶刺繡與設計應用 黃丹怡作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978040 雜貨風產品設計入門素材集 黃丹怡作 2021-05-00 第一版 其他

9789869978057 拚布入門基礎. 方形與三角形圖案設計製作實務篇黃丹怡作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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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532852 黃越綏的高齡快樂學 黃越綏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869 Carolina玩轉扭蛋紙機關. 美人魚篇 卡若琳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876 Carolina玩轉扭蛋紙機關. 獨角獸篇 卡若琳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883 大流感: 致命的瘟疫史=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著; 王新雨, 張雅涵譯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570532890 非對稱: 愚蠢或瘋狂,哪一個描述了你的世界?= Asymmetry麗莎.哈利迪(Lisa Halliday)著; 呂玉嬋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906 Days of My past: 512首詩,重返金子美鈴的純真年代金子美鈴(金子みすゞ)著; 田原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913 無悔前行: 佛教藝術澱積者釋寬謙口述史 釋寬謙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920 每週都去看屍體: 首爾大學最熱門的死亡學= 나는 매주 시체를 보러 간다: 서울대학교 최고의 '죽음'강의劉成皓(유성호)著; 黃莞婷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937 垂涎三尺= 침이 고인디 金愛爛(김애린)著; 許先哲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944 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 林桶法編; 葛兆光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951 光照: 歷史學家對聖經的30則探問 王壽南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2968 朝鮮牛之味: 看牛肉如何餵飽一整個近代韓國= 조선, 소고기 맛에 빠지다金東珍(긴동진)著; 蕭素菁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0533293 前220年: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生 南川高志編; 郭清華譯 2021-07-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厝買賣文化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展翅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粉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音.悅工場



9789570533309 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南川高志編; 許郁文譯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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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59263 使教會成為盼望的記號: 「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事工報告(2010-2020)盧啟明執筆; 蔡南信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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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31585 神學與腦科學的交談= Theology and brain science in dialogue李麗娟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31639 他者與我者之間: 漢語基督教的本土實踐與跨文化對話徐頌贊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31646 從耶利米哀歌看希伯來詩歌的詩節結構= The significance of ''strophic structure'' in Hebrew Poetry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李穎婷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6131653 存在與試探: 奧古斯丁的<>= Disputationes de antiquis et modernis陳斯一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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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8617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2020第20屆= 20th Taiwan International Art Association Exhibition林信維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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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94138 台灣陶藝展. 2020= The 2020 Ceramics Exhibition Taiwan李幸龍總編輯 2020-07-00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534543 台海藝蹤. 2020 馮儀主編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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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2663 紫微斗數命學批示. 110 羅山雲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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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9210 台灣電路板產業智慧製造導入指引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19227 PCBShop採購指南.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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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0608 老屋簷新美蹟= Old house new style 陳翠萍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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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04632 爸媽的第一本不尷尬性教育指南 盧河延, 申淵淀, 李水智,Lala School著; 林坤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663 高代謝地中海料理: 我這樣吃瘦了36kg!用減醣、低卡、好油的烹調技法,「全球最佳飲食法」的美味祕密謝長勝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670 純素起司Vegan Cheese Mariko著; Moku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687 權威醫療團隊寫給妳的坐月子‧新生兒照護全書全攻略林坤沂等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1304694 肉的料理科學(超圖解): 1000張分解圖!大廚不外傳的雞豬牛羊306個部位烹調密技,從選對肉到出好菜一本搞定!朝日新聞出版著; 鄭睿芝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700 專為孩子設計的可愛黏土大百科: 2800萬家長熱推!從基礎到進階,收錄12主題157款作品,提升孩子創意力X專注力金旼貞(春茶館)作; 辰星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717 全方位收納!家的鐵架活用術 Emi作 2020-11-00 平裝

9789861304724 80%的家事都不用做: 自然生活家的家事減法術!選對工具、用對方法,就能輕鬆打造舒適居家,省時省力又省心!佐光紀子著; 朱鈺盈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731 愛.司康: 奧地利寶盒的家庭烘焙,帶你走進底蘊豐實的司康世界奧地利寶盒(傅寶玉)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748 最強技法!職人級中式點心全圖解 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作 2020-12-00 平裝

9789861304755 700萬人評選!最想吃的氣炸鍋人氣排行料理: 韓國網路最夯!只要3-5步驟,103道氣炸料理,三餐、點心、派對料理,通通一鍋搞定萬道料理作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762 奶油霜抹面蛋糕 謝瑋育(艾霖)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1304779 陽台輕改造,小空間變大用途! 理想.宅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樂屋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陶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畫院(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1517988 流浪者之歌: 「東北作家」的鄉土敘述與社會記憶蘇敏逸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169 傳統性、現代性與殖民性的遘接與調適: 連橫文學研究江寶釵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176 雅堂文集校注 江寶釵校注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190 連橫年表新編 江寶釵編纂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299 文心雕龍講疏 龔鵬程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312 冷戰文藝風景管窺: 中國內地與香港,1949-1967杜英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329 東亞航路與文明之發展 陳鴻瑜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336 公孫龍與公孫龍子 何啓民著 2020-10-00 再版 平裝

9789571518343 中古門第論集 何啓民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350 竹林七賢研究 何啓民著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571518367 <>易: 中國失落的開端 趙衛民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428 儒學之現代解讀: 詮釋、對比與開展 張子立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435 彤管文心: 近代女性文學的賡續與新變 羅秀美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442 承平與世變: 初唐及晚唐五代敘事文體中所映現文人對生命之省思黃東陽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1518459 南方漢語的特殊聲母、聲調與韻尾 彭心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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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45322 個人化益生菌: 精準化醫療時代的選擇 呂春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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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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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8927 臨水風華: 順天聖母陳靖姑文化節. 2019 蔡政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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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2485 台灣聲學學會109年會員大會暨第33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annual meeting and 33th symposium of Taiwan acoustical association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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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90014 醫病共享決策的新進展 于幸右, 王曼玲, 古世基, 何子昌, 余芮瑩, 吳至行, 吳佳穎, 宋子茜, 李天慶, 李正喆, 李忠佑, 李思潔, 周韋翰, 周家玉, 林至芃, 林季緯, 林明鋒, 林松彥, 林欣蓉, 林欣穎, 林珍瑋, 林峰盛, 林高田, 邱浩彰, 邱馨嬋, 洪暐傑, 洪緯惟, 夏昀, 孫維仁, 徐珮容, 徐雅含, 張心怡, 張至宏, 張哲誠, 張時杰, 張軒睿, 張詩函, 張寶綾, 莊寶玉, 郭律成, 陳世英, 陳妤昤, 陳明源, 陳信妤, 陳品蓉, 陳宣佑, 陳彥銘, 陳昭瑩, 陳郁君, 陳崇桓, 陳銘章, 傅尹志, 彭仁奎, 曾子豪, 曾春美, 黃小倩, 黃永銓, 黃俊升, 黃炫迪, 黃國皓, 黃嗣棻, 黃鼎鈞, 黃獻樑, 黃駿豐, 楊宗翰, 楊智惠, 楊榮森, 詹鼎正, 雷涵媮, 劉人瑋, 劉文智, 劉紋伶, 蔡兆勳, 鄭之勛, 鄭宜文, 鄭暐霖, 賴建成, 賴聖如, 謝淑華, 魏鈴穎著; 楊榮森總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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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0511 住院病人臨床常見護理問題: 失眠之辨證施護手冊第三十二屆中醫護理委員會指引發展小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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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7958 音響入門誌. vol 1, 揚聲器篇= Knowledge & fun書世豪總編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17965 音響入門誌. vol 2, 無線擴大機篇= Knowledge & fun書世豪總編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217972 音響入門誌. vol 3, DAC &耳擴篇= Knowledge & fun書世豪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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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5074 話畫. II: 畫中有話超解讀50名畫祕辛: 希臘神話與暗夜星空奧祕x隱藏在名畫裡的百年密碼x諸神與醫學的人文藝術探索= Art promrnade. II李昆興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4508 跳Tone的廚房: 33道療癒系家味料理= Joney's home cooking崔芳華J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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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川音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聲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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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臨水文化弘道促進協會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整合醫學協會



9789865533328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清)雍正帝敕; (清)朱軾撰 2020-07-00 再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33342 讀書錄.續錄 (明)薛瑄撰 2020-07-00 三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33472 呂晚邨先生四書語錄 (清)呂留良講; (清)周在延編次 2020-07-00 再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33489 馬張合註素問靈樞 (明)張隱庵, (明)馬元台合註 2020-07-00 再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33502 說文解字義證 (清)桂馥撰 2020-07-00 再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33557 宋元明清四朝先哲言行錄 董賢化輯錄 2020-09-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33564 韻略易通; 韻略匯通 (清)李棠馥校正; (明)蘭芳編次; (明)畢拱辰更定 2020-10-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33588 易學叢書續編仲氏易; 春秋占筮書 (清)毛奇齡撰 2020-11-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33618 國學研究會演講錄 章太炎等講 2020-1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33625 周易義海撮要 (宋)李衡撰 2020-12-00 再版 精裝

9789865533632 詞選 (清)張惠言錄; (清)董子遠續錄 2020-12-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33649 張皋文手寫墨子經說解 (清)張惠言撰 2020-12-00 再版 精裝

9789865533656 詞選箋註 續詞選箋註 (清)張惠言, (清)董子遠選; 姜亮夫箋註 2020-1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33687 皇極經世鈐 (宋)祝泌撰 2020-12-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33700 濳夫論 明夷待訪錄 (漢)王符, (清)黃宗羲撰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5533717 龍門子凝道記 (明)宋濂撰 2020-12-00 再版 精裝

9789865533731 御篡性理精義 (清)聖祖纂; 李光地等編校 2020-12-00 再版 精裝

9789865533748 橫渠易說 (宋)張載撰 2020-12-00 三版 精裝

9789865533755 西湖佳話十八景圖說 (清)墨浪子撰 2020-12-00 再版 平裝

9789865533762 左傳事緯 馬驌撰; 廣文編譯所校補 2020-12-00 三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533779 學易記 (元)李簡撰 2020-12-00 再版 精裝 全套

9789865533786 道國元公濂溪周夫子志 (清)吳大鎔纂修 2020-12-00 再版 精裝

9789865533816 中說; 太公家教殘存 (隋)王通撰; (宋)阮逸注; (清)王國維記 2020-12-00 再版 精裝

9789865533830 思問錄內篇; 思問錄外篇; 黃書 (清)王夫之撰 2020-12-00 再版 精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10208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一冊, 且坐.喫茶 徐國璽作 2016-04-00 精裝

9789869310215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二冊, 喫茶.美學 徐國璽作 2016-04-00 精裝

9789869310222 喫茶.大事: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三冊 徐國璽作 2016-07-00 精裝

9789869310239 且坐.書香: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四冊 徐國璽作 2016-08-00 精裝

9789869310246 大地瓔珞: 古典二十四節氣 李麗淑編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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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190442 今古文之爭與公羊學復興 馬康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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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1265 GAMEBOY終極聖經= ケー゙ムホー゙イコンフリ゚ートカイ゙ド復古遊戲愛好會編; 凃丞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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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3671 操弄第一印象的說話引導術 岸正龍著; 金桃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3688 當代財經大師的選股邏輯課: 5招頂尖投資機構不外傳的關鍵選股技術約書亞.培爾(Joshua Pearl), 約書亞.羅森巴姆(Joshua Rosenbaum)著; 劉奕吟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3695 說話致富: 27個讓金錢與人氣聚集在身邊,價值一億元的溝通技巧= うまくいく人がやっている 1億円会話術岡崎勉明著; 林信帆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0313 零股獲利術: 用3萬元當700家股東,3年賺100% 張琨琳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0337 麥肯錫主管意見回饋術: 一流顧問都在用的精準傳達技巧,避免誤解、幫助團隊快速調整工作狀態,還能留住人才!服部周作著; 李彥樺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47914 身體喜歡這樣工作: 日本醫學權威日日實踐的身體使用祕訣,讓你從此不瞎忙、不加班、不倦怠,提升工作效率!小林弘幸著; 李友君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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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36313 日本聖地之旅: 跟著達人玩不一樣的日本 廖小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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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7974 不朽與純情: 王運如詩選集 王運如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數位原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德之齋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養正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911805 樂活與情緒管理 陳莉玲編纂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911829 ODF軟體應用基礎 劉千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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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2848 德檢必考動詞變化355 林佳慧, Kevin Chiang, 樂思編譯組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82855 JYC幸福祕密圖卡: 啟動自癒能量連結,找回讓自己變幸福的能力JYC作; Henry Chiu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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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8212 一起插花吧!從零開始,有系統地學習花藝設計陳淑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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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8198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革命家與他們的產地=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著; 黃中憲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0625301 獨裁者的廚師= JAK NAKARMIĆ DYKTATORA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著; 葉祉君譯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318 給所有人的社會學史講義: 跟隨大澤真幸一起建立當代必備的社會學素養大澤真幸著; 顏雪雪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332 半蝕 韓麗珠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25387 半蝕 韓麗珠著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0625370 貿易的取捨: 邁向更好的全球化,我們如何重塑世界經濟新秩序?= 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著; 許瑞宋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1812 成為西蒙波娃 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作; 張葳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51843 重回大地: 薩爾加多的凝視= De ma terre à la terre賽巴斯蒂昂.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口述; 伊莎貝爾.馮克(Isabelle Francq)採訪整理; 陳綺文譯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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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1809 主題式英文閱讀熟記4500單字: 克漏字&翻譯練習. A冊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策劃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1816 主題式英文閱讀熟記4500單字: 克漏字&翻譯練習. B冊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策劃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1823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 Vocabulary 2000-4500. A賴素如, Tim Heebner, Ian Crews聯合編著 2017-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31830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 Vocabulary 2000-4500. B賴素如, Tim Heebner, Ian Crews聯合編著 2017-03-00 初版 其他

9789869931847 標竿國中英語翻譯句型 賴素如策劃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1854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 Vocabulary 2000. A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編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9931861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 Vocabulary 2000. B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編著 2020-11-00 其他

9789869931878 標竿國中英語: 文法寶典. 4= Mastering grammar for junior high school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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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4808 詼諧幽默的古今寓言小故事 李屹之編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38507 妙趣橫生的詩詞小故事 李屹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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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2486 從田野出發: 歷史視角下的臺灣戲曲= Building on fieldwork: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traditional theatre林鶴宜著 2020-09-00 再版 平裝

9789869943031 <>點校. 十(五五-六0卷) 林燊祿點校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048 <>點校. 十一(六一-六六卷) 林燊祿點校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43062 台灣社會心態的微觀研究: 以黃繼圖日記手稿為中心(一九六0年代)曾士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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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4558 BBC十萬年人類史= A history of the world 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著; 邢科, 汪輝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64510 被發明的昨日: 人類五萬年歷史的衝突與連結= The invention of yesterday: a 50.000-year history of human culture,conflict,and connection塔米.安薩里(Tamim Ansary)著; 廖素珊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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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標竿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衛城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思文化國際



9789869509862 續部總建立廣論 法王克主格勒貝桑造論; 丹增卓津譯註 2021-06-00 平裝

9789869509879 了義大手印願文釋.最勝成就言教 第三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朗仲多造頌; 第八世大司徒丹貝寧傑造譯; 丹增卓津漢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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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5314 南禪 唐酒卿 2021-02-00 初版 精裝 上冊

9789869985321 南禪 唐酒卿 2021-02-00 初版 精裝 下冊

9789869985345 不渝 孫黯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5352 洪流= Flood current 娜可露露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5369 當年鐵甲動帝王 步簾衣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9985376 當年鐵甲動帝王 步簾衣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985383 當年鐵甲動帝王 步簾衣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0630404 傀儡妖 妲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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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9611 詹姆士快手菜 鄭堅克著 2020-07-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899628 在家工作 徐豫(Anita 御姊愛)著 2020-08-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899635 酒徒之書: 喝懂、喝對!威士忌老饕的敢言筆記邱德夫著 2020-09-00 第一版 平裝

9789869899642 新版威士忌學 邱德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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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9615 朗朗學英語: 會話. 第一集 邱增榮作 2021-05-00 修訂初版 其他

9789869619622 朗朗學英語: 字彙. 第二集 邱增榮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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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67538 幻化零件/ 謝秉諺= Transforming Parts/Bing-Yan HSIEH謝秉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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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4281 鹽鄉與他們的世紀: 鹽分地帶歷史名人誌 謝玲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298 溪說臺南: 曾文溪的地景與人文 楊宏裕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304 從釘子到鐵剪刀: 臺南壁鎖300年的華麗轉身 李志祥, 許淑娟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04311 驚濤戰府城: 海賊王蔡牽在臺南 吳建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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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86612 貝多芬Beethoven: 從手稿、訂正版、第一版本到Urtext版本之間的比較= Comparisons among the collections of autographs,corrected copies,the first edition,and Urtext edition鄭啟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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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7878 樹人學報. 第十七期= Journal of Shu Zen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Management vol.17,July 2020黃世疇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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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036171 小象散步 中野弘隆作繪; 林真美譯 2020-07-00 第二版 精裝

9789575036188 小象的風中散步 中野弘隆作繪; 林真美譯 2020-07-00 第二版 精裝

9789575036195 睡覺囉! 陶樂蒂作繪 2020-11-00 第二版 精裝

9789575036317 沒關係,沒關係 伊東寬文.圖; 黃雅妮譯 2020-08-00 第二版 精裝

9789575037062 君偉上小學. 特別篇: 君偉的誤會報告 王淑芬作; 賴馬圖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8540 貓熊值日生 一日貓熊 大塚健太文; 日下美奈子圖; 劉握瑜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455 夜間限定貓熊秀 大塚健太文; 日下美奈子圖; 劉握瑜譯 2021-04-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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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9789575039554 王文華的學習妙錦囊: 把學校變好玩的21堂心靈課王文華著 2021-01-00 其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鴻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億學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墨扉



9789575039592 3個問號偵探團. 5,海盜的墓穴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4-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9608 3個問號偵探團. 6, 謎宮帝國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4-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9615 3個問號偵探團. 7, 恐龍大復活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4-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9622 3個問號偵探團. 8, 幽魂陷阱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4-00 第二版 平裝

9789575039639 最有梗的元素教室: 週期表君與他的元素小夥伴上谷夫婦作.繪; 李沛栩譯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660 養心. 1, 消失的生死玦 陳郁如文 2021-03-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691 神奇柑仔店. 9, 為你消除痠痛地藏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707 神奇柑仔店. 10, 順風耳軟糖的報應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721 馴字師捉妖去 林世仁作; 吳雅怡繪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738 怪傑佐羅力之打敗噴火龍. 2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745 怪傑佐羅力機器人救災大作戰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752 機器男孩 帕德拉格.肯尼(Pádraig Kenny)著; 王心瑩譯 2021-04-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776 怕浪費奶奶 真珠真理子文.圖; 詹慕如譯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783 怕浪費奶奶的生活寶典 真珠真理子文.圖; 詹慕如譯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790 怕浪費奶奶開動了 真珠真理子文.圖; 詹慕如譯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806 怕浪費奶奶的河川散步 真珠真理子文.圖; 詹慕如譯 2021-05-00 第一版 精裝

9789575039844 超科少年. 7: 特斯拉 好面, 友善文創漫畫; 胡佳伶文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851 超科少年. 8: 愛達 好面, 友善文創漫畫; 胡佳伶文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9575039929 英雄小野狼: 字的形音義 林世仁文; 章毓倩圖 2021-06-00 第三版 平裝

9789575039936 字的化學變化: 信精靈 林世仁文; 鄭淑芬, 呂淑恂圖 2021-06-00 第三版 平裝

9789575039943 怪博士的神奇照相機: 字的排隊遊戲 哲也文; 許文綺圖 2021-06-00 第三版 平裝

9789575039950 巴巴國王變變變: 字的主題樂園 林世仁文; 楊麗玲, 鄭淑芬, 黃文玉圖 2021-06-00 第三版 平裝

9789575039967 文字動物園: 十二聲笑 哲也文; 呂淑恂, 吳司璿圖 2021-06-00 第三版 平裝

9789575039974 福爾摩斯新探案: 文字植物園 林世仁文; 卓昆峰, Mr. B, PiPi圖 2021-06-00 第三版 平裝

9789575039981 小巫婆的心情夾心糖: 字的心情 哲也文; 黃純玲, PiPi, 林家蓁, 郭敏祥圖 2021-06-00 第三版 平裝

9786263050013 內在小孩 亨利.布雷克蕭(Henry Blackshaw)文.圖; 海狗房東譯2021-06-00 第一版 精裝

9786263050020 晨讀10分鐘: 未來世界我改變 林倖妃, 徐重仁, 蔡佩烜等作; 藍偉瑩選編 2021-05-00 第一版 平裝

9786263050037 晨讀10分鐘: 未來媒體我看見 黃哲斌著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6263050068 3個問號偵探團. 9, 鼴鼠任務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6-00 第二版 平裝

9786263050075 3個問號偵探團. 10, 外星疑雲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6-00 第二版 平裝

9786263050082 3個問號偵探團. 11, 幽靈船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6-00 第二版 平裝

9786263050112 停下來,想想看!: 黃彥鈞給孩子的情緒控制繪本黃彥鈞文; 許匡匡圖 2021-06-00 第一版 精裝

9786263050150 無所不在: 20則性暴力受害者的圖像故事 瑪麗亞.斯托安(Maria Stoian)文.圖; 陳信宏譯 2021-06-00 第一版 平裝

9786263050167 3個問號偵探團. 12, 魔法師的陰謀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2021-06-00 第二版 平裝

9786263050242 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 1, 神祕山有鬼? 顏志豪文; 水腦圖 2021-07-00 第一版 平裝

9786263050259 小艾的科學筆記. 1, 夏日篇: 消失的藍莓 凱蒂.柯本斯(Katie Coppens)文; 荷莉.哈塔姆(Holly Hatam)圖; 劉握瑜譯2021-07-00 第一版 平裝

9786263050266 小艾的科學筆記. 2, 秋日篇: 葉子為什麼會變色?凱蒂.柯本斯(Katie Coppens)文; 荷莉.哈塔姆(Holly Hatam)圖; 劉握瑜譯2021-07-00 第一版 平裝

9786263050273 魔法十年屋. 1, 想不想試試時間的魔法? 廣嶋玲子文; 佐竹美保圖; 王蘊潔譯 2021-07-00 第一版 平裝

9786263050280 魔法十年屋. 2, 我把時間送給你 廣嶋玲子文; 佐竹美保圖; 王蘊潔譯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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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0975 忍者兔小學英單全方位學習卡片書 李佩華, 親子學研教學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10982 MIND MAP邏輯迷宮英語單字心智圖學習書 許雅雯, 親子學研教學部著; 楊雨杰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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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92616 辰巳芳子的日式湯品食譜: 生命與味覺之湯 = 辰巳芳子 スープの手ほどき 和の部辰巳芳子著; 陳心慧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23 辰巳芳子的西式湯品食譜: 生命與味覺之湯 = 辰巳芳子 スープの手ほどき 洋の部辰巳芳子著; 陳心慧譯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30 奶茶風味學 邱震忠, 韓奕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654 一個人的小鍋料理(暢銷紀念版) 小田真規子著; 林美琪譯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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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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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92692 向時尚品牌學風格行銷: 風格決定你是誰: 不出賣靈魂的27堂品牌行銷課= Style marketing 27吳世家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715 席捲全球!從零學做美味綠拿鐵: 一看就懂的66道黃金比例配方,改善氣色、維持體態、增強免疫一次到位,輕鬆喝出健康與美麗= Green smoothies斐恩.格林(Fern Green)著; 林雅芬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739 光.設計: 光和色彩的視覺藝術設計應用全書= Light for visual artists理查.亞特(Ricard Yot)著; 李弘善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92746 侍酒師的餐酒搭配練習課= Mon cours d'aaccords mets & vins法比佐.普瑟拉(Fabrizio Bucella)作; 社團法人台灣侍酒師協會譯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814 生命不可過濾: 葡萄酒的返本之路 林裕森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852 咖啡烘豆All in One: 買豆、挑豆、烘豆、沖泡,創造屬於我的咖啡風味藍.布勞特(Len Brault)作; 魏嘉儀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883 設計師日語.英語實用句型1500: 從個人簡介、提案報價到簽約請款,業界用字與句型範例隨選即用,海外接案無障礙!= クリエイターのためのやさしい英語＆英語パターン1500BNN編輯部著; 張成慧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890 雞胸肉: 雞柳、雞塊、雞丁、雞肉片、雞絞肉及雞皮的運用料理宜手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5

親子學研文化



9789864592913 抗病毒精油芳療指南: 外科醫生與自然醫學專家對抗感染的天然解方= Huiles essentielles antivirales: la solution naturelle pour lutter contre les infections尚皮耶.威廉(Jean-Pierre Willem)著; 劉永智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92975 圖解植物系高蛋白能量食譜: 看圖備料美味速成,66種取代肉類,高纖、營養、抗氧化的均衡蔬食提案= La Bible des protéines vertes斐恩.格林(Fern Green)著; 林雅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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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23160 世界美食地圖 智慧鳥編.繪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864523870 圳溝邊上媠的風景 賴玉絲作; 何素娟, 陳則名, 陳則向繪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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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6842 大四女生: 中國90後的戀情絮語 朱曉軍, 蘭晴晴主編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36859 與蜜蜂共舞: 安奎的蜜蜂手札= Dancing with honey bees安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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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05353 Learn KK with phonics. book 2 Peter Lai[作] 2020-09-00 1st ed. 平裝

9789865605360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2 Peter Lai[作] 2020-09-00 1st ed. 平裝

9789865605377 Abc for you and me editorial director Karen Huang 2021-0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605384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3 Peter Lai[作]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605391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4 Peter Lai[作]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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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8401 小擦擦不見了? 石廷宇文; 王苡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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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0713 高中選修物理. I 劉家齊, 林靖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9900720 高中選修化學. I 盧澔, 黃鴻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00737 高中必修地理. 3 謝承勳等作; 鍾秀華總編輯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00744 高中必修歷史. 3 林辰, 周泰作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0751 高中選修生物. I 殷琴, 亦潔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00768 贏戰素養閱讀: 高中英文閱讀養成必備 Ignace Feng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00775 國中二年級. 1, 自然 盧澔, 陳鎮州, 林冠宏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00782 國小精英: 英語閱讀超Easy Mary Chen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9900799 國小精英: 國語練功超EASY 詹芸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9961509 國小精英: 數學得分超EASY六年級. 1 郭淘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9961516 國小精英: 數學得分超EASY六年級. 2 小桃作 2020-10-00 平裝

9789869961523 國小精英: 國語練功超Easy 精練祕笈 詹芸, 名師學院編輯團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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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0007 諾米作品集: 貓老闆の路邊攤 陳于峰Nuo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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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1071 今昔百鬼拾遺: 河童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81088 姑獲鳥之夏 京極夏彥著; 林哲逸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981095 瓢蟲 伊坂幸太郎著; 王華懋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80001 丈夫的骨頭 矢樹純著; 王華懋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0018 傳達愛意,就照左側內容執行: 六個關於家的恐怖故事澤村伊智著; 徐欣怡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0032 詭計 哈康.納賽著; 葉百心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0049 醫院坡上吊之家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580056 醫院坡上吊之家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580131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80148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80155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諾米插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學好好學人文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螢火蟲



9789865580162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5580179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5580216 弒子村 木原音瀨著; 徐欣怡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0223 黑武御神火御殿: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 六之續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0247 落櫻繽紛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2021-05-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80292 今昔百鬼拾遺: 天狗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580322 超越時間之影 H.P.洛夫克拉夫特作; 田邊剛畫; 李彥樺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5580339 超越時間之影 H.P.洛夫克拉夫特作; 田邊剛畫; 李彥樺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5580384 魍魎之匣 京極夏彥著; 林哲逸譯 2021-06-00 二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580391 魍魎之匣 京極夏彥著; 林哲逸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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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9626 再沒有如果 夏安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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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9540 幾何之森: 吳寬瀛個展 吳寬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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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7603 恩典= Grace 娜塔莎.迪恩(Natashia Deón)作; 王冠中翻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7610 精品咖啡不浪漫 : 在台灣經營咖啡館的真實漫談朱明德, 周正中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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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31339 國文. 第四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 王靖芬等編輯委員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346 英文B版.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劉宜君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353 英文. 第四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 陳純音編著 2020-10-00 平裝

9789863331377 國文.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盧姿吟等編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407 選修公民與社會. I(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李酉潭主編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414 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黃業建等編輯委員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421 選修化學.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蘇捷魁等編輯委員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43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4B 游森棚等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44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4A 游森棚等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45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趙大衛等編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46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聲音姚珩等編輯 202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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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3162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數學. 3A(教師用)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36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數學. 3A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43 高中無敵講義.數學. 3B(教師用) 何俊明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50 高中無敵講義.數學. 3B 何俊明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67 贏家單字2000趴趴GO 黃芯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74 贏家單字2000活用練習(教師用) Perlina Tseng, 古琪薇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681 贏家單字2000活用練習 Perlina Tseng, 古琪薇編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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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31742 贏家科普與人文閱讀題組(教師用) 陳冠宏, 吳美珠, 郭春輝, 官曉君, 鄭典, 張聿日, 何錫鏗, 黃萱, 適雲, 莊安安, 吳錫鴻, 鄭川維合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59 贏家科普與人文閱讀題組 陳冠宏, 吳美珠, 郭春輝, 官曉君, 鄭典, 張聿日, 何錫鏗, 黃萱, 適雲, 莊安安, 吳錫鴻, 鄭川維合編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6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黃業建, 廖靜宜, 王瓊蘭, 蘇捷魁, 吳秋月編輯委員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7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蘇捷魁, 黃業建, 吳秋月, 廖靜宜, 王瓊蘭編輯委員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80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數學A. 1-4冊 趙士宏, 黃哲男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797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數學A. 1-4冊(教師用) 趙士宏, 黃哲男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803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數學B. 1-4冊 趙士宏, 黃哲男編著 2021-03-00 初版 0

9789863331810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數學B. 1-4冊(教師用) 趙士宏, 黃哲男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82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文 王靖芬, 李榮哲, 林皇德, 林麗雲, 卓翠鑾, 涂釋仁, 徐孟芳, 徐秋玲, 陳智弘, 陳嘉英, 黃大倬編輯委員2021-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331841 贏家想讀。享讀 林皇德, 陳春妙, 歐陽立中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85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董光中, 楊奕玲編輯委員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橙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1

靜宜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9789863331865 大滿貫複習講義: 自然(生物)(教師用). 1-2冊 邱建邦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872 大滿貫複習講義: 自然(生物). 1-2冊 邱建邦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940 贏家悅讀大哥大. 2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957 贏家悅讀大哥大(教師用). 2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964 贏家悅讀大哥大(教師用). 1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971 贏家悅讀大哥大. 1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988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教師用). 語文常識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1995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 語文常識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077 贏家語文大哥大(教師用)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084 贏家語文大哥大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091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教師用). 文化鑑賞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07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 文化鑑賞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99 贏家聽力i練習(教師用). Level 3= Listening focus余佩真, 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14 贏家悅讀大哥大plus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21 贏家英語文選精讀(教師用)= Enjoy reading 柯亞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38 贏家英語文選精讀= Enjoy reading 柯亞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45 贏家中學生常用成語測驗題本 宋裕, 林瑞景, 林美宏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52 贏家單字2000熟背A-Z 楊勝雄, 楊凌竹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69 贏家1200單字口袋書 黃芯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76 贏家中學生常用成語1200則 宋裕, 左秀靈, 林瑞景, 林美宏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83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應用篇(教師用) 高宇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190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應用篇 高宇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06 贏家聽力i練習(教師用). Level 4= Listening focus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13 贏家聽力i練習. Level 4= Listening focus 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20 贏家閱讀有策略(教師用) 郭易審訂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37 贏家閱讀有策略 郭易審訂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44 閱讀策略有地圖. 九 郭易審訂; 曾復祺修訂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51 贏家聽力i練習(教師用). Level 1= Listening focus盛玉芬, 鄭雁方, 陳翎菲, 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68 贏家聽力i練習. Level 1= Listening focus 盛玉芬, 鄭雁方, 陳翎菲, 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75 贏家聽力i練習(教師用). Level 2= Listening focusFindy Sheng, 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282 贏家聽力i練習. Level 2= Listening focus Findy Sheng, 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305 贏家聽力i練習. Level 3= Listening focus 余佩真, Jenny L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312 先修尋寶GO!ㄅㄆㄇ讀本 吳佐晰作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329 先修尋寶GO!ㄅㄆㄇ閱讀本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幼教領域編輯群編著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336 先修尋寶GO!數學讀本 張恩榕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343 先修尋寶GO!生活讀本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幼教領域編輯群編著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398 贏家文言文即時通 郭易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398 贏家文言文即時通 郭易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04 贏家文言文即時通(教師用) 郭易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11 贏家日日讀成語(教師用) 呂秀珠, 陳榮德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28 贏家日日讀成語 呂秀珠, 陳榮德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35 閱讀新試: 文白閱讀120 易理玉, 盧姿吟, 朱碧霞, 吳明麟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42 贏家克漏字閱讀理解(教師用) Annie Chan, June Lee, Joyce Chang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59 贏家克漏字閱讀理解 Annie Chan, June Lee, Joyce Chang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66 贏家英語長文讀解fun輕鬆(教師用) 鍾震亞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73 贏家英語長文讀解fun輕鬆 鍾震亞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80 贏家Grammar Express for Junior: 文法特快車(教師用)柯亞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497 贏家Grammar Express for Junior: 文法特快車 柯亞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03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生活篇(教師用) 高宇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10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生活篇 高宇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27 贏家英語情境式閱讀(教師用) 楊洋, 常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34 贏家英語情境式閱讀 楊洋, 常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41 贏家唐詩讀家新賞(教師用) 王英龍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58 贏家唐詩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65 贏家論孟讀家新賞(教師用) 王英龍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72 贏家論孟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89 贏家中學生i閱讀 王崇憲, 艾月, 吳美珠, 張儷瀞, 陳冠宏, 陳榮德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596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數學A. 1-4冊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02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數學B. 1-4冊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19 贏家國文閱讀題組300篇(教師用) 吳錫鴻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26 贏家國文閱讀題組300篇 吳錫鴻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57 日日讀形音義(教師用) 適雲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64 日日讀形音義 適雲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71 贏家日日讀名言佳句(教師用) 丁群靄, 陳榮德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88 贏家日日讀名言佳句 丁群靄, 陳榮德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695 贏家1小時學會KK音標 余佩真編著 2021-04-00 初版 其他

9789863332701 大滿貫國中英語先修輕鬆學(教師用) 鄭雁方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18 大滿貫國中英語先修輕鬆學 鄭雁方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25 新無敵常用成語典 許晉彰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32 贏家文意大哥大(教師用)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49 贏家文意大哥大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56 贏家詩詞曲讀家新賞(教師用) 王英龍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63 贏家詩詞曲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70 贏家國文新秀閱讀題組(教師用) 陳冠宏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787 贏家國文新秀閱讀題組 陳冠宏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879 文學史跨界新閱讀 陳儀青, 張英聲, 黃立玉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886 素養閱讀10分鐘 劉姿吟, 楊棣娟, 莊媚怡, 張珮娟, 陳卓欣, 林韋婷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30 跳跳蛙先修: 生活 陳露比編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54 跳跳蛙先修ㄅㄆㄇ: 閱讀本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幼教領域編輯群編著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61 跳跳蛙先修ㄅㄆㄇ: 讀本 安馨作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78 魔法先修ㄅㄆㄇ 安馨編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85 魔法先修ㄅㄆㄇ: 閱讀本 安馨, 陳露比編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2992 魔法先修數學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05 魔法先修生活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29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2冊(教師用) 顏德琮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36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2冊 顏德琮編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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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33081 學測週計畫.化學 林志鴻, 吳民惠, 彭愷恩, 林怡慶, 李明勳, 李納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098 大滿貫國中數學先修輕鬆學(教師用) 莊豐兆編修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104 大滿貫國中數學先修輕鬆學 莊豐兆編修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111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地理. 1-3冊 周莉螢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128 灶神過新年 吳佐晰文; 陳虹伃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33135 快樂熊ㄅㄆㄇ讀本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3142 快樂熊ㄅㄆㄇ讀本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3159 大滿貫升國中智力.性向測驗 林秀春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173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學習版) 田泱泱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180 快樂熊ㄅㄆㄇ讀本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3197 快樂熊ㄅㄆㄇ讀本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3203 快樂熊ㄅㄆㄇ讀本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333210 快樂熊ㄅㄆㄇ讀本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3333227 快樂熊ㄅㄆㄇ結合韻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3234 快樂熊ㄅㄆㄇ結合韻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3241 最棒的生日禮物 花小瓜文; 王書曼圖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3333258 新大滿貫國文總複習 張英聲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265 升私中、資優班數學模擬試題 王哲, 林妘蓁, 簡辰全等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289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生物 武林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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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33302 品格主題書: 自信: 烏拉的選美會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19 大滿貫英語文法總匯(教師用)= English grammar楊生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26 暑假數學研習營. 升小1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33 暑假數學研習營. 1升2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40 暑假數學研習營. 2升3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57 暑假數學研習營. 3升4 趙千惠,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64 暑假數學研習營. 4升5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71 暑假數學研習營. 5升6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88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395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快樂版) 盧小比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01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學習版) 伊丸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18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成長版) 張恩榕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25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快樂版) 張晞晞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32 國民中學新生入學教材(教師用書)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49 國民中學新生入學教材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70 大滿貫勝戰模擬題本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87 閱讀策略有地圖(教師用). 七 郭易審訂; 曾復祺修訂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494 閱讀策略有地圖. 七 郭易審訂; 曾復祺修訂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00 升私中.資優班自然入學攻略 白禕寧, 沐風, 林啟祥, 吳怡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17 升私中.資優班入學攻略(教師用). 數學 王哲, 黃正雄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24 升私中.資優班入學攻略. 數學 王哲, 黃正雄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31 超紙馬戲團遊戲書(學習版) 盧小比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48 超紙馬戲團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55 超紙馬戲團遊戲書(快樂版) 馥玉編著 2019-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62 真希望快點長大遊戲書(學習版) 賽特小姐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79 真希望快點長大遊戲書(成長版) 張恩榕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86 真希望快點長大遊戲書(快樂版) 陳晶晶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593 利達王子的點心時間遊戲書(學習版) 伊丸子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09 利達王子的點心時間遊戲書(成長版) 張恩榕編著 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16 利達王子的點心時間遊戲書(快樂版)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幼教領域編輯群編著2020-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23 紅蘿蔔的煩惱遊戲書(學習版) 張恩榕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30 紅蘿蔔的煩惱遊戲書(成長版) 伊丸子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54 我是第一名遊戲書(學習版) 盧小比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61 我是第一名遊戲書(成長版) 瞌睡貓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78 我是第一名遊戲書(快樂版) 陳晶晶編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85 一起去比賽遊戲書(學習版) 陳晶晶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692 一起去比賽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08 一起去比賽遊戲書(快樂版) 盧小比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15 大樹眨眼睛遊戲書(學習版) 伊丸子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22 大樹眨眼睛遊戲書(成長版) 蕭宇芳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39 大樹眨眼睛遊戲書(快樂版) 伊丸子編著 2017-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46 黑精靈與白精靈遊戲書(學習版) 伊丸子編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53 黑精靈與白精靈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60 黑精靈與白精靈遊戲書(快樂版) 蕭宇芳編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77 水晶宮主人遊戲書(學習版) 盧小比編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84 水晶宮主人遊戲書(成長版) 吳佐晰編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791 水晶宮主人遊戲書(快樂版) 馥玉編著 2018-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07 食物特派員遊戲書(學習版) 花球姨編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14 食物特派員遊戲書(成長版) 伊丸子編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21 食物特派員遊戲書(快樂版) 花球姨編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38 我家多多遊戲書(學習版) 盧小比編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52 我家多多遊戲書(快樂版) 盧小比編著 2017-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69 數學妙妙屋. A1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76 升國中新生入學測驗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83 暑假國數大滿貫. 1升2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890 暑假國數大滿貫. 2升3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06 暑假國數大滿貫. 3升4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13 暑假國數大滿貫. 4升5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20 暑假國數大滿貫. 5升6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44 我是便利商店遊戲書(學習版) 秋葵醬油編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51 大滿貫複習講義國文(教師用). 1-2冊 陳琳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68 大滿貫複習講義國文. 1-2冊 陳琳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75 我是便利商店遊戲書(成長版) 蕭宇芳編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3982 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數學 黃天賜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3999 我是便利商店遊戲書(快樂版) 馥玉編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02 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數學. 3A 黃天賜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19 尋找寶水球遊戲書(學習版) 蕭宇芳編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26 大滿貫英語文法總匯= English grammar 楊生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33 尋找寶水球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40 尋找寶水球遊戲書(快樂版) 偷睡貓編著 2018-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57 怪獸想搬家遊戲書(學習版) 起司茄子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64 怪獸想搬家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71 怪獸想搬家遊戲書(快樂版) 蕭宇芳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095 不一樣的圖書館遊戲書(成長版) 田泱泱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01 不一樣的圖書館遊戲書(快樂版) 馥玉編著 2019-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18 小梨子來了遊戲書(學習版) 伊丸子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25 小梨子來了遊戲書(成長版) 張恩榕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32 小梨子來了遊戲書(快樂版) 田秧秧編著 2019-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49 翰將複習講義.數學A1-4冊 高孟鍬, 陳妙澐, 馮駿林, 林逸南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3334156 Around the world in 80 topics Pamela Hung, Angus James Bain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70 學測歷屆試題.數學. 104-110年 李宜展, 洪榮良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87 學測歷屆試題.社會考科. 104-110年 廖翠雰, 郭子儀, 陳秀珍, 陳蓉, 林菲, 周岳虹, 郭怡伶, 洪琪涵, 何宇龍, 劉欣, 汪栢年, 張庭堃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194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公民與社會 徐千惠, 張子言, 李文正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00 英文翻譯與寫作講義 鄭翔嬬, 王靖賢, 王郁惠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17 國文統測複習精戰20週 陳晉, 吳艾, 王晉修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24 橘子複習講義. 理化(教師用). 3-4冊 沐風, 蘇志文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31 橘子複習講義. 理化. 3-4冊 沐風, 蘇志文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48 升私中、資優班國語模擬試題 許展榮, 莊明元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55 國文大衝刺 陳修齊, 黃沛縈, 張硯涵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62 學測週計畫.生物 簡靖晟, 楊基仲, 朱芳琳, 吳家進, 蔡任圃, 郭人仲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79 學測歷屆試題.自然考科. 104-110年 吳隆枝, 黃建彰, 李咲, 許翠珍, 張立, 張智超, 游珮均, 郭人仲, 簡靖晟, 李岱芬, 蕭榛嫈, 許瑋琇, 翁雪琴審訂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86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地球科學 藍秀茹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293 閱讀策略有地圖(教師用). 八 郭易審訂; 曾復祺修訂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309 閱讀策略有地圖. 八 郭易審訂; 曾復祺修訂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316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許玉蘭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4323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許玉蘭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4330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4347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4354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4361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4378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4385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4392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4408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4415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4422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4439 形音義小達人. 基礎篇 林煥清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446 形音義小達人. 第1輯 林煥清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453 形音義小達人. 第2輯 林煥清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460 形音義小達人. 第3輯 林煥清, 呂芊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477 形音義小達人. 第4輯 林煥清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484 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 1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491 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 2年級 胡婉君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07 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14 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 4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21 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 5年級 林鳳儀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38 國小數學計算小達人. 6年級 林鳳儀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45 升私中.資優班入學攻略(教師用). 國語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52 升私中.資優班入學攻略. 國語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69 升私中.資優班社會入學攻略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76 學測歷屆試題.英文. 104-110年 劉家宏, 李俊文, 黃淑凰, 潘怡卉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83 語文小達人. 3年級 顏怡欣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590 語文小達人. 4年級 顏怡欣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606 語文小達人. 5年級 翁麗雅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613 語文小達人. 6年級 翁麗雅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620 國小作文小博士. 3上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 陳彗如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637 國小作文小博士. 4上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 陳彗如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644 國小作文小博士. 5上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651 國小作文小博士. 6上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668 成語小達人. 低年級 顏怡欣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4675 成語小達人. 低年級 顏怡欣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4682 成語小達人. 中年級 陳惠芬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4699 成語小達人. 中年級 陳惠芬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4705 成語小達人. 中年級 葉姿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4712 成語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4729 成語小達人. 高年級 黃惠美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4736 成語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4743 成語小達人. 高年級 莊明元, 黃惠美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4750 成語小達人. 高年級 莊明元, 黃惠美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4767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1升2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774 魔法假期暑一暑. 1升2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781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2升3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804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3升4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811 魔法假期暑一暑. 3升4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828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4升5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842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5升6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859 魔法假期暑一暑. 5升6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866 英文閱讀力100= 100 Master your reading Pamela Hung, Angus James Bain, Fu-Shi Lu, Jia-Lin Wu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897 暑假國語研習營. 升小1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03 暑假國語研習營. 1升2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10 暑假國語研習營. 2升3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27 暑假國語研習營. 3升4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34 暑假國語研習營. 4升5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41 暑假國語研習營. 5升6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58 升私中.資優班入學攻略(教師用). 英語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65 升私中.資優班入學攻略. 英語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4972 國小閱讀智慧王. 低年級 賴榮興, 許玉蘭, 陳惠芬, 王嘉蜜, 沈珍貝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4996 國小閱讀智慧王. 低年級 賴榮興, 許玉蘭, 陳惠芬, 王嘉蜜, 沈珍貝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4989 國小閱讀智慧王. 低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009 國小閱讀智慧王. 低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5016 國小閱讀智慧王. 中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023 國小閱讀智慧王. 中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030 國小閱讀智慧王. 中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5047 國小閱讀智慧王. 中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5054 國小閱讀智慧王. 高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061 國小閱讀智慧王. 高年級 賴榮興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078 學測週計畫.公民與社會 郭怡伶, 呂仁傑, 何宇龍, 林起孝, 高慧如, 張子言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085 學測週計畫.地理 吳政霖, 莊婉瑩, 張偉, 張淑惠, 林菲, 陳加奇, 甘丹, 莊宗達, 彭佳偉, 菌搖, 昱良, 李明碩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092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公民與社會. 1-3冊 金明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108 英文四合一閱讀題組100= 100 Conquering passages鍾震亞, 周彩蓉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115 大滿貫複習講義英語(教師用). 1-2冊 蔡佳禎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122 大滿貫複習講義英語. 1-2冊 蔡佳禎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139 大滿貫英語聽力特會考(教師用) 陳于倩編修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3335146 大滿貫英語聽力特會考 陳于倩編修 2021-05-00 初版 其他

9789863335153 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教師用). level 3= Reading with joy蔡佳禎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160 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 level 3= Reading with joy 蔡佳禎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177 學測週計畫.物理 郭芳旗, 張仁壽, 張雅屏, 曾博淵, 陳俊榮, 楊憲忠, 賴彥良, 許程迪, 李聖尉, 趙臨軒, 楊雅玲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184 高中國文課堂裡的閱讀及思辨 黃琇苓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5191 高中國文隨身讀 宋裕, 王靖芬, 石德華, 李榮哲, 林皇德, 林麗雲, 卓翠鑾, 涂釋仁, 徐孟芳, 徐秋玲, 陳智弘, 陳嘉英, 黃大倬編著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5214 學測週計畫.英文 方毓聖, 阜橙, 鄭佩綺, 許瑛珍, 許書閔, 陳怡伶, 呂香瑩, 吳佳霖, 鄭斐真, 李俊文, 李嘉恩, 陳美華, 石世鵬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221 高中數學習作甲 蘇啟寅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238 學測週計畫.數學A. 1-4冊 陳威理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269 橘子複習講義. 生物(教師用) 胡士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276 橘子複習講義. 生物 胡士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06 學測週計畫.歷史 黃錦綾, 汪栢年, 史曜菖, 陳秀珍, 徐梅花, 安後暐, 郭子儀, 劉欣, 陳蓉編著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13 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教師用). level 2= Reading with joyAnnie Chan, June Lee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20 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 level 2= Reading with joy Annie Chan, June Lee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37 新無敵自修. 數學. 5 林炎銘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44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理化(教師用). 3-4冊 潘昊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51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理化. 3-4冊 潘昊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68 學測週計畫.國文 陳文吉, 張景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75 新無敵自修. 數學. 3 曾銀福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399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3 陳震昌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405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3 陳震昌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412 國字有意思 2018-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429 國字有意思 2017-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436 哈尼熊ㄅㄆㄇ讀本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443 哈尼熊ㄅㄆㄇ讀本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450 哈尼熊ㄅㄆㄇ讀本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5467 哈尼熊ㄅㄆㄇ讀本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5474 哈尼熊ㄅㄆㄇ讀本 2017-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335481 哈尼熊ㄅㄆㄇ讀本 2017-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3335498 寶貝熊兒歌 2019-05-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3335504 寶貝熊兒歌 2019-11-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3335511 寶貝熊生活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528 寶貝熊生活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535 寶貝熊上學趣 章魚子編著 2019-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542 寶貝熊上學趣 章魚子編著 2019-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559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教師用). 3 曾芯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566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 3 曾芯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573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教師用). 3 王佳蓉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580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3 王佳蓉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03 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 1年級 胡婉君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10 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 2年級 胡婉君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27 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 3年級 胡婉君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34 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 4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41 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 5年級 林鳳儀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58 國小數學應用小達人. 6年級 林鳳儀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65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教師用). 3 蔡豐謙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72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 3 蔡豐謙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89 教學式講義國文(教師用). 3 宋裕審訂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696 教學式講義國文. 3 宋裕審訂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02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教師用). 1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19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 1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26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教師用). 2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33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 2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40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教師用).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57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64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教師用). 4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71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 4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88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教師用). 5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795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 5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801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教師用). 6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818 國小數學勝算120回. 6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825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3 陳宗樺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832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3 陳宗樺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894 新無敵自修. 國文. 3 翰林國文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900 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教師用). level 1= Reading with joyAnnie Chan, June Lee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917 贏家整合式閱讀練習. level 1= Reading with joy Annie Chan, June Lee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924 新讀力時代 楊蕙瑜, 吳慧貞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931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教師用). 3 柯晏淩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948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 3 柯晏淩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5962 小桃子長大了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5979 小桃子長大了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5986 小桃子唱兒歌 2020-05-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9789863335993 小桃子唱兒歌 2020-11-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9789863336006 小桃子的派對 小英子編著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6013 小桃子的派對 小英子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6020 歡喜來唱囡仔歌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6037 歡喜來唱囡仔歌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6044 歡喜來唱囡仔歌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6051 歡喜來唱囡仔歌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6068 歡喜來唱囡仔歌 2018-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336075 歡喜來唱囡仔歌 2018-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3336082 快樂讀唐詩 2016-05-00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6099 快樂讀唐詩 2016-11-00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6105 快樂讀唐詩 2016-05-00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6112 快樂讀唐詩 2016-11-00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6129 快樂讀唐詩 2016-05-00 平裝 第5冊

9789863336136 快樂讀唐詩 2016-11-00 平裝 第6冊

9789863336143 小魔女ㄅㄆㄇ. 1, 聲符篇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150 小魔女ㄅㄆㄇ. 2, 韻符篇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167 小魔女ㄅㄆㄇ. 4, 調號篇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174 小魔女ㄅㄆㄇ. 5, 結合韻篇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181 小魔女ㄅㄆㄇ. 6, 綜合篇 2016-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198 生活小達人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6204 生活小達人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6211 生活小達人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6228 生活小達人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6235 生活小達人 2016-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336242 生活小達人 2016-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9789863336259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1年級 陳美芳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266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1年級 陳美芳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297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03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10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4年級 黃麗寶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27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4年級 黃麗寶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34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5年級 郭昇欣, 黃麗寶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41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5年級 郭昇欣, 黃麗寶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58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6年級 黃金富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65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6年級 黃金富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396 橘子複習講義. 數學. 1-4冊 林志翰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26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國文(教師用). 1-4冊 陳靜宜, 黃信銘, 蔡雅惠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33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國文. 1-4冊 陳靜宜, 黃信銘, 蔡雅惠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40 神話探索: 希臘諸神的傳說 江福祐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57 大滿貫英語主題探索(教師用) Findy Sheng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64 大滿貫英語主題探索 Findy Sheng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71 大滿貫複習講義. 英語(教師用). 1-4冊 藍煌宇, 王秀芝, Chris Chen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88 大滿貫複習講義. 英語. 1-4冊 藍煌宇, 王秀芝, Chris Chen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495 橘子複習講義. 英語(教師用). 1-4冊 胡淑芳, Vera Lin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501 橘子複習講義. 英語. 1-4冊 胡淑芳, Vera Lin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587 大滿貫複習講義. 理化(教師用). 3-4冊 唐非凡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594 大滿貫複習講義. 理化. 3-4冊 唐非凡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00 大滿貫國文主題探索(教師用) 丁文, 蔡政芳, 葉姿吟, 陳香君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17 大滿貫國文主題探索 丁文, 蔡政芳, 葉姿吟, 陳香君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24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教師用). 3 吳錫鴻, 步綻青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31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 3 吳錫鴻, 步綻青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48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教師用). 3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55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 3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62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教師用). 5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79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 5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86 橘子複習講義. 國文(教師用) 適雲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693 橘子複習講義. 國文 適雲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16 大滿貫複習講義. 公民. 1-4冊 于珊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09 大滿貫複習講義. 公民(教師用). 1-4冊 于珊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23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教師用) 行雲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30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 行雲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47 橘子複習講義. 歷史(教師用). 1-4冊 朱景灝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54 橘子複習講義. 歷史. 1-4冊 朱景灝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61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教師用). 3 林柏寬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78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 3 林柏寬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85 技術型高中國文習作. 1 許雯渝, 康秀姿, 夏鑄, 吳欣潔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792 新無敵實力評量. 數學.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815 贏家世說新語100選(教師用) 高振擇, 李孟鄰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822 贏家世說新語100選 高振擇, 李孟鄰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839 大滿貫複習講義. 歷史(教師用). 1-4冊 張文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846 大滿貫複習講義. 歷史. 1-4冊 張文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860 大滿貫複習講義. 生物 龔素滿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877 大滿貫複習講義. 生物(教師用) 龔素滿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07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14 國語作業簿.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21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38 國語作業簿.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45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52 國語作業簿.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69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76 社會作業簿.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83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6990 社會作業簿.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003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010 社會作業簿.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027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034 社會作業簿.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072 新無敵實力評量. 國文.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089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 1-4冊 陳宗樺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096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 數學. 1-4冊 陳宗樺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02 數學妙妙屋. A2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19 數學妙妙屋. A3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26 數學妙妙屋. A4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33 數學妙妙屋. B1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40 數學妙妙屋. B2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57 數學妙妙屋. B3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64 數學妙妙屋. B4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71 小魔女ㄅㄆㄇ. 3, 雙拼篇 2016-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88 數學妙妙屋. C1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195 數學妙妙屋. C2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201 數學妙妙屋. C3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218 數學妙妙屋. C4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225 一起讀唐詩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7232 一起讀唐詩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3337249 一起讀唐詩 2020-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7256 一起讀唐詩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9789863337263 數學妙妙屋. D1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270 數學妙妙屋. D2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287 數學妙妙屋. D3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294 數學妙妙屋. D4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00 數學妙妙屋. E1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17 數學妙妙屋. E2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24 數學妙妙屋. E3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31 數學妙妙屋. E4 2019-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48 數學妙妙屋. F1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55 數學妙妙屋. F2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62 數學妙妙屋. F3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379 數學妙妙屋. F4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454 橘子複習講義. 地理(教師用). 1-4冊 丘虎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461 橘子複習講義. 地理. 1-4冊 丘虎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485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4冊 陳震昌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492 新非選BOOK: 不可不選的統測英文非選寶典 翰林高中英文科編輯群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508 教學式講義. 自然(教師用). 5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515 教學式講義. 自然. 5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522 橘子複習講義. 公民(教師用). 1-4冊 文淓儀, 任語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539 橘子複習講義. 公民. 1-4冊 文淓儀, 任語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683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 1-4冊 陳震昌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690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3 劉文裕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706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3 劉文裕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713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陳文博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751 小手玩數學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3337768 小手玩數學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3337775 小手玩數學 202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333789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 1 易理玉等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904 技術型高中國文經典閱讀. 1 夏鑄, 楊蕙瑜彙編; 楊恕青, 陳美諭修訂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911 高中國文語文練習. 3 [翰林]教科書編輯群編著; 范曉雯, 詹嘉芸, 張嘉惠增修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928 高中化學習作 蘇捷魁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7935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IV 陳文博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109 新無敵實力評量. 社會.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178 超級翰將講義. 自然(教師用). 5 張文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192 超級翰將講義. 自然. 5 張文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15 高中國文文學的感知與素養. 3 卓翠鑾, 邱湘茵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22 神奇穿衣鏡遊戲書(成長版) 馥玉編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39 品格主題書: 友愛: 桃樂絲找朋友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46 神奇穿衣鏡遊戲書(學習版) 盧小比編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53 神奇穿衣鏡遊戲書(快樂版) 花球姨編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60 新無敵實力評量. 自然.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77 嚕嚕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84 嚕嚕遊戲書(快樂版) 花球姨編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291 嚕嚕遊戲書(學習版) 陳晶晶編著 2016-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307 威力要回家遊戲書(學習版) 陳晶晶編著 2016-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314 威力要回家遊戲書(快樂版) 花球姨編著 2016-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321 威力要回家遊戲書(成長版) 盧小比編著 2016-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352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理(教師用). 1-4冊 夏千洛, 黃婕晴, 陳達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369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理. 1-4冊 夏千洛, 黃婕晴, 陳達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383 試題挖挖哇. 公民與社會. 3 陳皓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390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地理(教師用). 1-2冊 陳蕾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406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地理. 1-2冊 陳蕾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413 新無敵自修. 自然. 5 何錫霖, 錢宜新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437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馮玉華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444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5 馮玉華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451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教師用). 5 林柏寬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468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 5 林柏寬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499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5 陳怡靜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505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5 陳怡靜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57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國文. 第5冊盧姿吟, 張素靜, 黃琇苓, 徐文濤, 朱碧霞, 石學翰, 劉惠娟, 李維恩編輯委員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57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國文. 第5冊盧姿吟, 張素靜, 黃琇苓, 徐文濤, 朱碧霞, 石學翰, 劉惠娟, 李維恩編輯委員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581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5 陳宗樺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598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5 陳宗樺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604 品格主題書: 責任: 遺忘商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635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642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673 高中國文補充教材. 5 林皇德增修; 郭純妙主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710 教學式講義國文(教師用). 5 宋裕審訂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727 教學式講義國文. 5 宋裕審訂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734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教師用). 5 吳錫鴻, 王景玲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741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 5 吳錫鴻, 王景玲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758 新無敵實力評量. 國文.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840 國小學習卷. 國語.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864 國小學習卷. 社會.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895 新無敵實力評量. 數學. 5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8994 技術型高中國文經典閱讀. 5 徐玉玲, 楊恕青, 楊蕙瑜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007 高中國文語文練習. 1 [翰林]教科書編輯群編著; 黃麗禎, 許碧惠增修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014 技術型高中閱讀理解與思辨寫作. 5 黃琇苓, 莫素娟, 傅耀珍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076 高中生物習作 陳昱豪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26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 5 易理玉等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274 新無敵自修. 國文. 5 潘渝鈺, 步綻青, 陳芳儀, 盧鈺文, 王藝蓉, 周淑和編著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11 新無敵實力評量. 自然. 3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28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公民(教師用). 1-2冊 渟亦澂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35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公民. 1-2冊 渟亦澂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42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歷史(教師用). 1-2冊 樂史齋, 陳鈴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59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歷史. 1-2冊 樂史齋, 陳鈴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66 翰林版無敵自修. 高中國文. 3 陳智弘, 陳春妙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73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80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397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403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歷史. 三陳秀珍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410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地球科學 施峰熙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427 超級翰將講義. 自然(教師用). 3 張文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434 超級翰將講義. 自然. 3 張文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441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生物楊雅齡, 許建儀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458 高中數學習作A. 1 游森棚, 林延輯, 柯建彰, 洪士薰, 洪育祥, 張宮明編著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625 技術型高中國文閱讀越理解. 1 黃琇苓, 傅耀珍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694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5 林詩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700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5 林詩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731 高中地球科學習作 劉昀姍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847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數學. 1董展宏, 柯智元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915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3 林詩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922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3 林詩英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3339991 新無敵自修. 自然. 3 何錫霖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099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105 國語作業簿.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112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1上(含首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129 國語作業簿. 1上(含首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136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143 國語作業簿.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174 103-110年統測歷屆試題.國文 朱碧霞審訂 2021-07-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396 高中地理, 一. 問題探究習作 賴進貴, 莊婉瑩, 林靜怡, 陳敏雀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464 高中選修地理學習寶典. I, 空間資訊科技 郭顯文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9786263120525 高中選修地理學習寶典. II, 社會環境議題 周岳虹編著 2021-06-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52

送存冊數共計：606

興和美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106658 英語散文撰集= Collection of my English prose 陳世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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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941831 大方廣佛華嚴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2021-0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9789577941855 大乘妙法蓮華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941947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2020-12-00 初版 其他

9789577941961 趣樂軒: 楊雲貴抄本 楊寶蓮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941978 中華道統文化. 第二期 謝金勳總編輯 2020-12-00 平裝

9789577941985 高靜芬彩墨畫集 高靜芬作 2020-12-00 平裝

9789577941992 大乘妙法蓮華經(注音版)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577942005 翰墨群英書畫集. 第一輯 張自堅編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577942029 妙善丹青書畫集: 李善忍的道畫人生 李善忍作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577942104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 2020-12-00 其他

9789577942111 摩利支天經; 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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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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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0329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第3冊

9789860630336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第4冊

9789860630343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第5冊

9789860630350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2021-05-00 初版 精裝 第6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18572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II冊 陳文隆, 蘇芳基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8589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飲料實務. 下冊 曹輝雄, 吳皇珠, 黃金堂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8596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西餐烹調實習. 下冊 吳東寶, 黃健乙, 江裕春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06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烘焙實務. 下冊 楊雪慈, 林素真, 許燕斌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13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遊實務. 下冊 王堅楚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20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館客務實務. 下冊 龔聖雄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37 家庭教育 曾慶玲, 陳小英, 林素秋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995884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多媒材創作實務 林宇倩編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95885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飾品設計與實務. 下冊陳明雅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68 美顏. IV 王淑珍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75 美膚. IV 聶惠如, 陳宥辰編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82 創意烘焙: 蛋糕甜點的完美裝飾技法 許燕斌, 賴韋志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8899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陳文隆, 蘇芳基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0639315 異國料理: 學做世界美食的第一本書 蔡萬利, 黃寶元, 林聖哲, 郭泰王, 楊勝凱, 羅世超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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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1375 清淨心翫 楊思勝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11382 元 趙孟頫膽巴碑 吳鴻鵬修復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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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64739 叁十而儷: 臻品30週年跨世代女性藝術家 鄭堯君編輯 2020-11-00 初版 精裝

9789578664739 叁十而儷: 臻品30週年跨世代女性藝術家 鄭堯君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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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8012 看不見的風景: 金門視覺設計紀實2002-2020 翁翁圖.文 2020-11-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岡數位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6143540 成吉思汗傳 扎奇斯欽著 2021-03-00 再版 平裝

9789576143557 文學源流 譚正璧編著 2021-04-00 再版 平裝

9789576143564 歷代書札菁華 楊夢周編著 2021-05-00 再版 平裝

9789576143571 孟稱舜「花前一笑」與卓人月「花舫緣」兩劇的比較研究陳劍輝著 2021-06-00 再版 平裝

9789576143588 我怎樣寫杜甫 洪業撰 2021-06-00 再版 平裝

9789576143595 杜甫年譜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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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3453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9789865565008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9789865565015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9789865565022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7冊

9789869853460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9789865565039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9789865565046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9789865565053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第7冊

9789869853477 The crow and the water bottle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53484 The city mouse and the country mouse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9853491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ant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060 A family trip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077 Little red riding hood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084 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091 Alexander Graham Bell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107 The animal musician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114 The magic pot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121 The candy house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138 The wizard of Oz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2020-12-00 1st ed. 平裝

9789865565145 The boy who cried wolf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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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13671 英文同義字典=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劉毅主編 2020-09-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487 小學英檢公布字彙輕鬆背= Memorize GEPT kids vocabulary the easy way劉毅主編 2018-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14494 英文成語公式= Formulas of english idioms 謝靜芳編著 2018-08-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500 一天背好1000單字教師手冊= Memorize 1000 words in a day. teacher's manual劉毅主編 2019-01-00 新修訂 平裝

9789862314517 高中7000字隨身背= A pocketbook of English vocabulary劉毅主編 2014-12-00 新修訂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713706 醫療經濟學 Frank A. Sloan, Chee-Ruey Hsieh著; 劉亞明著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13706 醫療經濟學 Frank A. Sloan, Chee-Ruey Hsieh著; 劉亞明著譯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5713713 臺灣小學師範教育發展. 師範學院篇: 師範傳統的挑戰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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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0698 聚於行間= In-betweens 周明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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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5604 全國商管論文研討會暨論文競賽論文摘要集. 2021= 2021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and thesis competition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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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4645 款待心靈的無壓力整理術: 由內而外的微極簡生活實踐橙實文化編輯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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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華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龍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1

學習王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0

學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63039 燕巢願景館開幕暨橫山藝術祭. 2021. I, 「燕巢嘉年華」: 護照盧圓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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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3008 「20x廿」: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畢業專題. 第20屆利俊杰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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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00859 亮光仙子 陳美玲文; 林純純繪圖 2020-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5400866 神奇雨 王元容文; 林傳宗繪圖 2020-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5400873 殺麻雀 孫婉玲文; 劉伯樂繪圖 2020-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5400880 鹽巴國王 王元容文; 崔麗君繪圖 2020-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5400897 小松鼠過馬路 陳美玲文; 孫慧榆繪圖 2020-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5400903 我是第一 王元容文; 卓昆峰繪圖 2020-07-00 二版 精裝

9789865400910 什麼都好奇的達文西 何佳芬作; 黃雄生繪圖 2020-08-00 精裝

9789865400927 我要喝汽水 何佳芬作; 吳嘉鴻繪圖 2020-08-00 平裝

9789865400934 保平安的壓歲錢 李倩茹作; 林傳宗繪圖 2020-08-00 平裝

9789865400941 紅鼻子馴鹿魯道夫 王元容作; 陳維霖繪圖 2020-08-00 精裝

9789865400958 細菌小小的旅行 孫婉玲作; 張麗真繪圖 2020-08-00 平裝

9789865400965 尋找阿奇蜥蜴 陳美玲作; 姜春年繪圖 2020-08-00 精裝

9789865400972 發明大王愛迪生 王元容作; 卓昆峰繪圖 2020-08-00 平裝

9789865400989 樂聖貝多芬 鄭明昀作; 卓昆峰繪圖 2020-08-00 精裝

9789865400996 蝴蝶籃 陳美玲作; 張振松繪圖 2020-08-00 精裝

9789865553005 貓咪為什麼要抓老鼠 王元容作; 卓昆峰繪圖 2020-08-00 平裝

9789865553012 筆的世界: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葉嘉雯課程設計 2020-10-00 平裝

9789865553036 音樂DoReMi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 王禪靜課程設計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53159 小瓢蟲小點兒 王元容文; 洪文卿圖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53166 渡海去探險 王元容文; 劉伯樂圖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553173 好玩的水 王元容文; 林傳宗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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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1130 請問財富.無極瑤池金母慈降錢財秘法: 為你解開貧窮困頓、喚醒靈魂的富足意識!宇色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1147 光在,心自在: 陪您優雅穿渡生命窄門 釋悟因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1154 歡迎光臨解憂咖啡店: 大人系口味.三分鐘就讓您感到幸福的真實故事西澤泰生著; 洪玉珊譯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1161 剎那成佛口訣一三句擊要 堪祖蘇南給稱仁波切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01178 蓮師在西藏. 2: 大藏區蓮師聖地巡禮 邱常梵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6404 進入香巴拉之門: 時輪金剛與覺囊傳承 勘祖嘉培珞珠仁波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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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24425 聽說桐島退社了 朝井遼著; 黃薇嬪譯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2624432 何者 朝井遼著; 張智淵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624449 帝國的東方歲月(1750-1850): 蒐藏與征服,英法殖民競賽下的印度與埃及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著; 朱邦芊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456 大師為你說莎士比亞: 戲劇之王的誕生 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作; 宋美瑩譯 2020-11-00 三版 平裝

9789862624463 科技想要什麼= What technology wants 凱文.凱利(Kevin Kelly)著; 嚴麗娟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624470 能量、性、死亡: 粒線體與我們的生命(15周年新版)= Power,sex,suicide: mitochondri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尼克.連恩(Nick Lane)著; 林彥綸譯 2020-1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624487 物理奇遇記: 湯普金斯先生的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之旅= The new world of Mr.Tompkins加莫夫(George Gamow), 史坦納德著; 但漢敏譯 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2624494 磐石紀事: 追蹤46億年的地球故事= Reading the rocks: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earth貝鳶業如(Marcia Bjornerud)著; 若到瓜(Nakao Eki)譯2020-12-00 三版 平裝

9789862624500 保羅與耶穌(誰,形塑了基督宗教?)= Paul and Jesus: how the apostle transformed Christianity詹姆斯.塔博(James D. Tabor)著; 黃中憲譯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2624517 台灣珊瑚全圖鑑. 上, 石珊瑚 戴昌鳳, 鄭有容作 2020-12-00 初版 精裝

9789862624524 跨越世紀的信號. 2: 日記裡的臺灣史(17-20世紀)簡宏逸, 楊朝傑, 鄭螢憶, 林紋沛, 陳冠妃, 莊勝全, 劉世溫, 陳柏棕, 曾獻緯著; 張隆志主編2021-01-00 平裝

9789862624531 柯提茲的海= The log from the sea of Cortez 史坦貝克, 立克茨著; 黎湛平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548 台灣蝴蝶圖鑑: 全台首度收錄3種新發現種,與全部69種台灣特有種,附四季賞蝶地圖李俊延, 王效岳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555 從景德鎮到Wedgwood瓷器: 第一個全球化商品,影響人類歷史一千年羅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著; 鄭明萱譯 2021-03-00 三版 平裝

9789862624562 換了語言,就換了腦袋: 從荷馬史詩到達爾文,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行為與認知蓋伊.多徹著; 王年愷譯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2624579 物種源始=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達爾文著; 苗德歲譯 2021-03-00 初版 精裝

9789862624586 世界珍稀古地圖中的臺灣: 從古羅馬到日本帝國,跨越2000年,從84幅精緻稀有古地圖發現臺灣王存立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橡樹林文化

樹德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流設系



9789862624661 原子中的幽靈: 從愛因斯坦的惡夢到薛丁格的貓,看八位物理學家眼中的量子力學= The ghost in the atom: a discussion of the mysteries of quantum physics保羅.戴維斯(P. C. W. Davies), 朱利安.布朗(Julian R. Brown)著; 史領空譯2021-04-00 四版 平裝

9789862624685 先知的繼承者: 伊斯蘭最高領袖哈里發統治的國度休.甘迺迪(Hugh Kennedy)著; 王年愷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708 蝴蝶熱: 一段追尋美與蛻變的科學自然史= An obsession with butterflies蘿賽(Sharman Apt Russell)著; 張琰譯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862624715 電腦與人腦: 現代電腦架構之父馮紐曼的腦科學講義= 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馮紐曼著; 廖晨堯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624906 英語如何成為世界通用語言?: 全球應用語言學權威克里斯托,解析英語的崛起、自滿與危機=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著; 鄭佳美, 林素朱譯 2021-06-00 四版 平裝

9789862624913 生命的躍升: 40億年演化史上最重要的10大關鍵= Life ascending the ten great inventions of evolution尼克.連恩(Nick Lane)著; 梅苃芢譯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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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2958 Angels in boots: a search for freedom Viram作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52965 大腦不受教,只受啟發: 活用腦科學,啟導精明大腦約瑟夫.歐康納(Joseph O'Conner), 安德麗雅.拉格絲(Andrea Lages)作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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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0637 (領航)英文. 3 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190699 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普通型高級中學)李弘文等編著; 張煥宗主編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705 (SUPER)數學. B4, 教學講義 廖志偉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743 (SUPER)數學. C4, 教學講義 張明湘編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5190774 (新關鍵)圖解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徐健倫等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781 (新關鍵)圖解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普通高級中學)林永專編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804 普通高級中學(新關鍵)圖解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馬瑪宣編著 2020-10-00 二版 平裝

9789865190842 (新關鍵)圖解地球科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施怡如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873 普通型高級中學英文. 4 王昭慧等編著; 林秀春總主編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934 (領航)英文. 4 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9789865190941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教學講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吳沛怡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0972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中冊 鄭吉成, 尤文良, 曹美華, 劉瑋編著 2021-03-00 平裝

9789865191009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自編講義. 2 全國名師編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092 (滿級分)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高竤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108 語典 王文河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160 新全勝國文學測12週 林淑娟, 楊姍錚, 劉佳宜, 歐陽美慧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238 (好好學)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王郁茜, 龔雍任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245 (超素養)地球科學學測閱讀與探究 邱惠玲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252 (新全勝)歷史學測18週 林大雄, 陳定揚, 杜可瑜, 陳若文, 朱韋燐, 吳一晉, 鄧傑銘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269 (好好學)數學A學測總複習講義 游光榮, 陳坤稜, 吳宏道, 柳宗佑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283 (超素養)生物學測閱讀與探究 蔡任圃, 吳雅嵐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290 (好好學)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楊欣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306 超簡單數學C統測總複習講義 吳維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313 新突破數學B統測總複習講義 祝謙誠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337 (好好學)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陳家騏, 趙晉鴻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35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9137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 許志農, 黃森山, 陳清風, 廖森游, 董涵冬編寫 202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191405 (新全勝)英文學測18週 張琇雲, 施姵如, Michael McCollister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412 好好學地球科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吳嘉鴻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429 (新全勝)公民與社會學測18週 廖翠雰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436 (滿級分)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義 李芳媛, 楊振源, 賴柷宏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450 (好好學)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王敬甯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467 (新全勝)地理學測18週 陳孜鴻, 曹瑋珊, 克里斯, 林于煒, 施欣妤, 藍冠麟編著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481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地理. II, 社會環境議題 龔琪嵐, 杜雅鈴, 林怡秀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498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尤文良, 曹美華, 鄭吉成, 劉瑋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191535 普通型高級中等選修物理. IV, 電磁現象一 林秀豪, 徐國誠, 鄭呈因, 張銘傑, 林子立, 吳易哲編著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672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歷史教學講義. I,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張睿編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5191740 (Light)物理教學講義 許家銘編著 2021-05-00 平裝

9789865191771 普通型高級中學(領航)英文. 5 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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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5852 廿世紀中國政治史論集 栗國成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869 波羅蜜詩語 謝振宗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876 悲智雙運如何可能?窺見公共行政當中的同情疲勞吳宗憲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5883 昭和.平成精神史: 「未結束的戰後」和「幸福的日本人」磯前順一原著; 馬冰譯 2021-06-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0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靛藍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575568979 放眼地極 黃約瑟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8986 應用神學: 活化聖經中的生活智慧 李順長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575568993 故事的呼喚: 聖經故事如何寫? 莫非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5569013 高超之基督: 希伯來書信息 陳尊德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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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8211 戰時憶往: 八二三砲戰流亡學生的流金歲月 李耀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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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33497 山徑躊躇 阮慶岳著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03 如果我們是天生一對= What if it's us 貝琪.艾柏塔利(Becky Albertalli), 亞當.席佛拉(Adam Silvera)作; 成曼曼譯2020-07-00 平裝

9789863233510 魔幻拉美. 1, 動盪中的華麗身影 陳小雀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27 小遷徙 曹尼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34 秋鯨擱淺 蔣曉薇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41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黃春明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58 魔幻拉美. 2, 平凡中的絢麗生命 陳小雀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65 我的室友卡夫卡 伊絲塔著 2020-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72 烽火重生之歌: 柬埔寨30年扶貧記事 楊蔚齡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3233589 異形 孫維民著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596 孤獨六講(暢銷紀念版) 蔣勳著 2020-10-00 四版 平裝

9789863233602 黑色怪譚 黑色酒吧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619 在曼哈頓遇見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in Manhattan瑪姬.吉(Maggie Gee)作; 陳錦慧譯 2020-11-00 平裝

9789863233626 何處是兒時的家 向鴻全作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633 荒涼糖果店 羅智成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640 地球之島 羅智成作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233657 于闐太子 周遠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664 文章讀本 谷崎潤一郎作; 賴明珠譯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3233718 給人生的道歉書 陳銘磻作 2021-02-00 平裝

9789863233725 踢銅罐仔的人 黃春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3233732 作家們都喝什麼酒 阿波羅出版社(Apollo Publish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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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04458 詩人范揚松論: 真實生命的開顯與回歸 吳明興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04465 愛河流域: 胡爾泰、陳福成、方飛白、吳明興、范揚松情詩選吳明興等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61770 商戰春秋陶朱公: 范蠡經濟思維與商業模式演化之研究范聖剛,范揚松著 2019-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161794 范蠡商戰兵法三十六計 范揚松, 陳福成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8404403 尋找青春拼圖: 一個生涯學徒的內心戲與表演范揚松著 200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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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85359 名醫鄭丞傑的婦科聖經: 子宮危機解密 鄭丞傑作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572985366 AI快思 你慢想: 許惠恒院長給決策者的6張處方箋許惠恒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2985366 AI快思 你慢想: 許惠恒院長給決策者的6張處方箋許惠恒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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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2669 MY健康誌. 2021 聯合報記者團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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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81559 大肚山下小旅行導覽手冊 謝永茂編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聯合報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聯合報新聞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冊數共計：4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講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181573 嶺東科大綠色永續暨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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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81566 嶺東科技大學文藝創作得獎作品集. 2020 吳宇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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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4292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廖顯謨編撰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7719 西洋烈酒、飯前與飯後酒賞析 周碩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7726 葡萄酒、香藥草酒與氣泡酒賞析 周碩雄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7757 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中國承認」之外交決策分析廖顯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7764 帶著相機,去旅行! 林千源攝影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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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3756 15招市場搶灘法: 搶灘必勝,社群必紅 周紹賢著 2020-11-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3763 森活好煮藝: 私廚秘密料理 周文森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63770 粵式點心研究室 蘇俊豪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3787 眼睛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9963794 癌症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07 糖尿病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14 肝病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21 高血壓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38 心血管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45 免疫力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52 腸胃病的預防與健康管理 醫學菁英社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69 減醣高蛋白手工烘焙點心 黃淑馨, 劉郁玟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76 贈禮的菓子 張修銘, 張為凱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83 兒童營養餐 梅依舊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0612790 家庭麵包夢工廠 黃宗辰, 林育瑋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81049 簡樸女神 周紹賢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5481056 多一分小心,多一份安心 周紹賢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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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504 環球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Creativity & InnovativeDesign高從晏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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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511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 2020: 疫後發展觀光振興地方產業= Proceeding o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 tourism and revitalize local indust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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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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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9604 宇宙神之舞: 玄舞功 彌勒皇佛作; 決賢神譯 2021-05-00 平裝

9789860649611 彌勒聖道行. 五十八部曲, 東方帝龍. 上=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 Maitreya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948609 歲月靜好= Tranquil and peaceful life 廖美蘭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48616 翰墨遣懷 廖美蘭作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48623 有情人間= A world with passion 廖美蘭作 2020-09-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懂得國際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優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環球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林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企管系



9789869948630 有情人間: 廖美蘭水墨人物創作中的抒情意識與詩畫互文= A world with passion: the lyr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of poems and paintings of Liao, Mei-Lan's ink figure paintings廖美蘭(Liao Mei-La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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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528 環球科技大學百位校友職涯典範 林靜欣執行編輯 2020-12-00 精裝 第1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306416 韓國高麗大博士王永一教授的韓國韓文漢字研究= 한국고려대박사 왕영일교수의 한국 한글한자 연구王永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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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6439 早期課= The early sessions Jane Roberts著; 陳秋萍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9789860707342 開啟人生的10道任意門 許添盛主講; 齊世芳執筆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707359 早期課1. 第4輯 許添盛主講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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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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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56194 黑特國文課本研究院 張玲瑜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6699 地獄變相 顏忠賢著 20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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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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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56767 藍屋子 蔡素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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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廷黻: 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江勇振著 2021-02-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6811 天空地圖 愛德華.布魯克希欽(Edward Brooke-Hitching)著; 馮奕達譯2021-01-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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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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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晉如的創意班級經營術林晉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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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57016 婆娑島妖事錄 提克著.繪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023 扭曲的正義: 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吳忻穎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030 觀滄海: 青花瓷、鄭芝龍與大航海時代的文明交流林梅村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047 舊社會,新信仰: 中國與羅馬的宗教轉化(西元一至六世紀)德雷克(Harold Drake), 瑞麗(Lisa Raphals)編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078 體脂少20%!我三餐都吃,還是瘦41kg: 海鮮鍋物.肉品蓋飯.鹹甜小點,維持3年不復胖,打造理想體態的86道減脂料理李姝婀著; 林育帆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085 不能靠近的天堂 李如青圖.文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570857092 日本史話. 近古篇 汪公紀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0857108 日本史話. 近代篇 汪公紀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0857115 認識穴位 吳長新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7122 片斷人間: 貓、酒店公關與乘夜行巴士私奔的女子,關於孤獨與相遇的社會學岸政彥著; 李璦祺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139 學校很有事? 蔡詩芸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184 真相的商人: 網路崛起、資訊爆炸、獲利崩跌,新聞媒體產業將何去何從?Jill Abramson著; 吳書榆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214 格薩爾王 阿來著 2021-02-00 二版 精裝

9789570857221 塵埃落定 阿來著 2021-02-00 二版 精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韓研中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環球科大



9789570857238 赫克歷險記=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王安琪譯注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570857252 戀人絮語02.21 梁慕靈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269 寫小說就這樣!? 卡倫姆.麥坎(Colum McCann)著; 葉佳怡譯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344 余國藩西遊記論集 余國藩著; 李奭學編譯 2021-04-00 二版 精裝

9789570857382 黃檸檬 權汝宣著; 蕭素菁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05 羌在漢藏之間: 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王明珂著 2021-03-00 二版 精裝

9789570857412 解讀川普現象 思想編委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12 解讀川普現象 思想編委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12 解讀川普現象 思想編委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12 解讀川普現象 思想編委會編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29 當世界席捲而來: 在自由與民主的困局中,中國如何想像世界?當代西方思想編年考劉擎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43 別沖水啊! 瑪莉.普雷特(Marry Platt), 理查.普雷特(Richard Platt)著; 約翰.凱利(John Kelly)繪; 張東君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7450 病菌實驗室 理查.普雷特(Richard Platt)著; 約翰.凱利(John Kelly)繪; 張東君譯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7467 寵你的靈魂 解昆樺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74 圖解啟動自主學習力: 沒有段考、導師和功課的學校,如何造就未來最需要的人才工藤勇一著; 陳嫺若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81 如果文物會說話: 打開博物館大門,看懂中國歷史張經緯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481 如果文物會說話: 打開博物館大門,看懂中國歷史張經緯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573 今塵集: 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 卷一,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邢義田著 2021-05-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7580 今塵集: 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 卷二,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邢義田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7597 今塵集: 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 卷三, 簡牘、畫像與傳世文獻互證邢義田著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570857610 兒童哲學工作坊: 35堂給孩子們的哲學課 夏拉.帕斯托里尼(Chiara Pastorini)著; 趙德明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627 街角的藥妝龍頭: 超級零售勢力屈臣氏的崛起與挑戰趙粵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658 哲蚌寺對話錄: 達賴喇嘛與科學家談心智、正念覺察力和實在的本質溫蒂.哈森坎普(Wendy Hasenkamp), 珍娜.懷特(Janna R. White)編; 丁一夫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658 哲蚌寺對話錄: 達賴喇嘛與科學家談心智、正念覺察力和實在的本質溫蒂.哈森坎普(Wendy Hasenkamp), 珍娜.懷特(Janna R. White)編; 丁一夫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801 拐杖狗 李如青圖.文 2021-04-00 二版 精裝

9789570857825 離 潘國靈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832 愛,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台灣房屋親情文學獎作品合集. 第一屆聯經編輯部編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849 未燒書: 我的六四心靈史 楊渡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856 啟示的年代: 在藝術、心智、大腦中探尋潛意識的奧祕: 維也納1900到現代艾力克.肯德爾(Eric Kandel)著; 黃榮村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870 宋明理學: 形而上學、心靈與道德 劉紀璐著; 劉紀璐, 江求流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887 中國哲學導論: 從古代哲學至中國佛學 劉紀璐著; 石啟瑤, 黃映溶, 眾佛家弟子等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900 35線上賞屋的買房實戰課 Ted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924 秣陵春(新校版) 高陽著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570857931 五陵遊(新校版) 高陽著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570857948 茂陵秋(新校版) 高陽著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570857955 延陵劍(新校版) 高陽著 2021-05-00 三版 平裝

9789570857979 加齡的自然療癒力: 34類130個五官六感體驗,啟動植物帶給你奇妙的療癒能量!沈瑞琳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7986 主管就要這樣帶團隊: 領導不是非黑即白,找尋最適當的平衡,極大化你的團隊戰力喬可.威林克(Jocko Willink), 萊夫.巴賓(Leif Babin)著; 吳書榆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570858310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 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胡川安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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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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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輯陳宗賢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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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92624 祈福招財. 2021 陳冠宇編著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6492631 風水聖經. 2021 陳冠宇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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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391666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07-00 15版 平裝

978957839167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6版 平裝

978957839168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6版 平裝

978957839169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5版 平裝

978957839170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4版 平裝

978957839171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9版 平裝

978957839172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3版 平裝

978957839173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5版 平裝

9789578391741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5版 平裝

9789578391758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4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運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79

聯聖企管顧問



978957839176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20-11-00 15版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0653809 九成宮醴泉銘 郭本厚作 2021-05-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6230646 新版常見中日時事對照用語 蘇定東編著 202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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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58764 瑞士風格三十年: 字體排印學月旦= 30 Years of Swiss typographic discourse in the Typografische Monatsblätter瑞士洛桑藝術設計學院(Ecole Cantonale D'Art De Lausanne)著; 郭騰傑譯2020-11-00 一版 精裝

9789862358955 塗鴉學微積分=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the wisdom of calculus in a madcap world班.歐林(Ben Orlin)著; 畢馨云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58962 企業策略的終極答案: 用「作業價值管理AVM」破除成本迷思,掌握正確因果資訊,做對決策賺到「管理財」吳安妮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2358979 如何隱藏一個帝國: 「美帝」是如何形成,此帝國存在的真正意義又是什麼?一部關於U.S.A北美本土之外的海外領地史= How to hide 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丹尼爾.因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作; 林玉菁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986 夜行大腦: 夢魘、神經科學與睡眠的祕密世界= The nocturnal brain: nightmares,neuroscience,and the secret world of sleep蓋伊.萊施茨納(Guy Leschziner)著; 郭庭瑄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8993 蜘蛛的腳裡有大腦?: 揭開蜘蛛的祕密宇宙,從牠們的行為、習性與趣聞,看那些蜘蛛能教我們的事= クモのイト中田兼介著; 游韻馨譯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006 替身= The understudy 蘇菲.漢娜(Sophie Hannah), B.A.(芭莉斯B. A. Paris), 克萊爾.麥金托(Clare Mackintosh), 荷莉.布朗(Holly Brown); 楊睿珊譯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020 安拿普娜南壁= Annapurna South Face 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著; 林友民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044 嗜血盟約= Thicker than blood 麥克.歐默(Mike Omer)著; 李雅玲譯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051 好設計,4個法則就夠了= The non-designer's design book羅蘋.威廉斯(Robin Williams)著; 張妤菁, 呂奕欣譯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2359068 動畫用語事典= アニメーション用語事典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動畫協會人才育成委員會著; 孫家隆譯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075 塑思考 佐藤卓著; 蔡青雯譯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59129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著; 王審言譯 2021-04-00 二版 平裝

9789862359136 牙齒爆炸之謎: 恐怖離奇的手術、從怪病中奇蹟復原、詭異荒誕的治療方式......真實發生在醫療史上的光怪陸離事件簿= The mystery of the exploding teeth: and other curiosities from the history of medici湯瑪斯.莫利斯(Thomas Morris)作; 田菡譯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280 英文標示設計指南: 公共設施、觀光名勝、交通工具......,英文標示該怎麼設計才好懂?= 英文サインのデザイン: 利用者に伝わりやすい英文表示とは?小林章, 田代真理作; 柯志杰譯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297 榆樹下的骷髏= The wych elm 塔娜.法蘭琪(Tana French)著; 穆卓芸譯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303 迷路的廣告人= 迷子のコピーライター 日下慶太作; 林書嫻譯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59310 動物們的青春: 從動物到人類,醫師與動物行為學家打破物種隔閡,揭開青春期的真正意義與祕密= The epic journey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芭芭拉.奈特森赫洛維茲(Barbara Natterson-Horowitz), 凱瑟琳.鮑爾斯(Kathryn Bowers)著; 嚴麗娟譯2021-06-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327 編輯這一行: 從心法到技法,日本傳奇編輯片山一行打動人心的編輯學!= 職業としての編集者片山一行著; 李漢庭譯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372 墮落的人腦: 從神經科學解讀傲慢、貪吃、好色、懶惰、貪心、嫉妒與暴怒,探究我們難免使壞,犯下小奸小惡背後的科學= The science of sin: why we do the things we know we shouldn't?傑克.路易斯(Jack Lewis)作; 鄧子衿譯 2021-06-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396 週四謀殺俱樂部= Thursday murder club 理察.歐斯曼(Richard Osman)著; 鄭煥昇 2021-06-00 一版 平裝

9789862359402 悲傷地形考: 憂傷時到這些地方去旅行,空間製圖x憂鬱地圖x無名記憶,獻給旅人的24則地理傳奇= Sad topographies: a disenchanted traveller's guide達米恩.魯德(Damien Rudd)著; 凱特琳娜.狄迪克(Kateryna Didyk)繪圖; 吳莉君譯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2359426 魔女 五十嵐大介作; 黃鴻硯譯 2021-06-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9789862359433 魔女 五十嵐大介作; 黃鴻硯譯 2021-06-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2359488 謊言之瓶: 學名藥奇蹟背後,全球製藥產業鍊興起的內幕、利益與真相= Bottle of lie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generic drug boom凱瑟琳.埃班(Katherine Eban)著; 高子梅譯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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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2347 旅客 姜輝著 2021-01-00 平裝

9789869952354 水中畫影. 七, 許昭彥攝影集 許昭彥著 2021-02-00 平裝

9789869952361 碼頭 黎翊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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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2941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十堂課 黃子庭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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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5270940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0957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0964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0971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0988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5270995 天生皇后命 漁潼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1008 天生皇后命 漁潼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藍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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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駿燁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儒堂



9789865271015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022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039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046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1053 後宮私房菜 雲天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060 後宮私房菜 雲天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077 後宮私房菜 雲天瑤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084 侍藥娘娘 葉東籬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091 小魚躍龍門 子紋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107 美味仙妻 陳毓華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114 掛名皇后 裘夢著 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121 貪財小王妃 米恩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138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145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152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169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1176 皇商的小廚娘 簡薰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183 混進東宮當寵妃 卿雲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190 混進東宮當寵妃 卿雲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206 混進東宮當寵妃 卿雲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213 富桂榮華在一家 田芝蔓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220 哀家想二婚 唐紙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237 哀家想二婚 唐紙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244 哀家想二婚 唐紙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251 上流閨秀 亦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268 上流閨秀 亦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275 上流閨秀 亦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282 上流閨秀 亦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1299 上流閨秀 亦夏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5271305 酒香嬌娘 蒔蘿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312 穿書當團寵 鹽超咸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329 逢君化吉 小麋鹿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336 娘子帶福來 風光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343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350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367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374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1381 王妃就是狂 夢南迪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398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404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411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428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1435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5271442 都說後宅是個坑 宇凌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459 一字千金 千尋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466 戲精撩妻 袖胭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5271473 福孕吉祥 梨寶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480 福孕吉祥 梨寶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497 福孕吉祥 梨寶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503 福孕吉祥 梨寶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1510 沖喜 粉妝樓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1527 沖喜 粉妝樓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1534 蜜養青梅 子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1541 蜜養青梅 子惜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1558 陛下求侍寢 霜竹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1565 陛下求侍寢 霜竹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1572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589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596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602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4

9789865271619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卷5

9789865271626 一朝醒來成親了 逢春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5271633 一朝醒來成親了 逢春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9789865271640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卷1



9789865271657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卷2

9789865271664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卷3

9789865271671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2021-05-00 初版 平裝 卷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8907812 SMaRT自我肌筋膜放鬆技巧: 善待自己的第一步 從放鬆肌筋膜做起= Self myofascial release technique鄭悅承, 劉毓修, 陳怡巧, 李建志, 許穎昌, 曾俊智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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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77226 睡眠障礙與老化失智 何豐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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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96799 財務管理原理 洪茂蔚著 2020-04-00 五版 平裝

9789579096980 研究方法與設計: 量化、質性與混合方法取向鈕文英著 2021-02-00 三版 平裝

9789579096997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 新手督導訓練 蘇盈儀, 姜兆眉, 陳金燕合著 2021-01-00 二版 平裝

9789865668075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黃源協, 蕭文高合著 2021-01-00 四版 平裝

9789865668693 失智症整合照護手冊: 以人為本的失智症專業融合照護劉建良, 梁雅惠, 吳儀蓁, 林乃玉, 陳淑萍, 鄭鈺郿, 劉興政, 李旻珊, 陳威志, 吳雅純, 林舜穀, 陳安履, 王品軒, 林政宜, 莊培凱, 許志民, 陳雅玲, 陳淑英, 張惠萍, 饒月娟, 洪嘉璟, 徐裴莉, 藍玉芬, 林佩臻, 李俊穎, 楊君宜, 游宛璇, 田麗珠, 楊啟正, 林宛玲, 李沂蓁, 王弈升, 呂宜峰, 沈晏羽, 葉依琳, 田恩慈, 吳孟嬪, 陳家宏合著; 翁林仲, 劉建良, 楊君宜主編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6018473 老人福利服務: 理論與實務 本土的觀點 陳燕禎著 2021-02-00 增訂二版 平裝

9789866018930 統計學: 方法與應用 林惠玲, 陳正倉著 2021-01-00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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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4957 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年度報告. 2020= 2020 annual report Koo Foundation Sun Yat-Sen Cancer Center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室編輯 2020-12-00 平裝

9789869694964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三十周年慶特刊= 2020 special issue Koo Foundation Sun Yat-Sen Cancer Center簡哲民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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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2224 文物觀自在: 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盧泰康, 李建緯作 2021-04-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12248 西佛國: 府城五代粧佛世家傳奇 謝奇峰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12248 西佛國: 府城五代粧佛世家傳奇 謝奇峰著 2021-01-00 初版 精裝

9789869712279 酒樓物語：臺南醉仙閣的前世今生 黃李森著 2020-04-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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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1503 速讀竹北史略: 新修竹北市志別冊 彭瑞金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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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01449 常用西班牙語動詞變化小手冊 侯惠君著 2019-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901678 Multiple socio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host language culture: the Taiwanese perspectiveauthor Kang HueiChing 2019-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4901746 客家話分布格局與形成年代: 宏觀與微觀的探討吳中杰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4901760 X人執照= Licence to kill 蔡金燕, 楊允辰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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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01791 全媒體時代的挑戰與機會 傳播技能培育的教學實踐與創新: 從學術殿堂到學習場域柯秀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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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0299 滯留結界的無辜者 天地無限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1311 延平北路十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 賈彝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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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9111 藝溯巢流: 許旭倫陶藝創作旅程 簡政展, 林佩樺文字編撰 2021-03-00 初版 平裝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74

藍海曙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群生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93350 都會型男休閒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企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367 給寶貝的可愛手作服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93374 簡單迷人的捲紙巧飾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2020-12-00 二版 平裝

9789869893381 鋁線的生活札記 柚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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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2813 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 第九集 林豐隆, 蔡宥明, 林立君作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2820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民小學夢想花園執行成果報告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2837 腦麻孫騎兩輪車的夢想 吳佳臻, 林豐隆作 2021-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2844 李慈悅作品集. 2021 李慈悅作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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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19065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成語篇. 2(楷書) 侯信永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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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3835 御聖宮伽藍菩薩偈. 第三輯 霧峰御聖宮編著 202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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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22258 道與技之間: 林珮淳藝術的啟示與警世 林珮淳編著 2018-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2822746 模糊時尚: 楊子強作品= Vaguevogue: the Yeo Chee Kiong collection楊子強, 陳燕平, 約翰.卡爾卡特, 蘇茜.林厄姆, 高千惠, 白適銘, 簡子傑作; 楊子強, 陳燕平總編輯2021-05-00 平裝

9789862822777 中東王子的金生金世: 戴忠仁的國寶檔案. 3 戴忠仁著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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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60680 阿育王經(中藏對照)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直貢法王赤列倫珠藏譯2021-05-00 第1版 平裝

9789860661200 快樂與痛苦= かいらくとつうく リンチェンドルジェ.リンポチェ口述; 廖貫延整理2009-09-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61217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author Rinchen Dorjee Rinpoche; translator Todd Klaiman2010-12-00 平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9789869881449 27萬人淚推的五型潛能人生整理術 伊藤勇司作;黃思嘉譯 2020-07-00 平裝

9789869881456 可愛療癒!鉤織玩偶入門書: 一支鉤針就完成!40款繽紛毛線娃娃,打造令人愛不釋手的童趣夢想王國梅麗莎.布萊德利(Melissa Bradley)著; 蘇郁捷譯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1463 農村廚房尋味之旅: 來去農場玩料理,探索讓人驕傲的寶島美味、原味、鮮味、在地味與人情味!看見台灣超IN農家軟實力!陳志東等作 2020-07-00 平裝

9789869881470 關節修復自癒運動: 10秒伸展,簡單有效!集中鍛鍊偷懶肌肉,解除膝、腰、肩、腳踝、手腕疼痛,延緩關節退化笹川大瑛著 2020-08-00 平裝

9789869881487 少林秘傳版易筋經12式超圖解: 5分鐘伸展!從肌肉筋膜到骨骼神經都調校到位,啟動自癒力、遠離胖老病林勝傑作 2020-07-00 初版 平裝

9789869881494 窮忙,是你不懂梳理人生 小川叔作 2020-08-00 平裝

9789869933506 日常花事 王楨媛著 2020-09-00 平裝

9789869933513 他只是裝傻,妳怎麼犯傻: 2000萬人受惠!網路人氣暖男作家Daylight解析男性心理,讓妳脫單、遠離渣男,不錯過Mr. Right!Daylight,陽光作; 丁睿俐譯 2020-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3520 精準努力,我不想死於一事無成 劉媛媛著 2020-11-00 平裝

9789869933537 不生病的解毒飲食法 小垣佑一郎著; 彭琬婷譯 2020-10-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3544 兒童居家芳療 楊昕諭(小霓老師)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3551 我的第一本登山露營書: 新手必備!裝備知識x行進技巧x選地紮營全圖解,一本搞定戶外大小事!栗山祐哉監修; 徐瑞羚翻譯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3568 SAS認證!台灣最棒「農林漁牧」漫漫遊: 全台72家特色農場大公開,探索生態、體驗鮮食、感受最接地氣的四季小旅行!游文宏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3575 這次,我不想再忍耐 李承柱作; 葛瑞絲譯 2020-12-00 平裝

9789869933582 療癒園藝!餐桌の香草植栽全圖鑑 小川恭弘監修; 何冠樺譯 2020-12-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33599 真愛不能將就,幸福必須講究 神崎瑪莉著; 胡汶廷譯 2021-01-00 初版 平裝

9789869972802 少林秘傳版易筋經12式超圖解: 5分鐘伸展!從肌肉筋膜到骨骼神經都調校到位,啟動自癒力、遠離胖老病林勝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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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62270 貓在之地 崔舜華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317 「1」的力量: 走出離婚低谷,30個過來人經驗,陪伴你自信重生劉威麟(Mr. 6)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寶吉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御聖宮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霧峰向日葵家園



9789864062331 接住墜落的青少年: 我與那些受傷的孩子,及他們不安的家庭蔡宜芳著 2021-04-00 初版 平裝

9789864062379 成為真正的人 甘耀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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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6957 廉潔勤奉公 陳美宇編輯 2021-03-00 平裝

9789869876964 因緣果報輯錄 吳振鋒編輯 2021-03-00 平裝

9789869876971 持齋 戒殺 放生 陳美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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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1500 解密中国智慧 米鸿宾著 20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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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5159 光之祭司= Priest of light 香草著 2020-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9789869865166 我,精靈王,缺錢! 醉琉璃著 2021-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9789869865173 光之祭司= Priest of light 香草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9789869865180 玫瑰色鬼室友. vol. 8, 禍潮湧現 林賾流著; 哈尼正太郎插畫 202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9789869865197 玫瑰色鬼室友. vol. 8, 禍潮湧現 林賾流著; 哈尼正太郎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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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7625 走在托斯卡尼的艷陽下 謝孟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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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4341 外套與彼得堡故事: 果戈里經典小說新譯 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著; 何瑄譯 202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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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9312 手風琴入門 蔡偉靖主編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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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7478 創作,自我內在在場的顯現= Creation,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ner presence鄭秀如作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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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31387 全民大笑話: 笑到凍末條! 邢正苑編著 2021-02-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31394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銷售成功法則(彩色版) 靜濤編著 2021-02-00 其他

9789864531400 我就是比你詐: 活學活用厚黑學(彩色版) 李宗吾原著 2021-02-00 其他

9789864531417 不用做實驗就能知道的趣味物理故事 陳俊彥編著 2021-03-00 [初版] 平裝

9789864531424 保證有笑: 笑到皮皮剉! 彫察掬編著 2021-03-00 [二版] 平裝

9789864531431 開口笑: 絕對是最經典的笑話王 審桂仁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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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8303 改變的力量= The power of change 王志峰, 阮丞輝, 李偉智, 林毓晟, 林慶榮, 邱烈豐, 馬兵, 陳馨淼, 張鴻亮, 楊正斌作; 卓天仁編著2021-02-00 初版 平裝

9789860618310 真心英雄扶輪連結世界: 國際扶輪3521地區特刊. 2019-20年度= Rotary RID3521: 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馬靜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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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6918 自我導向學習之創新教學策略系列性研發與推展鄭夙芬著 2018-05-00 初版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巔峰潛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驛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巍聲國際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魔法動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寶積文化



9789869646925 回憶之翼 愛蓮娜著 2018-08-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46956 閩浙詩人作品大展 伊夫主編 2020-05-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46963 讀獅記(簡體字版) 顧北著 2020-06-00 初版 平裝

9789869646970 芒刺 杨运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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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4327 考古雜誌 葉丹著 2020-1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19 造自己的船,環我們的島 陳明忠作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26 離散之星 豎旗海豹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33 天窗外的畫室: 大時代的小故事1982-2020 馬文海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40 獨木舟獨立事件簿 楊家豪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57 燈尾集 徐訏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64 母親的肖像 徐訏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71 鵲橋的想像 徐訏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88 戲劇譚叢 徐訏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495 慕晚萩 徐磊瑄著 2021-02-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01 星之森 Eckes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18 疫情副作用: 新冠肺炎下的職業棒球 卓子傑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32 人魚能不能上岸 李笭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49 正午 小惑星著 2021-03-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56 玫瑰心結 綺莉思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63 台北.夜.店 許人杰圖.文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70 忘川盡: 音如夢 慕容紫煙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87 福瑞斯之城 廣吾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594 森: 楊淇竹詩集 楊淇竹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600 逐日填滿,不定期氾濫 陳育律著 2021-04-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617 執靈怨 庚晴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624 古祠高樹: 夏眉小說集 夏眉著 2021-05-00 一版 平裝

9789864454631 妥善照服,還有我陪你: 來自癌末病房2A30的溫暖記事老么著 20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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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9241 保釣運動50年: 回顧與傳承 紀欣編 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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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9863 國民中小學跨領域創新教案設計工具書 張瑛蘭, 洪萩珍, 歐淑娟, 石博名, 周欣晴, 謝靜如, 陳藴彤, 余姍蓉, 楊淑雲, 粘容瑄, 江晏淳, 呂若慈, 莊璿, 王秀蓮, 陳香綺, 侯國鈞, 葉庭瑄, 毛振宇, 曾尚品, 張正昌, 羅筑云, 吳宜庭, 吳宜柔, 鄭宇帆, 張湘云, 王意婷作; 黃琴扉主編20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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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2374 放晴了: 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專輯.11= After the rain: stream of praise music ministries 11游智婷總編輯 2021-02-00 平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50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觀察雜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