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4423 理性中的狂= The madness of rationality 許碧梅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747 解構視覺設計中的結構 朱文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6309 焢肉遇見你 = Meant to meat 張芯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8206 雙心石滬: 來自澎湖的愛情故事 張凊瑜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23674 微縮1/12!袖珍屋裡的軟陶麵包＆甜點 Petite Fleur著; 黃鏡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681 午茶手作 半天完成我的第一個鉤織包: 鉤針+4球線x33款造型設計提袋=美好的手作算式BOUTIQUE-SHA編著; 陳冠貴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9623698 高級訂製珠繡飾品の第一本手繡入門書 BOUTIQUE-SHA授權;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704 跟設計師學縫手作包 BOUTIQUE-SHA授權;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3750 國際政治夢工場: 看電影學國際關係 沈旭暉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03767 花開明天: 2021年緬甸自由運動 孔德維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767 花開明天: 2021年緬甸自由運動 孔德維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774 香港教育3.0: 更新、變革與轉型 孔德維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909 Becoming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teacher: a concise step-by-step guide to international teachingby Jess Gosli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85916 Becoming a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teacher: a concise step-by-step guide to international teachingby Jess Gosling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800 10 Fabulous lessons to quickly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author Chen Yun-Ju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3600 天使沒有性別 陳瀅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3921 藝思錄 楊識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027 蒙罕城傳奇 張系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034 閱讀素養即戰力: 跨越古今文學,提升閱讀與寫作力的30堂故事課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041 附神: 我那借身給神明的父親 林徹俐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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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Gosling DLA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Grace文化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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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 MUSICAL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Draw Dream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21-10-05)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100701~11009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02當代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憙田企業



9789863874614 金陵福: 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 張國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706 涼家婦女 顏理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713 王考 童偉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720 淡江記 朱天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737 無傷時代 童偉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744 閱讀素養即戰力: 跨越古今文學,提升閱讀與寫作力的30堂故事課高詩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751 傳說 朱天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768 茶金 黃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775 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 謝曉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782 情典的生成: 張學與紅學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799 天使沒有性別 陳瀅巧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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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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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224 愛您到老: 魔法音樂輔療課程設計寶典= Love you till end趙偉竣, 林維茜聯合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7148 Blessings of joy 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illustrations by Rollie, Manila, Philippines平裝 1

9789865577155 Book of magic spells 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illustrations by Rollie, Manila, Philippines平裝 1

9789865577179 Meditation & practises 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illustrations by Rolli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2805 Nanos: colors written by Paula Perry; illustrated by Wiktoria Jercha, Ulla Chen, Cristina Gonalez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4737 超級成長股投資法則 林子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84751 傻多存股法: 小工程師存出百萬股利組合,45歲提前退休徐世鑫(棒喬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84775 上流哥: 這年頭資產配置有點難 上流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4799 股息Cover(照顧)我每一天: 600張存股達人絕活全公開大俠武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3302 The simple little book on english tenses author Tyler Garriso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348 當代雕塑五四三= Contemporary sculpture five for three陳曉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356 Darente fey: a butcher's tale author Bastien de Lestrang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899 高影響力的美感文案學 黃思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tudio 11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he (Psycho)-Cultur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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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Stokes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NunoFelt Studio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Skyrock Projects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728 模糊的歷史= Die Geschichte der Unschärfe 烏利西(Wolfgang Ullrich)著; 胡育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2803 竹鹿關廟: 關廟古地名聯合創作短篇繪本 許玓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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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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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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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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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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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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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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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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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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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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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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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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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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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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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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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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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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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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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0082 老頑童說電影,Action!: 導演的私房電影故事 王正方作.主講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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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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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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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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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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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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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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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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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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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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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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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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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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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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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0235 睡眠管理職人的好眠教室: 用科學方法告別失眠困擾吳家碩, 蔡宇哲作.主講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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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0259 故宮那些玩意: 原來古人跟我一樣這麼活 王世豪作.主講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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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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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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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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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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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0310 認識失智 擁抱生命: 變老之前,最該記得的一門課徐文俊作.主講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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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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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朵花文化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刻鯨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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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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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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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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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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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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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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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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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0426 西方哲學20講: 學習哲學的第一把金鑰 苑舉正作.主講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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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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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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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0464 櫻花漫舞: 品味日式「花見」文化: 爛漫在人間林約拿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471 中東教派衝突史: 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千年恩怨 張育軒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488 凌煙的人生廚房: 吃出台菜心滋味: 料理即人生,作家獻聲上菜凌煙作.主講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0030 不動產(利用)法典 林育智主編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9940061 財稅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566 財富之王: 大娛樂家P.T.巴納姆的人生增值術 P. T. 巴納姆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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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哲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6047 繪畫的基本 莉絲.娥佐格(Lise Herzon)著; 杜蘊慧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01410 斷捨離的簡單生活 山下英子著; 蘇聖翔, 高詹燦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9501434 華爾街幽靈的禮物: 頂尖交易員敗中求勝的三個祕密亞瑟.李.辛普森(Arthur L. Simpson)著; 張嘉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934 飯店基礎管理 張容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989 現代精油刮痧保健: 開啟刮痧新視野的健康醫學楊金生, 林玉晴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996 您就是神醫: 道家共振拍 黃純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24531 震絡針療法: 瞬間見效 疼痛控制手法與針法 梁文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4593 現代精油心理學= Modern essential oil psychology林昆輝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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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236 憨山大師註: 老子道德經. 第四冊 圓暘法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999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55, 白話聖訓1998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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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3124 述說論語. 卷二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3131 幸福語錄集. 卷七, 安定宇宙的偉大版本 木本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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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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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真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59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起來



9789864612314 圖解腦科學: 解析腦的運作機制與相關疾病 日本Newton Press作; 陳朕疆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321 春江潮水連海平: 別選唐詩三百首 羅宗濤選註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612338 天生我材必有用: 少年讀古詩 周元白, 林庭安編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612345 虛數: 從基礎開始輕鬆學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352 數學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mathmatics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376 統計與機率: 從基礎至貝氏統計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筑茵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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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390 更加了解虛數: 平方為負的神奇數 日本Newton Press作; 衛宮紘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406 質數: 讓數學家著迷的神祕之數!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413 星系.黑洞.外星人: 充滿謎團的星系構造與演化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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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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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499 數學謎題: 書中謎題你能破解幾道呢?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05 數之女王 川添愛作; 陳朕疆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12 數學謎題. 進階篇: 能解答就是天才!燒腦數學謎題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29 化學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chemistry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筑茵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36 化學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筑茵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43 週期表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筑茵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50 桃李春風一杯酒: 歷代懷人友情詩 周元白, 林庭安編選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612567 宇宙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universe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 黃經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74 虛數: 完整數的世界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園芝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81 春江潮水連海平: 別選唐詩三百首(賞析版) 羅宗濤選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598 三角函數: 正弦、餘弦、正切 日本Newton Press作; 林園芝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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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2227 純香手工蠟燭= Candle works 笹本道子著; 吳芷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2234 筆記勝經 石井貴士著; 施妍庭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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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2219 圓夢: 第三人生: 請您輕輕踩著我的夢 劉鴻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731 最新醫檢師專技高考、次專科考1000題 萬鵬飛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79 佛化生活 釋大容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510 聖開導師隨緣開示錄(摘錄) 聖開導師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第13集 1

9789865705527 佛法裡的因緣果: 二0一五年七月十一日於台灣台南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3727 貳零貳零臺灣詩選 達瑞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七色一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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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品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0669 從道教太乙真蓮宗到太乙淨土派的發展與傳承林翠鳳撰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572970676 從道教太乙真蓮宗到太乙淨土派的發展與傳承林翠鳳撰著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2819 世界史的誕生: 蒙古帝國與東西史觀的終結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220 日本史的誕生: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149 中國文明の歷史: 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平裝 1

9789865524005 江城 何偉(Peter Hessler)著; 吳美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4029 奇石 何偉(Peter Hessler)著; 吳美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4456 你不該為創業受的苦: 創投法務長教你開公司、找員工、財稅管理、智財布局與募資許杏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647 大光. 第1卷, 清教秩序五百年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647 大光. 第1卷, 清教秩序五百年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654 大光. 第2卷, 歐洲的歧路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654 大光. 第2卷, 歐洲的歧路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661 大光. 第3卷, 華夏的轉型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661 大光. 第3卷, 華夏的轉型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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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753 臺灣為什麼重要?: 汪浩政論集 汪浩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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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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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4890 流動的疆域: 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 楊斌著; 韓翔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4944 逆轉的東亞史. 5: 非中國視角的東北, 滿洲國篇劉仲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4951 謬誤與真相=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著; 洪慧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010 人面桃花: 王丹散文集 王丹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0763034 理行的勝利= The victory of reason 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著; 蔡至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041 逆轉的東亞史 劉仲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63102 修辭的陷阱: 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 How propaganda works  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著; 劉維人譯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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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157 馬、車輪、語言: 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開創現代世界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著; 賴芊曄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0763232 貨櫃&航運=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馬克.李文森(Marc Levinson)著; 吳國卿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249 美國秩序: 保守主義華人眼中的川普主義= American order: Chinese conservatives’ view on Trumpism王建勳, 高全喜, 許凱, 劉軍寧, 劉業進, 劉澎, 蕭三匝, 蕭瀚, 叢日雲著; 洪源鴻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287 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 台海戰爭的政治分析范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300 愛的帝國: 權力與誘惑,作為感官文本的「法屬太平洋」馬特.松田(Matt Matsuda)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3355 永遠的企業號: 太平洋戰爭中的美國精神= Enterprise: America's fightingest ship and the men who helped win World War II巴瑞特.提爾曼(Barrett Tillman)著; 揭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3379 皇帝的家書: 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岡田英弘著; 廖怡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393 創造文明的人= Sid Meier's memoir!: a life in computer games席德.梅爾(Sid Meier)著; 許恬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423 台灣史的誕生: 你不能不讀岡田英弘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63430 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 我們是定義歷史的人,還是歷史的囚徒?= Prisoners of history: what monuments to World War II tell us about our history and ourselves齊斯.洛韋(Keith Lowe)著; 丁超譯 1版 平裝 1

9789860763492 台灣,世界的答案: 加拿大為何會認為台灣很重要?吳權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3508 天下大亂: 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其形成、挑戰、與不為人知的內幕喬許.羅金(Josh Rogin)著; 梁文傑翻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3247 玉想 張曉風著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3292 開卷如開芝麻門: 余光中精選集 余光中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503377 九歌一0九年散文選 黃麗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03384 九歌一0九年小說選 張亦絢主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7

九歌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陽道善堂



9789864503407 母親牌便當 林育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03421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程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438 夜在路的盡頭挽髮 鄭順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469 妖怪鳴歌錄Formosa: 安魂曲 何敬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476 天才不老媽 陳素宜著; 程宜方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3483 原來孔子這樣說 傅佩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3490 母親牌便當 林育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03513 妖怪鳴歌錄Formosa: 唱遊曲 何敬堯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503537 月下讀詩: 五十二則傳遞感動和溫度的雋永詩句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544 夢二途 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568 夢二途 李敏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03551 為了下一次的重逢 陳義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3599 作文變很大 張惠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523 水利工程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05-109 九樺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54 土木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09 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61 建築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09 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2905 公共藝術設計整合策略 郭文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980 我喜歡分享! 凱倫.凱茲(Karen Katz)著;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997 不要動手打! 凱倫.凱茲(Karen Katz)譯;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4000 小寶寶有什麼感覺? 凱倫.凱茲(Karen Katz)著;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4017 小寶寶最愛什麼? 凱倫.凱茲(Karen Katz)著;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4024 孩子,加油! 崔璹僖著; 邱敏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4031 怎麼吃也吃不完的粥 崔璹僖著; 邱敏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4048 好棒的護理師 史帝夫.辛頓(Steph Hinton)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4055 好棒的老師 史帝夫.辛頓(Steph Hinton)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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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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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43734 食品產業轉型升級、自創品牌與跨界創新策略之研究: 以林園食品為案例探討= Research on foo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self-made brands and cross-border innovation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linyuan food林文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667 聖經不只聖經,講道不止講道 陳嘉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306 「情熱」書店: 史上最偏心!書店店員的東京獨立書店一手訪談池內佑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26313 0.018秒: 隱匿詩集 隱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日月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小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人物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九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噐小物藝術設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3307 無瞳之眼 風花雪悅著 初版 平裝 第四冊 1

9789860623314 陽奉陰違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23321 符與青狐 散狐著 初版 平裝 卷上 1

9789860623338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0623345 遊戲結束之前. 4, 絕望禁止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3352 無威脅群體庇護協會 matthia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23369 無瞳之眼 風花雪悅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623376 箱庭魔女夏日騷動 午夜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23383 黑蓮花攻略手冊 白羽摘雕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56404 遊戲結束之前. 5, 死亡禁止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4177 遊戲結束之前. 5, 死亡禁止 草子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6428 符與青狐 散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56411 符與青狐 散狐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0774153 符與青狐 散狐著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0656435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0774160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0656442 無威脅群體庇護協會 matthia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56459 陽奉陰違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56466 惡役伯爵調教日記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656480 神祕主義至上!為女王獻上膝蓋 一路煩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56497 黑蓮花攻略手冊 白羽摘雕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56497 黑蓮花攻略手冊 白羽摘雕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4009 黑蓮花攻略手冊 白羽摘雕弓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74146 黑蓮花攻略手冊(參+肆)(限定版) 白羽摘雕弓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74184 神祕主義至上!為女王獻上膝蓋 一路煩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5645 給孩子看的神話故事: 全世界公認非看不可的20個藝術品Sabine du Mesnil, Charlotte Grossetête著; Tanja Stevanovic繪; 周志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5652 給孩子看的名畫: 全世界公認非看不可的20幅名畫Sabine du Mesnil, Charlotte Grossetête著; Tanja Stevanovic繪; 周志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5669 過動兒自覺繪本: 李宏鎰教授X黃彥鈞老師帶領李宏鎰, 黃彥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5690 每天5分鐘,英文情境會話好好玩: 從漫畫互動學英文,邊玩邊進步的英文魔法書吳佳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18868 不動產經紀法規要論 曾文龍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093 性教育與靈性: 我們共同的責任: 性別與性在社會裡的健康發展莉莎.羅美洛(Lisa Romero)著; 陳脩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501 傳藝故事 孫綺憶等故事編繪; 龔仁棉主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518 陳碩仟家族研究 邱春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客家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元生活實踐社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5

大心文創



9789869845946 哞哞要去動物園 MOMO文; 余韋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5953 哞哞開心上學去 MOMO文; 余韋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45977 哞希妹妹長大了(中英對照) MOMO文; 余韋德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7397 四季花海: 黃其海的第一本詩集 黃其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0101 開運聖經. 2022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0118 陽宅改局實證 翁秀花著 增訂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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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2612 古詩帶你去探秘 DOWEL創作中心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42629 古詩帶你去探秘 DOWEL創作中心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472 V.K克鋼琴曲集. 初階. Vol.1= V.K elementary piano collection. Vol.1V.K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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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123 來自雲間的尼尼: 打開畫家的靈感之門 黃本蕊文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161 插畫散步: 從零開始的繪畫之路 黃本蕊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260 再來一碗: 高木直子全家吃飽飽萬歲!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277 30歲前一定要搞懂的自己(有隻兔子封面版) 金惠男文; 蕭素菁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96284 30歲可以是大人嗎? 金鎮率圖.文;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352 為什麼總是感到很受傷: 五個精神分析的真實故事,帶你找到不斷逃跑的自己(有隻兔子封面版)腦內探險隊文; 陳品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6369 給自己10樣人生禮物: 成就動詞型的生命地圖就在這10個關鍵褚士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6376 養出快樂的孩子比甚麼都重要: 吳鳳與孩子的分享教育吳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833 野獸的虹膜= The iris of beasts 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3840 George Shaw: A Scrap of History-歷史片斷 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7409 閱讀金鑰: 自然發音統整大全= The golden key to reading success毛振平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3001 民法總則 鄭玉波著; 黃宗樂修訂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0023 民事訴訟法 魏大喨作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0115 北窗下 張秀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470351 反景入深林: 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 黃應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0641 白萩詩選 白萩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70672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張錦源著; 康蕙芬修訂 修訂二十二版 精裝 1

978957147071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 I 劉俊庚, 吉佛慈, 林偌婷, 楊鵬耀, 謝東霖, 陳映辛, 林威志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072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 I 于宏燦, 黃偉邦, 楊尚達, 賴廷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必佳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小牛頓開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巨人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元書局



9789571471501 知識生產與傳播: 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 劉龍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1686 114歲的新生: 瑪麗.沃克奶奶的閱讀之旅 麗塔.蘿雷妮.赫伯德(Rita Lorraine Hubbard)文字; 歐葛.摩拉(Oge Mora)繪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693 民法債編總論 楊芳賢著 修訂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71709 仙子先生 莫嘉.德卡迪耶(Morgane de Cadier)文; 弗羅希安.皮傑(Florian Pigé)圖;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747 那飄去的雲 張秀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177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 上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808 如果鎮的許願井 凱斯.卡拉布雷斯(Keith Calabrese)著; 沈奕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815 政治學方法論 呂亞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182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 I 高文芳, 張明哲, 陳正源, 陳其威, 黃信雄, 楊才民, 楊宗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853 啊姆要吃好多好多 李芝殷文.圖;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860 中華民國憲法: 憲政體制的原理與實際 蘇子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1884 小雲的飄浮日記 羅伯.哈吉森繪圖; 吳寬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891 寫作是藝術 張秀亞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190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第五冊 王信雲, 王靖賢, 呂香瑩, 李秋芸, 林冠瑋, 洪秋萍, 高東榆, 張瑛玿, 陳雲釵, 楊佳純, 楊智民, 樊可瑜, 蔡宜珊, 應惠蕙, 戴逸群, 謝明宏, 魏宏軒編著; 車畇庭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914 全民英檢中級模擬試題 郭慧敏編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1938 戲曲演進史. 一, 導論與淵源小戲 曾永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945 論語新解 錢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952 我的第一本相對論 沙達德.凱德-薩拉.費隆(Sheddad Kaid-Salah Ferrón)文字; 愛德華.阿爾塔里巴(Eduard Altarriba)繪圖; 朱慶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969 新譯史記: 名篇精選 韓兆琦注譯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1976 警世通言 馮夢龍編撰; 徐文助校注; 繆天華校閱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1983 翠翠掉下去了! 科瑞.R.塔博圖.文;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990 新譯申鑒讀本 林家驪,周明初注譯; 周鳳五校閱 二版 平裝 2

9789571472003 核心英文字彙力2001~4500 丁雍嫻, 邢雯桂, 盧思嘉, 應惠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010 進階英文字彙力4501~6000 丁雍嫻, 邢雯桂, 盧思嘉, 應惠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027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錢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034 官場現形記 李伯元編撰; 張素貞校注; 繆天華校閱 四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472041 秦漢史 錢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065 我與文學 張秀亞著 三版 平裝 2

9789571472089 古史地理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096 貝貝和好朋友: 上學趣 劉小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102 星空和大地,藏著那麼多祕密 參商, 楊嬰, 史軍, 于川, 姚永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119 恐龍、藍菌和更古老的生命 史軍, 楊嬰, 于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133 中國歷史精神 錢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72164 地圖學原理 潘桂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195 穿越4.7億公里的拜訪: 追尋跟著水走的火星生命李傑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201 黃帝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21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 Ⅰ 王世宗, 衣若蘭, 楊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270 新日檢制霸!N2文法特訓班 永石繪美, 黃意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331 國音及說話 張正男作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379 戲曲演進史. 二, 宋元明南曲戲文 曾永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386 戲曲演進史. 二, 宋元明南曲戲文 曾永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393 戲曲演進史. 三, 金元明北曲雜劇 曾永義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72409 戲曲演進史. 三, 金元明北曲雜劇 曾永義作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1472416 深夜中的月光食堂 李玢希文; 尹太奎圖;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423 詩經正詁 余培林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2454 情義與愛情: 亞瑟王朝的傳奇 蘇其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461 基本六法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72485 新日檢制霸!N1文法特訓班 永石繪美, 賴建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508 勞動基準法論 林豐賓, 劉邦棟作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522 圖解學習六法: 民法 劉宗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539 圖解學習六法: 刑事法 劉宗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553 法學緒論 鄭玉波作; 黃宗樂, 楊宏暉修訂 修訂二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472584 取法哈佛2.0: 時空交錯的哈佛法學院學思之旅李劍非, 黃海寧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591 形上學要義 彭孟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676 觀想采風: 大學國文新編 王韻如, 余寶貝, 邱秀春, 胡蘭芳, 陳昭利, 陳素華, 彭珊珊, 黃麗香, 黃麗華, 賴玉樹, 簡淑慧編著四版 平裝 1

9789571472966 取法哈佛2.0: 時空交錯的哈佛法學院學思之旅李劍非, 黃海寧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2

送存冊數共計：6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8859 戰爭EVERYTHING 約翰.佩里塔諾, 詹姆斯.斯皮爾斯作; 陳逾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8486 PLENISH自製抗病蔬果汁 卡拉.M.L.羅森著; 管惠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191 腦力大挑戰 珍妮佛.史文森作; 許晉福翻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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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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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昫岱翻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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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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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0368 貓與獅 岩合光昭作;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859 環遊世界五十年 阿爾伯特.波戴爾(Albert Podell)作; 查修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873 與貓散步 岩合光昭作; 張東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2873 世界琴酒地圖: 從原料、產地、製作程序道風味最全面的終極琴酒指南喬爾.哈里森(Joel Harrison), 尼爾.雷德利(Neil Ridley)作; 黃覺緯翻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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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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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慧元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6307 仿生科技大解密: 科學家如何模仿動物構造與自然特徵,創造不可思議的新發明珍妮佛.斯旺森(Jennifer Swanson)作; 徐仕美翻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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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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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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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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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6369 國家地理聖經故事: 先知、君王、放逐與救贖的經典《舊約》故事唐娜.喬.納波里(Donna Jo Napoli)作; 克莉絲汀娜.巴利特(Christina Balit)插畫; 鄭淳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6383 艾力克.克萊普頓自傳: 尋找藍調與天堂的所在 = Clapton: the autobiography艾力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著; 張靖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6390 終極武器百科: 從冷兵器、火器到現代槍械,最齊全的全球武器大圖鑑羅傑.福特(Roger Ford)等撰文; 于倉和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92585 英文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十九版 其他 1

9789865592592 國文 陳雲飛編著 十九版 其他 1

9789865592639 郵政內勤六合一題庫 張啟新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5592677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柯憲榮著 十五版 其他 1

9789865592684 不動產估價概要 陳仕弘著 十版 其他 1

9789865592745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林強審訂 十版 其他 1

9789865592752 民法概要 羅揚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5592905 民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592912 法學大意 洪正, 劉力編著 二十版 其他 1

9786267007044 民事訴訟法概要 陳毅弘, 李由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07068 法院組織法(大意) 陳毅弘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07075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高分速成 金融證照名師群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07129 初五等共同科目25天速成 陳雲飛, 許文達, 劉亭雲, 洪明明著 七版 其他 1

9786267007280 自來水評價人員共同科目20天上榜速成 王曉瑜, 洪明明, 洪正, 夏亨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07297 中華電信業務類題庫攻略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7007303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六合一題庫攻略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7007310 行政學大意題庫攻略 陳意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07327 國文題庫攻略 劉義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07334 銀行專業科目歷屆試題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07341 經濟學 蘇文編著 十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4558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1, 奇怪的小傢伙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4565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2, 火山探測器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平裝 1

9789869934572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3, 小紅車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4589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4, 爸爸為什麼不回家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4596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5, 新同學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4205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6, 釣貓比散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4229 小獸醫大志願: 關於我這個少年超煩腦的事 邱靖巧著; 謝愷宸繪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大好文化企業

大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三民輔考資訊



9789860624236 疫苗的故事 管家琪著; 吳嘉鴻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4250 優惠鳥 管家琪著; 吳嘉鴻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4274 近視鼠三兄弟 管家琪作; 米蘇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019 DELPHI IN DEPTH: DATASNAP網站應用程式全端開發吳祐賓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23448 亂世的揭幕者: 董卓傳 李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462 晚清原來是這樣 金滿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3479 元朝原來是這樣 李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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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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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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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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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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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707 和你不一樣的好朋友 許雅聖文圖; 葉雨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714 照顧媽媽我很會 瑪麗可.布蘭克特(Marieke Blankert)著; 郭騰傑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721 熊與鳥: 不受限的故事 金容大文.圖; 蕭瑋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738 帶來希望的星星女孩= The starkeeper 費絲.普瑞(Faith Pray)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745 好急好急...可以隨地便便嗎? 強尼.雷頓(Jonny Leighton)文; 麥克.拜恩(Mike Byrne)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783 噴火龍的地球行動 黛比.葛莉歐利(Debi Gliori)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790 讓世界更好: 創意回收就地球的真實故事 米蘭達.保羅(Miranda Paul)文; 伊莉莎.祖能(Elizabeth Zunon)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173 Talk to Vairocana與大日如來的對話 林雯莉(Wendy Lin)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51556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撒母耳記. 上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563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撒母耳記. 上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51570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撒母耳記. 下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587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撒母耳記. 下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51594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列王紀. 上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600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列王紀. 上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51617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列王紀. 下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624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列王紀. 下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2918 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 一 白云老禅师着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2925 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 二 白云老禅师着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三朵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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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宇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匠之風



9789865581138 鮭魚大王 施政廷文.圖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8052 四個瞳孔的小孩 劉潔淇, 鄭立偉故事;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069 跟世界說嗨!啟發世界的20位創作者 黃福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113 走不出的大腦迷宮 劉潔淇, 鄭立偉故事;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212 恐龍樂園: 古大陸.白堊紀.暴龍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229 跟世界說嗨!影響世界的30位領導者 黃福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236 迷宮屋人偶 阿毛, KIN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243 巫恩之書. 1, 舊校舍的祕密= The Weirn book, Vol. 1: be wary of the silent woods絲維拉娜.查瑪柯娃(Svetlana Chmakova)漫畫;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267 靈木神主: 佛羅里達.沼澤.巨鱷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342 冒險王西格.波東: 西班牙.水手.異世界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359 作曲鬼之願 阿毛, KIN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700 旗艦高中系列: 英文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3717 旗艦高中系列: 國文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3724 旗艦高中系列: 一年級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3731 旗艦高中系列: 二年級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3748 旗艦國中系列: 國文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3755 旗艦國中系列: 英文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3762 旗艦國中系列: 一年級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3779 旗艦國中系列: 二年級 三貝德編輯團隊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682 春城無處不飛花 茶美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584107 靈魂醫療: 喚醒充滿健康與能量的內在藍圖 道森.丘吉, 諾曼.席利作; 謝宜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4862 世上沒有純粹的黑: 芙烈達的烈愛人生 克萊兒.貝列斯特(Claire Berest)作; 許雅雯譯 平裝 1

9789576584879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6: 人工智慧 BomBom Story文; 金德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4923 天涯雙探. 1, 青衣奇盜 七名著 平裝 1

9789576584930 天涯雙探. 2, 暴雪荒村 七名著 平裝 1

9789576584947 說了愛以後(2021珍藏版) 尾巴著 平裝 1

9789576584954 明明啊明明 吉竹伸介作;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4961 KINFOLK綠藝: 打造生活中的每一景綠意盎然 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著; 高霈芬譯 精裝 1

9789576584978 超獵奇!人體動物圖鑑. 2, 鯊魚的下巴會往前飛出川崎悟司著;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576584985 100天後就會死的鱷魚 菊池祐紀作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576584992 嬰兒革命 淺井健一文; 奈良美智繪; 王筱玲譯 精裝 1

9789576585005 如何做好專題報告&研究論文?: 從提問到輸出的18個步驟,脫離苦海上野千鶴子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012 跑跑薑餅人. 7, 奇異宇宙的科學 趙珠熙文; 李泰榮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5036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7: 巨量資料(大數據) BomBom Story文; 張昊燦圖; 蔡宜融譯 精裝 1

9789576585043 好懂秒懂的商業獲利思維課 郝旭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050 名偵探柯南晨讀10分鐘推理課 青山剛昌原作;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585074 那個字太殘忍我不敢說 周予寧著 平裝 1

9789576585081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8: 生物科技 BomBom Story文; 金德永圖; 牟仁慧譯 精裝 1

9789576585098 迪士尼樂讀童年. 1, 冰雪奇緣: 艾莎的夏日冒險凱特.伊根(Kate Egan)作; 馬里奧.科爾茨(Mario Cortes)繪; 蔡文婷譯平裝 1

9789576585104 迪士尼樂讀童年. 2, 小美人魚: 愛麗兒的逐浪迷途莉茲.馬沙姆(Liz Marsham)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平裝 1

9789576585111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6585128 黃金90秒情緒更新: 勇敢面對情緒浪潮,化不愉快為真正的自由與力量瓊恩.羅森伯格作; 鄭百雅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角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三貝德數位文創



9789576585159 哈佛教你做出好圖表實作聖經: 掌握24種圖表模組X6關鍵說服力X3大優化技術,從散亂資料做出一流圖表,說出數據背後的故事史考特.貝里納托(Scott Berinato)著; 林麗雪譯 平裝 1

9789576585166 對愛,一直以來你都想錯了: 學會自愛,也能安然去愛的24堂愛情心理學程威銓(海苔熊)著 平裝 1

9789576585173 全圖解!厲害的人如何學?: 用最小輸入讓效果極大化的40個最高學習法山崎拓巳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180 歷史地圖: 認識15個強盛帝國從崛起到殞落的故事迪亞哥.德莫雷斯(Thiago de Moraes)作; 鄧捷文, 溫力秦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5197 零基礎配色學 ingectar-e著; 黃筱涵譯 平裝 1

9789576585203 如果的世界 吉竹伸介作;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5210 葉有慧 張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234 天涯雙探. 3, 古畫尋蹤 七名著 平裝 1

9789576585241 天涯雙探. 4, 雙城血案 七名著 平裝 1

9789576585258 預見療癒: 藥物研發專家證實情緒想法對健康的關鍵影響(十週年暢銷增訂版)大衛.漢彌爾頓作; 張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265 餓童家便當日常: 地方爸爸90道愛的料理與實戰日記餓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289 科學發明王. 30: 人體相關的發明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296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10: NASA與航太科技 BomBom Story文; 金德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5302 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活成最舒服的自己 黃山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319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9: 智駕車 BomBom Story文; 李泰榮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5326 尋龍歷險記. 5, 驚風駭浪的雙翼飛龍 林詩敏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333 迪士尼樂讀童年. 3, 美女與野獸: 貝兒的怪奇老屋泰莎.羅爾(Tessa Roehl)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平裝 1

9789576585388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8, 華盛頓特區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牟仁慧譯 平裝 1

9789576585401 巴比倫致富聖經: 靠10%薪水,賺到100%的人生(經典超譯.漫畫版)喬治.山繆.克拉森原作; 坂野旭漫畫; 歐兆苓翻譯 平裝 1

9789576585418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6585487 每一天愛自己: 世界最知名身心靈出版創辦人露易絲.賀療癒經典收錄露易絲.賀作;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494 毛森江的建築工作. 3, 清水模家的質感 毛森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500 一分鐘健瘦身教室. 2: Dr.史考特的科學增肌減脂全攻略: 最新科學研究X秒懂圖表解析,破解40個健瘦身迷思!史考特(王思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517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4, 怪奇粉紅扇 南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金瑄桓, 林虹瑜翻譯 平裝 1

9789576585524 相遇之時、盛開之花 青海野灰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531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劉徽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6585555 黑色魔咒. 5, 魔法奇緣:入魔之母 瑟琳娜.瓦倫蒂諾(Serena Valentino)作; 郭庭瑄譯 平裝 1

9789576585562 世界史偵探柯南. 1, 大金字塔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山岸榮一, 齋藤Muneo漫畫;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579 致富強心臟 吳紹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586 過敏大作戰 Gomdori.co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585654 Dr.史考特的一分鐘健瘦身教室: 用科學X圖解破除迷思,打造完美體態!史考特(王思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585661 路卡的夏天電影原著讀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平裝 1

9789576585685 青光眼、白內障、黃斑部病變 視力博士的5日眼睛自救書山口康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692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Ahn Chi Hyeon文; TeamKids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585708 陰道聖經: 全美第一婦科權威完整解讀 女人最私密的身體密碼珍.岡特(Jen Gunter)作; 郭品纖譯 平裝 1

9789576585739 決愛后冠. I, 誓約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陳岡伯翻譯 平裝 1

9789576585746 不要再回他短訊,好嗎 Middle著 平裝 1

9789576585753 凶宅怪談. 3, 與鬼同住,入住後一去不返...... 松原田螺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777 無法成為你期待的樣子,我不抱歉 肆一著 平裝 1

9789576585784 別再用我對你的愛,傷害我: 獻給渣男吸引機,兩性博士陪你從此愛得海闊天空瑪倪.費爾曼(Marni Feuerman); 游卉庭翻譯 平裝 1

9789576585791 世界史偵探柯南. 2, 亞特蘭提斯的傳說 青山剛昌原作; 山岸榮一, 齋藤Muneo漫畫;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807 名偵探柯南提高數感力題庫: 國小必學經典題型157青山剛昌作; 藤丸卓哉出題;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814 譚敦慈的安心生活全圖典. 無毒生活篇: 最放心的「衣住行」守則X出入X居家安全X外出指南,打造不生病的身體!譚敦慈著 平裝 1

9789576585821 譚敦慈的安心生活全圖典. 無毒廚房篇: 最全面的採買X保存X烹調X清潔,從吃開始,守護全家人健康!譚敦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585852 新加坡尋寶記 Ahn Chi Hyeon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869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6585876 最強對決. 4, 木乃伊VS吸血鬼 蔡詩中文; 陳葆元, 雷歐, 林迪文圖 平裝 1

9789576585883 我們都愛玩車車 凱蒂.阿貝(Katie Abey)作.繪; 黃懷慶譯 精裝 1

9789576585890 在記憶的彼岸,等你 尾巴著 平裝 1

9789576585982 金錢的祕密: 對待金錢的方式,決定你是不是有錢人金勝鎬著;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999 跑跑薑餅人. 8, 神通廣大的科學 趙珠熙文; 李泰榮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6002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9, 柏林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牟仁慧譯 平裝 1

9789576586019 資優生的祕密: 任教建中40年 陳美儒的青春期孩子陪讀哲學陳美儒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026 劉願 白溫琉著 平裝 1

9789576586033 花之祭典 花房觀音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040 黑色魔咒. 6, 古怪三姊妹:獵巫之戰 瑟琳娜.瓦倫蒂諾(Serena Valentino)作; 黃懷慶譯 平裝 1

9789576586057 到哪工作都OK!: 無痛突破職涯瓶頸,掌握自我、夢想、未來的最強OKR姚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064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6586125 科學發明王. 31: 防蚊發明品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163 世界史偵探柯南. 3, 蒙娜麗莎的微笑 青山剛昌原作; 山岸榮一, 齋藤Muneo漫畫;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187 我超想要那個 吉竹伸介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293 幸福了,然後呢?: 你該知道的家事法律 呂秋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309 預見熟年的自己: 老後自在的生活法律 呂秋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2812 桃北宜天際線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29 竹桃宜屋脊.太平山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36 比亞毫.南澳山區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43 竹苗屋脊.鹿場雪見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50 谷關七雄.守城關刀山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67 太魯閣七雄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74 阿里山山脈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81 新武呂溪.卑南東稜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898 內本鹿越嶺古道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904 雙鬼湖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911 關門東段.海岸山脈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9789867342928 黃金稜.淡蘭古道中路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1312 一本女人寫給女人的書(彩色版) 丁杰編著 其他 1

9789864111381 關鍵說話術: 成為談判高手必學的白金法則 任琦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111404 女生最愛看的愛情心理遊戲(彩色版) 姚會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11411 誰敢說女人是弱者(彩色版) 狐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11428 關鍵說話術: 成為談判高手必學的白金法則 任琦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11435 祝 百年好合: 婚姻生活中必備的一本書(彩色版)丁杰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11442 我猜!他下一步會這麼做: 人性心理學最高境界(彩色版)丁夫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4407 火災學(含理論與實務模擬測驗題庫) 黃再枝編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0918 Belong 羅健宏, 黃銘彰, 湯侑宸, 陳頤華, 陳岱華, 郭慧, 高彩雯文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285 JJ瘋巴黎: 法國PBP長途單車挑戰記= JJ's mad Paris: a long-distance cycling challenge at PBP France吳淑禎JJ Wu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048 林媽利創作作品集. 2020= 2020 Album of Dr. Marie Lin林媽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8605 金錢決定歷史,我定好好讀史 洪春旭著; 金勝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8674 收盤前下單,月薪多出五十萬¥ 林僚作;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於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凡亞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東海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士林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85

送存冊數共計：85

上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拓文化



9789865548872 成名的藝術 雷納.齊特曼(Rainer Zitelmann)著; 廖桓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8896 拿得起放不下的有趣日本史 古市憲壽作; 賴詩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8964 概念股夯什麼?從零開始的IT圖鑑 三津田治夫監修; 岩崎美苗子內文;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8995 1%的努力,贏過99％的人 西村博之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015 名師這樣教 化學秒懂 拉法艾拉.克雷先茨(Raffaella Crescenzi), 羅伯托.文森茨(Roberto Vincenzi)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039 婦科女醫的私密門診= 膣の女子力_女医が教える「人には聞けない不調」の治し方駒形依子著; 高佩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046 說真話不得罪人的方法 野野村友紀子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053 猶太人的智富思維= 유대인 창의성의 비밀 베스트보다 유니크를 지향하라洪益熹著; 邱麟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107 終於,我可以舒服的怕生 午堂登紀雄作;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114 賺錢公司的採購學: 產品要想賣得好,先得買得好。懂採購,獲利比銷售賺更多,下一個高階主管就是你。肖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2176 AI分析,前5％菁英的做事習慣: 18,000名工作者行為大解析,找出「成為菁英」的最省力方法越川慎司著;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190 華爾街教父回憶錄 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 瑪喬麗.賈尼斯(Marjorie Janis), 伊萊恩.塞弗(Elaine Safer)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237 好人主管的狡猾管理學: 我自己來做還比較快?難怪你老是替部屬收爛攤,當主管該有的心理素質,要從狡猾開始。井上和幸著; 劉錦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2299 賺錢公司也會倒閉！讀財報最常犯的40個誤解古田圡滿作;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305 時間醫學調理法: 免吃補就有精氣神,遠離三高、憂鬱、糖尿病= 最高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を引き出す習慣術大塚邦明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350 養股,我提早20年財富自由 黃嘉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2381 20秒電梯簡報 小杉樹彥作; 黃怡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398 7天救回國中英文= 覚えやすい順番て(゙7日間)学ひ直゙し中学英語岡田順子著; 陳琇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404 10天救回高中英文= わかりやすい順番で(10日間)学び直し高校英語岡田順子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459 奧客退散 島田直行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527 領導不需要頭銜 少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718 倦怠,為何我們不想工作 波波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725 大師級Excel取巧工作術: 一秒搞定搬、找、換、改、抄,資料分析一鍵結果就出來,對方秒懂、服你專業。望月實, 花房幸範著; 邱惠悠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0398 阿當,這隻貪吃的貓 亞平文; 李憶婷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09707 一百萬個親親(特別版) 諶淑婷文; 詹廸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9721 紅鼻子 劉清彥文; Mori三木森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9738 紅鼻子 劉清彥文; Mori三木森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769 神跳牆. 卷一, 初戰風禾島 顏志豪文; An Chen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09776 神跳牆. 卷二, 攻占遊戲島 顏志豪文; An Ch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783 如數家珍,成語諺語大集合! 王家珍文; 鄭潔文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2579 會畫直線就會寫: 直線寫字練習法 不用點、撇、捺也能寫出美文字愛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209 超Q萌!羊毛氈可愛造型小物: 可擦、可洗95款超療癒創意小幫手= Mascot cleaner森岡圭介編著; 呂宛霖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223 就愛那抹綠!抹茶時光: 輕食x飲品x冰品x甜點,38種甘醇微苦的美味提案肥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230 一學就會!用鋼筆畫創意插畫手帳= Creative Layout designAnit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247 一學就會!用鋼筆畫可愛生活插畫= Lovely illustrationAnita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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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278 美文字の日文練習帖: 基礎50音x常用單字x名人佳句,快速打好日文根基愛生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285 超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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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292 抗癌常備菜202道: 天天這樣吃,戰勝癌細胞 劉金英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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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736 Demon inside. 虛空的回音 Jeff Wong漫畫主筆; Jeff Wong, C. T. Yen漫畫編劇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770743 Code H PIG3rd, Noki漫畫; Noki編劇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山海文化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大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上品生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也是文創



9789866245053 My dear Ak' i, please don't be upset by Faisu Mukunana; translator Yao-Chung Tsao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42999 沙丘= Dune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顧備,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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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沛郁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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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106 台灣總統選舉 小笠原欣幸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113 學術這條路: 大學崩壞下,教師的危機與轉職之路戴伯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120 沙丘: 沙丘之子= Children of dune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老光,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137 沙丘: 異端= Heretics of dune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魏晉,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144 沙丘: 神帝= God emperor of dune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劉未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151 沙丘: 救世主= Dune: Messiah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蘇益群,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205 沙丘: 聖殿= Chapterhouse: dune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張建光, 甄春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311 沙丘(書盒版)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顧備, 蘇益群, 老光, 劉未央, 魏晉, 甄春雨,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62342 沙丘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著; 顧備, 蘇益群, 老光, 劉未央, 魏晉, 甄春雨,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3252 功夫上手: 傳統內功太極拳拳學筆記 陳耀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269 功夫架: 太極拳實用訓練 朱利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276 吳式太極拳八法 張全亮, 馬永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3283 會練會養得真功 邵義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290 三十七式太極拳: 勁意直指 張耀忠, 張林, 厲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313 五運六氣: 黃帝內經天文曆法基礎知識 田合祿, 王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320 奇正縱橫明經絡 丁宇, 方芳, 李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337 施今墨對藥臨床經驗集 呂景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2209 浴室好朋友: 肥皂與朋友們的浴室日常 小島動畫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2216 失智者的美好一天: 友善環境設計 理查.弗萊明(Richard Fleming), 蔡淑鳳文; 小島動畫圖初版 平裝 2

9789860642223 A perfect day for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what dementia friendly environmental design can do?author Richard Fleming, Shwu-Feng Tsay; illustrated by Island Animation1st ed.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44659 媽媽是天使 黃郁欽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44666 建立孩子思辨能力的第一套橋梁書. 1, 原來大家都不一樣哲學新媒體, 公羊兄(朱生亦), 蘇子媖作; 林孜育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673 建立孩子思辨能力的第一套橋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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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孜育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680 建立孩子思辨能力的第一套橋梁書. 3, 為什麼要「合作」？哲學新媒體, 公羊兄(朱生亦), 蘇子媖作; 林孜育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697 建立孩子思辨能力的第一套橋梁書. 4, 為什麼要感謝別人？哲學新媒體, 公羊兄(朱生亦), 蘇子媖作; 林孜育繪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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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真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544789 新來的同學 傑瑞.克萊福(Jerry Craft)作; 劉清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819 解碼科學好好玩= Can you crack the code?: a fascinating history of ciphers and cryptography艾拉.施瓦茨(Ella Schwartz)作; 莉莉.威廉斯(Lily Williams)繪; 竹蜻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826 解碼科學好好玩 艾拉.施瓦茨(Ella Schwartz)著; 竹蜻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44833 新來的同學 傑瑞.克萊福(Jerry Craft)著; 劉清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8544840 偵探莎莉的世界大冒險 雅各布.魏格流士(Jakob Wegelius)著; 林敏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4857 迷路的喵喵= ふたりのねこ Higuchi Yuko著;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44864 好長好長的貓媽媽= ながいながい ねこのおかあさんQ-rais著; Higuchi Yuko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710141 武侯出師表(岱江楷書) 蔡季男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眾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小島動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9789573710158 武侯出師表(岱江隸書) 蔡季男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710165 蘇軾赤壁賦(岱江楷書) 蔡季男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4218 產經趨勢總覽. 2021 梁寶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844232 東協台商一千大調查. 2021: 新東協.新台商.新機會陳駿逸, 朱漢崙, 陳碧芬, 呂清郎, 孫彬訓, 魏喬怡, 黃惠聆, 陳欣文, 林憲祥, 柯宗沅, 蘇嘉維, 彭暄貽, 袁顥庭, 劉馥瑜, 袁延壽, 吳筱雯, 鄭淑芳, 涂志豪, 劉朱松, 翁毓嵐, 呂佳恩, 林淑惠, 陳彥綺, 杜蕙蓉, 張佩芬, 陳衣怜, 李青縈採訪撰稿; 梁寶華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6393 大貓總裁的婚後日常 莫心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35005 大貓總裁的婚後日常 莫心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35029 隱秘暗戀= Secret love 卡列夫司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9756 这是我的,才不要分给你!: 快乐分享更好玩 Fun House师资团队编; 沛吉绘 平裝 1

9789863019763 哼!爱生气: 有話好好說不生气 Fun House师资团队编; 沛吉绘 平裝 1

9789863019800 星座美少女. 5, 貓眼石項鍊的奇幻魔法 碰碰腦創意工作室作; 李貝貝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17 深海龍族 Wilson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24 羽球王子. 4, 蓄勢待發 李國靖, 蔡詩中作; 疾風社團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31 星座美少女. 6, 變身鈴鐺的勇氣魔法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李貝貝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48 烈焰森林驚魂記 陳葆元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55 阿公讲鬼: 魑魅 蓝橘子作 平裝 1

9789863019862 星座美少女. 7, 傲嬌女王的魔力耳環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李貝貝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79 羽球王子. 5, 突破重圍 蔡詩中作; 疾風社團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86 奇幻漂流島 陳葆元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893 星座美少女. 8, 閃耀寶石的魔法護盾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李貝貝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909 火線大爆炸 慢漫畫工作室作; 葉卓勇, 慢漫畫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916 等我回家的你(簡體字版) 志铭与狸猫著 平裝 1

9789863019923 決戰帝王 文煌, 周文杰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930 天上总会有云,但你才是天空 刘轩著 平裝 1

9789863019947 星座美少女. 9, 神祕小屋的魔咒蛋糕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李貝貝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954 羽球王子. 6, 蓄積戰力 蔡詩中作; 疾風社團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961 極祕設定集 文煌, 周文杰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978 出動!醫療機器人 熱血同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9985 星座美少女. 10, 逆轉時光的奇幻帽針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萬漫慢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23 你,很好: 接受过去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 艾尔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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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2783 50年老中醫秘傳精粹辨症藥方 謝英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1975 李時珍的中草藥筆記 謝宇, 裴華作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951999 壞日子總有個期限 麥潔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607 24節氣養生食方 中國養生文化研究中心作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0622614 24節氣養生藥方 中國養生文化研究中心作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0622645 肌膚的事,讓專業的來!: 謝旭東醫師教你正確護膚,讓你晶瑩透亮謝旭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652 黃帝內經精要九講 馬烈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9710 糖尿病,你吃對了嗎?: 營養科醫師的飲食調養黃金法則,讓你安全、有效、快速穩定血糖陳偉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大麥國際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工商財經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魚乾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7507 哈克歷險記 馬克.吐溫著; Eason繪圖 平裝 1

9789869907514 唐詩宋詞90首 吳秉真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07521 木偶奇遇記 卡洛.科洛迪著; Eason繪圖 平裝 1

9789869907538 唐詩宋詞90首 吳秉真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907545 綠野仙蹤 弗蘭克.鮑姆(Frank Baum)著 平裝 1

9789869907552 三疊紀恐龍圖鑑大百科 邢立達, 韓雨江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1436 靈擺療法實用指令 艾力克.杭特(Erich Hunter), 王慧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443 前世業力清理法= Meet your karma: the healing power of past life memories雪莉.凱爾(Shelley A. Kaehr)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450 男孩情緒教養= Boy talk 瑪麗.寶絲林區(Mary Polce-Lynch)著; 劉凡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1467 鳳凰城之光UFO的化身: 雅耶奧星的艾叔華傳訊紀錄= Avatars of the phoenix lights UFO: Ishuwa and the Yahyel肖恩.斯旺森(Shaun Swanson), 傑佛森.維斯卡迪(Jefferson Viscardi)作; 星光餘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474 王道瑜伽: 身心靈全方位實修的八肢瑜伽法= The royal path: practical lessons on yoga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作; 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481 情緒自癒: 七種常遇心理傷害與急救對策= Emotional first aid: healing rejection,guilt,failure,and other everyday hurts蓋.溫奇(Guy Winch)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498 控制型伴侶: 干涉、限制、貶低,你值得更健康以待的關係= Invisible chains: overcoming coercive control in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麗莎.馮特思(Lisa Aronson Fontes)著; 童貴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1504 超基因零極限: 情緒、飲食、睡眠,哈佛教授的身心整合養生法= Super genes : unlock the astonishing power of your DNA for optimum health and well-being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魯道夫.譚茲(Rudolph E. Tanzi)著; 駱香潔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1511 精神健康中醫講堂: 心身醫學與形、氣、神的自我調理精要李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528 圖解百字明 張宏實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1535 能量淨化全書: 迅速啟動個人與居家的氣場結界= Spiritual cleansing: a handbook of psychic protection德拉賈.彌卡哈里(Draja Mickaharic)著; 繆靜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542 魔法蠟燭寶典: 金錢、愛情、療癒,實現28種人生願望= Practical candleburning rituals: spells and rituals for every purpose雷蒙德.巴克蘭(Raymond Buckland)著; Sad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597 凱龍星的療癒力量: 你的靈魂痛點,心理占星都知道= The Chiron effect: healing our core wounds through astrology,empathy,and self-forgiveness麗莎.塔希爾(Lisa Tahir)著; 王冠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610 人類圖財賦密碼 林福益(Alex L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627 雷諾曼卡占卜聖經= The essential Lenormand: your guide to precise & practical fortunetelling芮娜.喬治(Rana George)著; 范章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658 盧恩符文占卜自學手冊: 釐清煩惱、了解他人、尋求指引,30天連結高我= Rune reading your life: a toolkit for insight,intuition,and clarity迪蕾妮雅.黛薇絲(Delanea Davis)著; 謝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689 圖解無上瑜伽: 金剛乘脫離輪迴的最高修行密法(暢銷經典版)張宏實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1696 天使靈氣療癒入門: 啟動內在的神性修復本能 黃靖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1702 獨角獸能量療癒: 七次元純淨之光,啟動靈性十二脈輪= The magic of unicorns: help and healing from the heavenly realms黛安娜.庫珀(Diana Cooper)著; 非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2083 轉個彎: 星球麋鹿 轉個彎(楊婉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45784 賺錢,再自然不過: 心理學造就90%股市行情,交易心理分析必讀經典馬克.道格拉斯(Mark Douglas)著; 劉真如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11678 熄燈後請不要翻牌-塔羅祕典 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1791 盛夏之死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1890 畫出心中所見 查爾斯.雷德作; 陳琇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1906 假面的告白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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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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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11999 長線投資獲利金律 艾德加.羅倫斯.史密斯作; 吳書榆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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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庭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1094 侏儒的話 芥川龍之介作; 銀色快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155 維榮之妻 太宰治作; 陳系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230 超越祖魯法則: 瞄準成長股的超人利潤,散戶選股策略經典= Beyond the Zulu principle: extraordinary profits from growth shares吉姆.史萊特(Jim Slater)作; 陳鴻旻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41261 祖魯法則: 買進飆股不求人,英國股神史萊特轟動金融圈的經典投資祕笈= The Zulu principle:making extraordinary profits from ordinary shares吉姆.史萊特(Jim Slater)著; 劉道捷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41278 錯不在我=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bad decisions,and hurtful acts卡蘿.塔芙瑞斯(Carol Tavris), 艾略特.亞隆森(Elliot Aronson)作; 温澤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1308 華頓商學院的情緒談判課 莫麗.塔荷瑞波(Morvarid Taheripour)作; 周怡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1353 交易聖經. 2: 蛻變頂尖市場作手的終極祕鑰= The universal tactics of successful trend trading: finding opportunity in uncertainty布倫特.潘富(Brent Penfold)著; 李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橡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小雅文創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智文化



9789860741377 三島由紀夫文學傑作必讀套書 三島由紀夫著;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41384 羅生門: 人性本相的地獄書寫,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典藏紀念版)芥川龍之介著; 林皎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391 複利的喜悅= The joys of compounding: the passionate pursuit of lifelong learning, revised and updated高塔姆.巴伊德(Gautam Baid)作; 高英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1414 莊家優勢: MIT數學天才的機率思考,人生贏家都是機率贏家= The house advantage: playing the odds to win big in business馬愷文(Jeffrey Ma)著; 林麗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41438 離人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41469 超值投資 杜白.卡萊爾(Tobias E. Carlisle)作; 劉道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544 祖魯法則(實現你的300％獲利典藏套書)(祖魯法則+超越祖魯法則)吉姆.史萊特(Jim Slater)作; 劉道捷, 陳鴻旻譯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41582 量化行銷時代(1+2典藏套書):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營團隊都在做,15個關鍵行銷計量指標,5步驟把你的「行銷效益」變得清晰可見馬克.傑佛瑞(Mark Jeffery), 珍娜.德里斯科爾.米勒(Janet Driscoll Miller), 茱莉亞.林(Julia Lim)著; 高英哲, 黃庭敏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41599 三島由紀夫人生講座套書 三島由紀夫著; 劉子倩, 邱振瑞譯 三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01418 一次考上地政士專業證照(專業科目+國文) 陳椿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1876 國貿業務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得分寶典 吳怡萱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2026 基礎服裝製作(適用女裝丙級檢定) 葉立誠, 邱玉慈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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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2170 就業服務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202354 就業服務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題庫寶典 黃皇凱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2484 企業管理大意(內勤) 陳金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2491 高普會計學數位課程 歐欣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2507 會計學(含概要): 記帳士 賦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2514 警專國文滿分這樣讀數位課程 廖筱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2576 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 翊銜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202590 英文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2606 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攻略 賴祖兒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2613 英文閱讀與寫作測驗統測(歷年試題+模擬考) 吳熙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2620 機械製造(歷年試題+模擬考) 盧彥富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2842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數位課程舒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3030 基本電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陸冠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3184 機械製造完全攻略 盧彥富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3191 飲料實務統測(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3191 飲料實務統測(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3207 會計學統測(歷年試題+模擬考) 陳智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3580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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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4143 數位邏輯設計完全攻略 李俊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150 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林志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204167 會計學完全攻略 梁若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228 機械基礎實習完全攻略 劉得民, 蔡忻芸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426 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433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程馨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4440 飲料實務(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457 觀光餐旅業導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高芬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464 英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471 餐飲服務技術(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488 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501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204600 商業概論完全攻略(四技二專) 王志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617 電工機械(含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程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624 國文完全攻略 李宜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631 國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邱鉦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723 電子學(含實習) 完全攻略 陸冠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730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204747 主題式土木施工學概要高分題庫 林志憲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204778 數位邏輯設計(歷年試題+模擬考) 李俊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846 國文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204877 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5204884 國文(論文寫作)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4891 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帥,林柏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907 經濟學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921 餐飲服務技術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938 主題式測量學(含概要)高分題庫 林志憲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204945 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杜雅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03 電子學(含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10 數學(C)工職完全攻略 高偉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27 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完全攻略 李軍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34 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黃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65 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何曜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96 機械力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湯齊, 杜主, 李國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23136 光輝歷程: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六十年 曹必宏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264 工業機器人整合系統與模組化 李慧, 馬正先, 馬辰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325 金屬粉床雷射光增材製造技術 魏青松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356 焊接機器人技術 陳茂愛, 任文建, 閆建新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370 電動汽車主動安全駕駛系統 田彥濤, 廉宇峰, 王曉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387 動態系統運行安全性分析與技術 柴毅, 張可, 毛永芳, 魏善碧 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479 鋰離子電池電極材料 伊廷鋒, 謝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6210 幻鏡山水: 宋璽德個展= Mirror the Illusional Landscape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5730 輕聲細語: 柯啟慧金屬工藝創作= Whisper 柯啟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5716 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第12屆 謝智玲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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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9510 杀劫 唯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27 看不见的西藏 唯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34 听说西藏 唯色, 王力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41 西藏记忆 唯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58 名为西藏的诗 唯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65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王力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72 递进民主 王力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89 黄祸(新世纪版) 王力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596 天葬 王力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602 西藏火凤凰: 献给所有自焚藏人 唯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9800 台女 李昭融, 登曼波, 林建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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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送存冊數共計：57

千華駐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象藝術空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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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9824 中醫到底行不行 杜李威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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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49855 搖擺時代= Swing time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9916 大小兄弟= Grand et petit 亨利.莫尼業(Henri Meunier)著; 尤安娜.康哲友(Joanna Concejo)繪;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9923 成為洞穴 川貝母作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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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9947 幸福路上 宋欣穎原作; 羅荷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49954 告別失智 林錦堂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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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9978 經絡解密. 卷六 沈邑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9985 每天最重要的2小時: 神經科學家教你5種有效策略,打造心智最佳狀態,聰明完成當日關鍵工作= Two awesome hours: science-based strategies to harness your best time and get your most important work done喬許.戴維斯(Josh Davis)著; 李芳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49992 先養狗,然後......養了貓 谷口治郎作; 高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048 蘭花絮語 黃湘玲著; 黃湘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055 辛波絲卡.人生拼貼= WISLAWA SZYMBORSKA, SI DA IL CASO CHE IO SIA QUI愛麗絲.米蘭妮(Alice Milani)著.繪; 林蔚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093 瘟疫= La peste 卡繆(Albert Camus)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109 正義者= Les justes 卡繆(Albert Camus)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147 專家之路: 從學徒到大師 羅傑.倪朋(Roger Kneebone)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154 鯨豚記 金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208 花 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215 精神病院= A mental home and other poems 鯨向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468320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著; 梁永安,傅凌,白裕承 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20643 101句公式打通英文口說力 黃雅琦(曼蒂)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983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附模擬檢定4回測驗題: 新百寶箱N3楊淑真, 徐如姝, 洪春梅編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2089 大家的日本語: 小説ミラーさん 横山悠太著 第1版第3刷 精裝 1

9789863212096 大家的日本語: 小説ミラーさん. II 横山悠太著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3726 用故事說葡萄酒 翁建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3733 眠床佇佗位: 那些深刻在生命裡的故事 陳阿月作; 蘇寬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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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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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93070 \發明之書 凱瑟琳.巴爾, 史蒂夫.威廉斯文字; 艾米.赫斯本繪圖; 周怡伶翻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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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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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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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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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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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261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9, 科學偵探vs.暴走的AI. 下集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智章著; 木木(KIKI)繪;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278 幽靈貓福子. 2, 暗黑魔女的咒語 廣嶋玲子文; 薔薇松瞳圖;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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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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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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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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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大新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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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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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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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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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4

9789865593407 全面啟動大腦學習認知力: 兒童精神科醫師專業打造訓練遊戲宮口幸治作; 李彥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414 幽靈貓福子.3, 召喚魔法的少年 廣嶋玲子文; 薔薇松瞳圖;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445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系列. 番外篇 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智章作; 木木(KIKI)繪;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93469 看漫畫學小學英語: 自學&預習&複習,扎根英語基礎實力!學研Plus編著; 入江久繪漫畫; 吳嘉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476 10歲開始自己學管理金錢: 賺錢、存錢、花錢、增值的理財知識八木陽子監修; 詹慕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483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大樓 鹿島建設株式會社監修; 李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93483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大樓 鹿島建設株式會社監修; 李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93544 男孩都是外星人: 全世界最簡單易懂的男孩性教育野島那美作; Kayoko Abe繪; 伊之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629 如果動物要上學 安.懷特福德.保羅文; 大衛.沃克圖; 汪仁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93674 「幽靈貓福子」系列 廣嶋玲子文; 薔薇松瞳圖;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93681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1, 遠古時期至魏晉南北朝曹若梅作; 久久童畫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698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2, 隋唐時期至清康乾盛世曹若梅作; 久久童畫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704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3, 晚清衰敗至中華民國成立曹若梅作; 久久童畫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711 漫畫中國歷史關鍵時刻 曹若梅作; 久久童畫工作室漫畫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93728 好奇孩子大探索: 變態‧變身‧變異!我們是機智的海洋生物鈴木香里武作; 友永太郎繪; 張東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735 Power English: phonics自然發音法學習繪本 林素娥(Su-O Lin), 大衛.杜(David Doyle)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93742 (STEAM啟動)發明俱樂部. 1, 嶄新的發明時代來臨!栗原吉治文.圖;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759 (STEAM啟動)發明俱樂部. 2, 飛向變化多端的世界!栗原吉治文.圖;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926 對抗病毒不能輸: 即刻出動！元氣超人防衛隊 上田滋子文.圖; 李彥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93933 好奇孩子大探索: 真的假的?原來植物這麼酷 菅原久夫監修; 白井匠, 栗原崇繪圖; 李彥樺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940 忍者猿飛須助: <<忍者學校>>前傳 宮西達也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93957 5分鐘孩子的邏輯思維訓練(成為高手): 腦力全開35題活用5大思考迴路索尼國際教育(Sony Global Education)作; 李彥樺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3988 5分鐘孩子的邏輯思維訓練(輕鬆上手+得心應手+成為高手): 腦力全開35+35題活用5大思考迴路索尼國際教育作; 李彥樺翻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4575 明清國家檔案: 那些影響歷史發展的重大案件 楊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3642 沉睡的帝國. 三, 權臣的上位鬥爭與朋黨派系之患王若, 蔣重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3659 沉睡的帝國. 四, 藩鎮割據之亂與新政舊制衝擊的悲歌趙東艷, 張志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675 失能旅社= Hostel of lost function Gami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49682 法國美食傳奇= The food of France 韋弗利.魯特(Waverly Root)作; 傅士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7808 內褲外穿. 1, 那些活出自己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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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822 手槍女王: 一個從業人員的真情告白 涼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7510 速讀公職國營歷年高頻英文字彙 洋碩美語編著; Malone Kao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9422 公職考試講重點(資料結構) 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953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土壤力學(含土壤力學概要)).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程峻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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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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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9668 公職國營講重點(電力系統) 林力, 李元編著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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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 羅文, 陳峻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9842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要). 2021(105-109年試題)(測驗題型)張逸, 羅文, 陳峻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9880 郵政考試講重點(郵政三法大意) 湛址傑, 湛伸彥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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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9965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人力資源管理). 2021(101-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趙敏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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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碩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9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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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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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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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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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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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7917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含資訊管理、資訊管理概要、資通安全概要、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概要)). 2021(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棋, 吳鋼, 高進, 楊智, 羅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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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79213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資訊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年試題)Jacob Wu, 吳鋼, 李華, 林偉, 高進, 栗絲, 張逸, 陳峻楓, 程功, 楊華, 紫彤, 羅文, 蘇菲編著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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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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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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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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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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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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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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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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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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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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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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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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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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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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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79411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法學大意). 2022(106-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廖國洪宏,鄭瑋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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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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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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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79459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大意). 2022(105-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魏合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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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79497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 熱力學(含熱工學、熱力學與熱傳學)(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禾, 李祥, 姜伯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503 國營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共同+專業(104-109年試題)Jacob Wu等作 ⼀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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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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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79558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機械類)共同+專業(104-109年試題)Jacob Wu等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565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財會類)共同+專業(104-109年試題)Jacob Wu等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572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儀電類)共同+專業(104-109年試題)Jacob Wu等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589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 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共同+專業(104-109年試題)Jacob Wu等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596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程逸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602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地方自治概要)(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文遠等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619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 文遠等著文遠等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626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計學概要))(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Szarnya等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633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程逸著 ⼀版 其他 1

9789865479640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概要)(99-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蔡宏恩等著 ⼀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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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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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伸彥編著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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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3502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經濟學)(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 2021王喆, 牧翰, 周詳, 張天啟, 張智凱,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031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心理學(含心理學概要))(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心作 ⼀版 其他 1

9789860735079 工程數學寫真秘笈: 研究所講重點 周易編著 九版 平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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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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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185 經濟魔法書秘笈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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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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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666 研究所講重點(電磁學與電磁波的理論及應用) 李長綱編著 十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35727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概要). 2021(100-109年試題)(測驗題型)謝望民, 宏海, 高聞, 高士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94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學(含行政學概要)).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 高聞, 衛彬, 高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956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含公共管理概要)). 2021(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 高聞, 高士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963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政策). 2021(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 衛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97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政治學(含政治學概要)). 2021(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 高聞, 衛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987 研究所講重點(征戰電子學) 劉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35994 生產與作業管理 李昊, 徐明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4005 研究所講重點(線性代數(含歷屆經典試題解析))林緯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04012 研究所講重點(線性代數(含歷屆經典試題解析))林緯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04029 研究所講重點(電磁學與電磁波的理論及應用) 李長綱編著 十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04036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表解(含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準)沈子勝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6267004043 火災學大補帖 吳喨生, 潘日南, 連和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4067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國文). 2022(103-110年試題)李華, 王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050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政法概要)). 2022(100-110年試題)陳理, 程揚, 鄭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098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英文). 2022(108-110年試題)Jacob Wu, 楊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104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經濟學概要). 2022(100-110年試題）王達昌, 周詳, 楊莉, 牧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111 關務特考2022試題大補帖(英文)(103-110年試題)Jacob Wu, Sarah, 楊華, 葛瑞, 凱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128 財務管理學實戰BOOK 張翔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04159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含公共管理概要))(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 高聞, 高士奇, 禾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04166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政治學(含政治學概要))(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謝望民, 衛斌, 高聞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0418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電路學). 2022(106-110年試題)張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197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電子學). 2022(108-110年試題)劉承, 劉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10 關務特考2022試題大補帖(法學知識)(103-110年試題)陳理, 廖國宏, 鄭瑋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04227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法學知識). 2022(103-110年試題)陳理, 廖國宏, 鄭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34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22(108-110年試題)詹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41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3,土木所、環工所). 2022(108-110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58 公職考試講重點(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 洪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700426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電研所). 2022(108-110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7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線性代數). 2022(108-110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8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4,化工所). 2022(105-110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9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2,機械所). 2022(108-110年試題)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326 財務管理學實戰BOOK 張翔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04364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管理學). 2022(108-110年試題)楊逍, 趙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371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運轉維護類(機械修護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林聰, 李華, 楊華, 紫彤, Jacob Wu, 栗絲, 葛瑞, 蘇菲, 周哲揚, 程東, 徐明, 祝裕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401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林聰, 李華, 紫彤, 楊華, Jacob Wu, 葛瑞, 栗絲, 蘇菲, 鄭瑋, 陳理, 廖國宏, 謝望民, 高聞, 楊逍, 趙敏, 張承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43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離散數學). 2022(108-110年試題)林緯, 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463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配電線路維護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林聰, 李華, 楊華, 紫彤, Jacob Wu, 栗絲, 葛瑞, 蘇菲, 周哲揚, 程東, 徐明, 陳澤, 余宏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470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機運轉維護類(電機修護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林聰, 李華, 楊華, 紫彤, Jacob Wu, 栗絲, 葛瑞, 蘇菲, 陳澤, 孫廷, 余宏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487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儀電運轉維護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林聰, 李華, 楊華, 紫彤, Jacob Wu, 栗絲, 葛瑞, 蘇菲, 陳澤, 鄧茗, 余宏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494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變電設備維護類(輸電線路維護/工程類、變電工程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林聰, 李華, 楊華, 紫彤, Jacob Wu, 栗絲, 葛瑞, 蘇菲, 曾誠, 蔡宏恩, 陳澤, 孫廷, 余宏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531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3, 經濟所). 2022(108-110年試題)王達昌, 牧翰,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55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1, 企研所). 2022(108-110年試題)牧翰,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56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 財金所). 2022(108-110年試題)牧翰,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10917 0.1%的人贏在溫暖說話術: 這年頭,真心的實話易誤解,見人說對話事才能成!山崎拓巳作;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948 75張圖看懂均線波動: 買對趨勢,讓投資勝率提高100%!= 移動平均線 究極の読み方.使い方小次郎講師著; 李貞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979 業務之神的問答術: 用提問避開拒絕,讓業績從0到千萬!= 売れる営業の「質問型」トーク 売れない営業の「説明型」トーク青木毅著; 賴惠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10986 一小時學會TED的回話藝術: 為何賈伯斯、歐巴馬臨時被叫上台,還能應答如流呢?李真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025 阿甘財報課: 選股不難,我用一張圖表教你挑出獲利又誠實的好公司!= 財務3表図解分析法國貞克則著; 李友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070 哈佛教你32天學會大腦整理: 從科學理論、故事案例到親身經驗,每天上一堂認識自己的大腦思考課!韋秀英作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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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564186 世界最強顧問的6堂說話課從重點開始說: 重新排列你的「說話順序」,讓對方聽得頻頻說好!田中耕比古作;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193 你的聲音傳多遠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30秒打動人心的超級演講課林開平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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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564230 LINE、星巴克教你成為1%的賺錢公司: 只要學會一個動作,就能創造10倍的驚人成長!村井直志作; 石學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247 日本股神教你長線&當沖賺二億 工藤哲哉作; 林信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254 麥肯錫教你如何談判的說話課: 16種方法讓對手卸下武裝,一起把利益的餅做大!寧姍作 平裝 1

9789865564261 給主管的商用簡報Excel教科書(全圖解) 龍逸凡, 王冰雪作 平裝 1

9789865564308 手繪300張圖讓你看懂富顧客的極度購物: 為何金牌行銷總能第一眼看穿顧客內心,下一步就讓他買單?何聖君,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8

送存冊數共計：109

大樂文化



9789865564315 300張圖學會K線實戰: 股票、期貨或匯率,都能用一張線圖賺波段!龍飛著 平裝 1

9789865564339 實戰冠軍E大教你用220張圖學會K線籌碼: 本益比評價法+E式技術面分析,篩選獲利100%的成長股!傅鈺國著 平裝 1

9789865564469 海期刀神的60分K獲利術: 一小時學會「均線與斜率」,賺100%的致勝雙刀流!刀神作 修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882 車子大變身五巧板遊戲書 柏原晃夫文.圖; 林宜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899 貓咪大變身六巧板遊戲書 柏原晃夫文.圖; 林宜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7032 月亮晚安 瑪格麗特.懷茲.布朗(Margaret Wise Brown)文; 克雷門.赫德(Clement Hurd)圖; 黃迺毓譯三版 精裝 1

9789577627094 蘋果樹小女巫: 保衛磨坊大作戰 薩比娜.斯塔丁(Sabine Städing)文; 薩賓娜.比希納(SaBine Büchner)圖; 張懌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7131 探索科學的孩子 貝特朗.菲述(Bertrand Fichou), 馬克.貝尼耶(Marc Beynie)文; 巴斯卡.勒麥特(Pascal Lemaitre)圖; 李旻諭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89557 大貶值= The great devaluation 亞當.巴拉塔(Adam Baratta)著; 鄭婉伶, 鄭依如, 王婉茜, 陳羿彣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564 邏輯思維基本概念: 理性決策的各種思考工具 謝志高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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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595 邏輯思維基本概念: 理性決策的各種思考工具 謝志高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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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618 數位產品設計心理學: 好介面做了什麼,讓使者用改變行為模式?艾米.布秋(Amy Bucher)著; 張小蘋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429 印稿雅集 柳秉聞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050 簡約人生 禪韻無窮 禪和尚本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067 放過自己 海闊天空 禪和尚本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074 修學人生 吃飯開始 禪和尚本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081 攝心守意 眼觀何處 禪和尚本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532 水墨漢字繪本套書(注音版) 保冬妮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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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487329 魔法樹. 3: 救救遠遠樹 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著; 林小杯繪;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435 金魚男孩 麗莎.湯普森(Lisa Thompson)著; 麥克.羅利(Mike Lowery)繪; 陳柔含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596 墓園女孩 麗莎.湯普森(Lisa Thompson)著; 陳柔含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0487626 依戀理論三部曲 約翰.鮑比(John Bowlby)著; 汪智豔等人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487671 人間遊戲: 拆解日常生活每一個互動、每一段對話中的真實密碼= Games people pla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relationships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劉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0118 不要跟我說話!= 나한테 인사하지마! 辛復男文.圖; 莫莉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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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綺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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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羽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149 下陣雨了= 소나기가 내렸어 尹貞美文.圖; 陳慧瑜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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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野桃圖; 黃姿頤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163 失控的地球氣候= A climate in chaos 尼爾.雷登(Neal Layton)文.圖; 范媛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170 我說我不想,是因為我會怕 尼亞爾.布雷斯林(Niall Breslin)作; 希娜.鄧普斯(Sheena Dempsey)繪; 賴潔林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187 關掉電視,找找鳥兒在哪裡 溫達.舒爾蒂(Wenda Shurety)文; 哈里特.霍布戴尼(Harriet Hobday)圖; 巫芷玲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墩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趣創意延展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寫



9789865570194 謊言小怪獸別抓我 伊莎貝拉.芭亞(Isabella Paglia); 張家葳(Nelly Chang)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200 愛告狀的響尾蛇 艾希莉.巴特里(Ashley Bartley)文; 布萊恩.馬丁(Brian Martin)圖; 張家綺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217 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 Hop op zwemles 艾絲特.凡登伯格(Esther van den Berg)文.圖; 巫芷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224 我找到不怕黑夜的方法了= Fanny et la nuit 梅莉斯.多弗漢(Maylis Daufresne)文;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范堯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231 糟糕!吵到鄰居了= 쿵쾅!쿵쾅! 李妙信文; 鄭鎮姬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248 不要跟我說話! 辛復男(신복남)著; 莫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255 謊言小怪獸別抓我! 伊莎貝拉.芭亞(Isabella Paglia)文; 保羅.伯耶蒂(Paolo Proietti)圖; 張家葳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262 這個世界有多大?= How big is the world? 布麗塔.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文.圖; 賴潔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279 三隻小豬= Los tres cerditos 何塞.巴列斯特羅斯(Xosé Ballesteros)文; 馬爾科.索瑪(Marco Somà)圖; 范媛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286 我的大祕密和小祕密= Les petits et les (trop) gros secrets米蓮.維諾(Mylen Vigneault)圖; 默德.侯桀(Maud Roegiers)圖; 巫芷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293 我找到不怕黑夜的方法了 梅莉斯.多弗漢(Maylis Daufresne)文;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范堯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309 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 艾絲特.凡登伯格(Esther van den Berg)著; 巫芷玲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316 糟糕!吵到鄰居了 李妙信(이묘신)文; 鄭鎭姬(정진희)圖; 魏嘉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323 你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說話！= 나는 깡통이다 白色運動鞋作; 陳慧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330 不要再滑那個笨手機了!= Turn off your silly phone!史蒂芬.梅茨格(Steve Metzger)文; 吉兒.杜賓(Jill Dubin)圖; 黃婷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347 你的家裡有哪些人?= Et toi,ta famille? 夏樂.貝利埃(Charlotte Bellière)文; 伊恩.德挨伊(Ian De Haes)圖; 張家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354 噓!這是祕密! 米蓮.維諾(Mylen Vigneault)文; 默德.侯桀(Maud Roegiers)圖; 巫芷玲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361 今天也謝謝你= 오늘도 고아워 尹汝林文; 李美靜圖; 黃子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385 擠不進書本裡的長頸鹿= Žirafa netelpa į lapą 雷蒙達斯.尤爾蓋蒂斯(Raimondas Jurgaitis)文; 戴紐斯.舒克斯(Dainius Šukys)圖; 賴潔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415 不要再滑那個笨手機了! 史蒂芬.梅茨格(Steve Metzger)文; 吉兒.杜賓(Jill Dubin)圖; 黃婷涵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422 你的家裡有哪些人? 夏樂.貝利埃(Charlotte Bellière)文;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張家葳(Nelly Chang)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439 你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說話! 白色運動鞋(흰운동화)文.圖; 陳慧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453 地球生病了,我們可以怎麼幫他? 尼爾.雷登(Neal Layton)文; 范媛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460 就算不完美,妳還是我最愛的媽媽 尹汝林(윤여림)文; 李美靜(이미정)圖; 黃子玲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477 擠不進故事書裡的長頸鹿 雷蒙達斯.尤爾蓋蒂斯(Raimondas Jurgaitis)文; 戴紐斯.舒克斯(Dainius Šukys)圖; 賴潔穎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855 高王觀世音真經: 附:心經、真佛經、摩利支天經、大悲咒、尊勝咒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522 上師蓮花足下的甘露 Carnamrtam原著; 阿闍黎.蘇吉特.庫瑪(Acarya Sujit Kumar)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0706 民事訴訟法 精修 張彥博編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1604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 蔡裕樹編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4097 火沒了 Dr. M文; Shiny Shoe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0673807 好想吃冰淇淋 Dr. M文; Shiny Shoe圖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762 刀藝雙馨: 宋崗藝術創作特輯= Sung Kang art special collection宋崗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醫囝囡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廿八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總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謙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130 重新愛上另一半: 掌握再婚10大關鍵,有效溝通、修復衝突,讓感情持續加溫泰瑞.加斯帕德(Terry Gaspard)作; 劉碩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10147 免除疾病 陳潮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10154 小耳朵 小石.強納森, 湯婷婷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0610192 一本讀通乳癌. 2021全新增訂版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乳癌多專科治療團隊作 增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0658507 香藥草實證寶典: 跟著美國AHG首位華人認證藥草師,開啟植物自然療癒能量,抗過敏、緩解疼痛、癌症修復、皮膚保養、寵物健康郭姿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58514 幸福由心生= 幸せはあなたの心が決める 渡邊和子作; 姚巧梅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8552 高效率癌症照顧心法 張鳳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58569 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 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8576 小耳朵蘿蔔大賽 小石強納森, 湯婷婷文; 小石強納森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5525 心。人生皆為自心映照 稻盛和夫作; 吳乃慧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5679 習慣力: 打破意志力的迷思,不知不覺改變人生的超凡力量溫蒂.伍德(Wendy Wood)著; 劉復苓譯 平裝 1

9789863985709 無毒家事。輕手作: 香藥草專家的家政功略,常備香草|精油|小蘇打 清理抗菌零門檻郭姿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754 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做出知名度、認同感、溝通力,公關教母丁菱娟的26堂品牌課丁菱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785 讓95%的顧客主動推薦你: 社群時代銷售之神不敗的21.5則定律= Jeffrey Gitomer’s 21.5 unbreakable law of selling傑佛瑞.基特瑪(Jeffrey Gitomer)著; 莊安祺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5822 巴菲特的投資原則: 股神唯一授權,寫給合夥人的備忘錄= Warren Buffett's ground rules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著; 許瑞宋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5884 凡事皆有出路!= Everything is figureoutable 瑪莉.佛萊奧(Marie Forleo)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985921 故事經濟學: 比數字更有感染力,驅動和改寫經濟事件的耳語、瘋傳、腦補、恐懼= 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著; 許瑞宋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976 薩提爾教練模式: 學會了,就能激發員工潛力,讓部屬自己找答案!陳茂雄, 林文琇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6003 薩提爾的自我覺察練習: 學會了,就能突破內在盲點,達成人生目標陳茂雄, 林文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645 智動工廠來了!: 一場水五金與手工具的創新實驗紀錄陳泳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652 搖滾經濟學= Rockonomics: a backstage tour of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life亞倫.克魯格(Alan B. Krueger)著; 林步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669 立下界限: 卸除生命中不必要的內疚感,找回平靜,做一個溫柔且堅定的你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86706 場景行銷模式: 突破雜訊重圍、打敗演算法則,在無限媒體時代刺激消費= The context marketing revolution: how to motivate buyers in the age of infinite media馬修.史威茲(Mathew Sweezey)作;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713 創造與漫想= Invent and wander: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eff Bezos,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alter Isaacson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著; 趙盛慈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737 小對話= Chatter 伊森.克洛斯(Ethan Kross)著; 胡宗香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829 行銷5.0: 打造跨世代的零阻力顧客體驗,強化一人市場溝通效率,創造最大的價值= Marketing 5.0: technology for humanity菲利浦.科特勒, 陳就學, 伊萬.塞提亞宛著; 林步昇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843 多少才夠?: 從賺錢、花錢到持續累積財富的致富思維,帶你擺脫窮忙、不受市場情緒左右,建立聚焦自我的財務計畫= How much is enough?money,time,happiness: a practical guide to making the right choice艾倫.艾貝(Arun Abey), 安德魯.福特(Andrew Ford)著; 劉凱平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986850 一流的人讀書,都在哪裡畫線?: 菁英閱讀的深思考技術= 一流の人は、本のどこに線を引いているのか土井英司著; 歐凱寧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6911 神奇的香藥草自癒力: 提升免疫、增強記憶、安神排毒的按摩、足浴、花草茶配方,調理全身修復力郭姿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959 路在前方On the Road: 改造23個臺灣公路生活圈李政清, 吳秀雲, 涂曉蝶, 陳俊文, 張筧, 葉亞薇, 鍾文萍作第一版 平裝 3

9789863986997 牧路: 75年,守護島嶼的路行者 張雅琳, 王宣喬, 曹憶雯作 第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26897 迴旋梯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0第3屆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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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農凱中譯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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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力秦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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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499 媽媽的毛衣 潔德.珀金(Jayde Perkin)文.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9505 好文案,都有強烈的畫面感: 9大爆款文案創作技巧,重塑你的寫作思維蘇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512 這樣也很好!大齡女子獨立宣言丟掉束縛、笑中泛淚!66篇熟女養成記,帶你揮別中年恐慌珍妮.蘇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529 主婦的斜槓人生: 律師娘教妳重新定位自己,創造額外收入,打破人生天花板林靜如(律師娘)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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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543 活用韓文慣用語 韓國語教育研究所著; 龔苡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550 108課綱 林熹老師帶你學測英文拿高分: 6回試題+詳解林熹, Luke Farka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567 IELTS VOCA雅思高頻字彙2000 黃俊映, SIWON SCHOOL語學研究所作; 謝宜倫, 趙苑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574 韓劇樣貌: MOOKorea慕韓國. 第1期= 드라마 EZKorea編輯部, 趙叡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6

中山醫學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文化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天下雜誌



9789862489581 內向又怎樣,不刷存在感也能成交 渡瀨謙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598 一天三分鐘,擺脫憂鬱! 川本義巳著;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604 好文案,都有強烈的畫面感: 9大爆款文案創作技巧,重塑你的寫作思維蘇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611 這樣也很好!大齡女子獨立宣言: 丟掉束縛、笑中泛淚!66篇熟女養成記,帶你揮別中年恐慌珍妮.蘇(Jane Su)(ジェーン.スー)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628 108課綱林熹老師帶你學測英文拿高分: 6回試題＋詳解林熹, Luke Farka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635 活用韓文慣用語 韓國語教育研究所著; 龔苡瑄譯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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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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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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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734 日本神話: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EZ Japan編輯部, 王文萱, 黃毓倫, 游翔皓作; 田中裕也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741 聲入Spotify: 瑞典小新創如何顛覆音樂產業商業模式,改變人們收聽習慣?斯凡.卡爾森(Sven Carlsson), 約納斯.萊瓊霍夫德(Jonas Leijonhufvud)著; 李其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758 依戀,情感關係的溫柔解方 岡田尊司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765 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 韓國犯罪側寫師眼中的人性故事李珍淑著; 龔苡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772 梅子家四季耕食手札: 65道季節限定美味,體現時令流轉的生活儀式感梅子(Me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925 批判性寫作: 西洋文史閱讀素養= How to write any high school essay傑西.利伯曼(Jesse Liebman)著; 丁宥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932 共感經營: 從企業內部共鳴出發,建立消費者認同,拓展市場新商機野中郁次郎, 勝見明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949 英語字彙力: 用1400個詞彙打造精準溝通力= The vocabulary builder workbook: simple lessons and activities to teach yourself over 1,400 must-know wordsChris Lele, Magoosh學習集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956 韓語自學力: 給你觀念、方法、資源、文法筆記,自學韓文就這麼容易!阿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963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單親家庭篇: 傾聽孩子的訊息密碼,增進信任關係,建立愛與歸屬感的環境簡.尼爾森(Jane Nelsen), 謝瑞爾.艾爾文(Cheryl Erwin), 卡洛.德爾澤(Carol Delzer)著; 陳玫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9970 爺爺是怎麼消失的? 葛洛莉雅.戈拉內爾(Glòria Granell)文; 金恩.托雷斯(Quim Torres)繪;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9987 動機是一切的開始: 當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走向目標,你能讓自己用飛的嗎?植木宣隆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028 依戀,情感關係的溫柔解方: 情感支持&建立安全感,超越醫學觀點的復原之路岡田尊司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035 梅子家四季耕食手札: 65道季節限定美味,體現時令流轉的生活儀式感梅子(Me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042 聲入Spotify: 瑞典小新創如何顛覆音樂產業商業模式,改變人們收聽習慣?斯凡.卡爾森(Sven Carlsson), 約納斯.萊瓊霍夫德(Jonas Leijonhufvud)著; 李其融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8904 英文字彙分級測驗 陳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8911 新世代閱讀與寫作 各校名師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8928 新世代閱讀與寫作 各校名師編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929 道德經: 修身成道功夫方法聖典 莊昭龍編註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9936 難經 莊昭龍編註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478 遊: 游守中油畫創作個展 游守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621 墨染回首= Retrospective ink render 瀰力村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851 領導者的意識進化: 邁向複雜世界的心智成長 珍妮弗.加維.貝爾格(Jennifer Garvey Berger)著; 陳穎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0868 內在睿智之聲: 策略型領導力的內在聲音= The wise advocate: inner voice of strategic leadership阿特.克萊納(Ark Kleiner), 傑佛瑞.史瓦茲(Jeffrey Schwartz), 喬西.湯姆森(Josie Thomson)著; 王少玲, 劉體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7818 大悲普現: 館藏觀音造像特展= Manifesting great compassion for every need: Guanyin Bodhisattva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中台世界博物館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月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台世界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比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五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元天中醫診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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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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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28 緣來艱辛非尋常: 賞讀范揚松仿古體詩稿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921 婚姻= Marriage Human Life International原著; 姚金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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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6384 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7個人 李維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2575 孩子一學就會的黃金口才課 吳瓊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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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7296 為何我們總是如此不安?: 莫名恐慌、容易焦躁、缺乏自信?一本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在看的書!= 自分に気づく心理学 愛蔵版加藤諦三著; 程蘭婷, 高淑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9800 關係力: 10%的關鍵人物,成就90%的大事 李維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9817 乾薑排寒(暢銷經典版)= 病気にならない 蒸しショウガ健康法石原新菜著; 楊詠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9824 百病起於寒(暢銷經典版)= これが本當の「冷えとり」の手引書進藤義晴, 進藤幸惠著; 楊詠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77911 過好一個你說了不算的人生: 未必事事如意,依然天天開心!現代人必修的自在心理學42講張沛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928 來自日本NHK從日常飲食調理體質的身體大全(全彩圖解)= NHK出版 不調を食生活で見直すためのからだ大全池上文雄, 樫村亞希子, 加藤智弘, 川俣貴一, 松田早苗監修; 高淑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966 恰如其分的自尊(暢銷經典版)= L'estime de soi 克里斯托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 弗朗索瓦.勒洛爾(François Lelord)著; 周行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9500604 躁動煩亂中的精神修養、心靈沉澱: 品佛像之美,紙上日本小旅行田中弘美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7350 農業概論引導式筆記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77367 農業概論引導式筆記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77374 基本電學(含實習)總複習(107課綱) 王金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7381 微處理機奪分寶典 陳以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7398 基本電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王金松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9307 基本電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王金松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49314 食品加工(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燕瑩, 陳凱如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9321 電子學(含實習)考前搶分秘笈 陳以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9338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林瑜惠, 陳以熙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64778 太玄茶譜 羅英銀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8964785 大益投資指南= A collection and investment guide of TAETEA(Dayi) puerh tea form Menghai Tea Factory陳淦邦(浮雲)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325 開啟幸福生活的四把鑰匙 張晉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4986 壞情緒,變好事的5堂正向心理課 安娜貝爾.岡薩雷茲(Anabel González)著; 江瑀,歐宇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028 關節放鬆,全身零痠痛 原秀文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五行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化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心



978986548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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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073 重訓 肌群解剖: 機能分析教練書: 鍛練全體幹,有效塑形、避免傷害,增強肌耐力與爆發力!= New anatomy for strength & fitness training馬克.維拉(Mark Vella)著; 吳欣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080 超維度思考: 擺脫盲點,以科學拉高維度,精準透視世界湯毅虹(Ziya Tong)著; 洪慧芳譯 平裝 1

9789865480097 史丹佛大學的情緒修復運動課: 重塑大腦,自動產生內源大麻、腦內啡,徹底解放壓力、人際焦慮和孤獨感= The joy of movement: how exercise helps us find happiness,hope,connection,and courage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 劉奕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103 肌群解剖機能分析教練書: 鍛練全體幹,有效塑形、避免傷害,增強肌耐力與爆發力!馬克.維拉(Mark Vella)著; 吳欣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110 病態人格心理學: 與死囚共存的犯罪心理學權威,告訴你「無良基因」的真相= サイコパスの真実原田隆之著; 李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127 壞情緒,變好事的5堂正向心理課: 每天心情不打結,與自己和解的療癒練習安娜貝爾.岡薩雷茲(Anabel Gonzalez)著; 江瑀, 歐宇倫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189 正常人的條件= 굿바이 동물원 姜泰植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219 情報致富的EXCEL統計學: 上班有錢途,下班賺更多,大數據時代早一步財富自由的商業武器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著; 陳耕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226 震撼世界的海報: 全球最具權威、煽動性、開創性的海報聖經,見證歷史、改變世界,描繪未來= 100 Poste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科林.薩爾特爾(Colin Salter)著; 朱家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233 正常人的條件 姜泰植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257 病態人格心理學: 與死囚共存的犯罪心理學權威,告訴你「無良基因」的真相原田隆之著; 李欣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288 善惡魔法學院. 6: 天命真王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潘美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295 震撼世界的海報: 全球最具權威性、煽動性、開創性的海報聖經,見證歷史、改變世界,描繪未來科林.薩爾特爾(Colin Salter)著; 朱家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318 挑對時機做自己,冷眼不冷心的處世智慧 林仁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486 筋膜修復對症手療書: 圖解六大筋膜變形模式,美國筋膜變形協會權威親授;慢性疼痛、運動員、物理治療師都適用!托德.卡皮斯特蘭特(Todd Capistrant), 史蒂芬.雷伯(Steve LeBeau)著; 鄭方逸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7030 我與互助營造 林清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7047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二.三標工程紀實 互助營造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7404 擁抱雪花數獨 尤怪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27411 數獨好好玩 尤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7625 離桌武士 黃登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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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812 帶心: 黑色職場蛻變成夢幻企業,席捲企管界的無聲革命博多.楊森(Bodo Janssen), 古倫(Anselm Grün)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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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850 零噪音: 在專注力稀缺時代,奪回人生與工作的主導權約瑟夫.麥考馬克(Joseph McCormack)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867 錢包裡的世界史 = 世界史の真相は通貨で読み解ける宮崎正勝作; 張瑜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874 會玩才會學= Free to learn 彼得.格雷(Peter Gray)作; 吳建緯譯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9054904 我最喜歡上班了= ぼくは会社員という生き方に絶望はしていない。ただ、今の職場にずっと......と考えると胃に穴があきそうになる。文子文雄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733 蘇益仁教授回憶錄: 一個農家子弟的感恩與反省蘇益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5267 心理醫生 六色羽, 宛若花開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274 最愛是誰 君靈鈴, 葉櫻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281 逃出九號公墓. III, 全面獵殺 藍色水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298 網戀枕邊人 藍色水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04 尋祕之森= The secret forest 莊冠嬅, 魏佩儀撰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太和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尤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互助營造



9789865575311 食鬼篇: 最末上班日. I 六色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28 飛簷走壁 藍色水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35 千奇百怪寄宿家庭. 第二部 雪倫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42 記憶拼圖 藍色水銀, 汶莎, 765334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59 心滿意足 戴沙夫, 嘉安, 華希恩, 金竟仔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66 積極與消極 藍色水銀, 君靈鈴, 剛田武, 思樂冰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73 台灣城市之美 藍色水銀, 老溫, 華希恩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80 美麗人生 明士心, 立青, 老溫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397 思念總在分手後 宛若花開, 安塔, 澤北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03 八十年代香港影畫回憶 許思庭, 嘉安, 剛田武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10 日本情懷. 遊樂篇 君靈鈴, 李維, 剛田武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27 食鬼篇: 最末上班日. II 六色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34 時光流逝 倪小恩, 澤北, 君靈鈴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41 球場趣聞 金竟仔, 嘉安, 列當度, 戴沙夫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58 迷戀與真愛 君靈鈴, 風見喬, 安塔Anta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65 靈視筆記 米迦勒(Ann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72 我想告訴你 葉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89 解不開的鎖鏈 風見喬, 曼殊, DJ之神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496 台灣好山好水 米樂, 破風, 君靈鈴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02 感慨人生 宛若花開, 剛田武, 語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19 親愛的,請妳在乎一下 君靈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26 繁華當知來時路: 北橫公路 蔡輝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33 相見恨晚 765334, 曼殊, 葉櫻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40 電影隨筆 金竟仔, 嘉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57 真愛無價 明士心, 嘉安, 倪小恩, 破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64 溫哥華愛未眠 雪倫湖, 藍色水銀, 語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71 滲透遊戲 黃萱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88 數位文創之理論與實務 蔡輝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595 女人隨筆 君靈鈴, 曼殊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01 隨想曲 破風, 六色羽, 765334, 藍色水銀作 平裝 1

9789865575618 世間情 君靈鈴, 藍色水銀, 語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445 道降暹羅= Tao descending on Siam 洪銘謙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2903 齒顏頌 梁廣庫, 楊慧瑛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1159 宗經與權變: 儒家經典及思想論叢 鍾永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1166 探尋戲曲古今之變 孫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1173 經典承曦: 北商大文學獎作品集. 202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1180 <<周易>>的生命關懷. 兌宮篇 鄭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82872 原始儒家考述 吳龍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7204 杏壇芬芳憶趣 楊丁進, 江錦昭口述; 林嵩山等撰稿; 程良雄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珍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丹風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泉牙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仁風文創書苑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5703 Stay at home 丹風事務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90334 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 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連弘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2265 普通微積分 黃中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632791 人類的將來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杜若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4337 文學的藝術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原著; 陳介白, 劉共之譯1版 平裝 1

9789577635037 法哲學原理 黑格爾(G. W. F. Hegel)著; 范揚, 張企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7055 社會契約論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李平漚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7637086 歐洲鈔票故事館 莊銘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7369 全球秩序的重組 林子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783 俄羅斯東向政策下之東亞區域局勢: 機遇與挑戰連弘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259 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權利與義務 陳建謀,陳俐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341 法國史 劉增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0563 西洋文化史 劉增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0570 圖解知識論 黃鼎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624 集會遊行法逐條釋義 李震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785 教育理念與實務 周新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1003 東亞史: 從歷史的曙光到二十一世紀 查爾斯.霍爾科姆(Charles Holcombe)著; 王啟安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1768 東亞與東南亞地區之華語教學 汪威銘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1805 止學 羅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2604 西方哲學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何兆武, 李約瑟,馬元德譯1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5222611 西方哲學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何兆武, 李約瑟,馬元德譯1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5222635 哲學問題= The problem of philosophy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何兆武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222642 我的哲學的發展=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楊洋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223090 當代比較政治: 一種世界觀=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等著; 郭俊偉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22895 電動汽車原理與實務 曾逸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907 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 陳陸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907 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 陳陸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907 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 陳陸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281 電腦輔助工業產品設計及實作 王松浩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3373 50個非知不可的心理學概念 Adrian Furnham作; 游恒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3472 探索海洋= The ocean book Derek Harvey著; Daniel Limon繪; 龐元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3496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與教育行動研究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526 圖解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陳思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533 福澤諭吉自傳 福澤諭吉著;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588 生態茶園有機友善栽培管理手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223595 茶園病蟲草害整合管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223601 健康園藝學 張育森, 吳俊偉, 雷家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618 跨越三個世界的魅麗與迷思 夏祖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632 法律與生活: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23649 簡報與提案說服: 10堂職場必修簡報術 賴建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663 給新鮮人的第一本航空產業專書 徐端儀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3694 圖解管理學 戴國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3700 用全景地圖上學世界史 星蔚時代編繪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223717 用全景地圖上學世界史 星蔚時代編繪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223748 圖解品管統計方法 陳耀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755 當代犯罪預防與警政策略 孫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762 輸血醫學 余榮熾, 王昌玲, 朱正中, 朱志芬, 朱芳業, 何國維, 林冠州, 林媽利, 涂玉青, 張小琳, 張鳳娟, 陳定平, 陳冀寬, 陳瀅如, 陸中衡, 黃仰仰, 楊孟樺, 萬祥麟, 詹詠絮, 蔡欣怡, 黎蕾, 羅仕錡著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3779 阿波羅13號 吉姆.洛威爾(Jim Lovell), 傑弗瑞.克盧格(Jeffrey Kluger)著; 顏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786 嘰哩咕嚕三寶 約翰.凱利(John Kelly), 卡門.塞爾達娜(Carmen Saldaña)著; 詹宛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793 利維坦= Leviathan 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著; 莊方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809 全盲生好好玩數學: 模組教學手冊 張千惠, 林福來, 謝佳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816 維根斯坦與<>=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Wittgenstein and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瑪莉.麥金(Marie McGinn)著; 李國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3823 康德與<>=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Kant and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薩巴斯丁.加納(Sebastian Gardner)著; 劉育兆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9789865223830 黃炳煌與音樂的邂逅: 臺灣鄉土歌謠創作 黃炳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847 課程與教學: 理論與實務 張清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854 班級經營: 概念36講、策略36計、實務36事 賴光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861 資本論綱要= マルクス经济学 卡爾.馬克思(Karl Max)原著; 高畠素之日文編譯; 施存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878 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阿佛瑞德.馬夏爾(Alfred Marshall)著; 葉淑貞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23885 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阿佛瑞德.馬夏爾(Alfred Marshall)著; 葉淑貞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23892 顧亭林及其史學 傅榮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915 商事法通論 吳嘉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946 行銷數位轉型下的品牌管理與傳播 吳秀倫, 陳一香, 陳茂鴻, 黃燕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977 團體諮商與治療: 一個嶄新的人際: 心理動力模式吳秀碧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3984 奧古斯丁哲學思想導論= Augustinus 克里斯多夫.霍恩(Christoph Horn)著; 羅月美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3991 相對論的意義: 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四個講座= 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 李灝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224004 邏輯哲學論叢 維根斯坦著; 韓林合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224028 工業配線丙級學術科檢定試題詳解 吳炳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4035 君主論= The prince 尼科洛.馬基維利著; 閻克文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224042 民主的政策科學2.0: 政策過程理論的初探 魯炳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059 台灣人權教育二十年 但昭偉, 李立旻, 李仰桓, 林沛君, 林佳範, 施逸翔, 湯梅英, 黃慈忻, 黃默, 雷敦龢, 劉麗媛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066 尼各馬可倫理學= The Nicomachean ethics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著; 廖申白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224103 生物特徵辨識系統設計 張國基, 朱鍇莙, 王曉娟, 徐翠蓮, 林聿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110 禽畜加工生鮮處理 林亮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127 都市願景規劃理論與實務 鄭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134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 2020 李哲全, 黃恩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141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 2020 洪子傑, 李冠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158 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 2020 蘇紫雲, 江炘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165 多元視角下的南海安全 鍾志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097 教育測驗與學習評量 陳新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172 資訊管理: 知識和智慧數位化 陳瑞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189 雲端運算概論 廖文華, 張志勇, 蒯思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196 刺蝟先生的擁抱 馮湘婷作; 曼蒂Mandie Kuo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4202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字母篇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4233 科學桌遊設計 遊中學科學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257 張愛玲與<> 嚴紀華, 鍾正道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264 申請入學贏在書審與面試 孫貴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271 中小學生的圖解[電腦][大數據][AI],成為新課綱資訊科技達人湧井良幸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224288 部首的故事課. 1一二八比大小 陳姞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295 教育概論 吳清山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24301 半導體產業營業秘密與智慧財產權之理論與實務劉傳璽, 林洲富, 陳建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18 談文學 朱光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25 十力語要 熊十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32 十力語要初續 熊十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49 經濟學的終極基礎: 經濟學方法論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作; 謝宗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356 全球思路: 臺灣資訊科技人才延攬政策發展史(1955-2014)林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63 論老年.論友誼.論責任 西塞羅著; 徐奕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70 學校情緒教育: 理念與實務 饒見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87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成就與挑戰 李家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400 少年犯罪: 理論與實務 蔡德輝, 楊士隆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224417 爭端解決新趨勢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424 新聞報導與寫作 賴金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431 教學藝術: 素養、創新、多元、議題 洪如玉, 吳瓊洳, 陳聖謨, 葉譯聯, 黃繼仁, 蔡明昌, 林仁傑著; 洪如玉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448 一點就通的服裝版型筆記 夏士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4455 科學與宗教: 400年來的衝突、挑戰和展望 李雅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462 從<>到鴛鴦蝴蝶派: 中國通俗小說探賾 徐志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486 走進弓道的世界 鄭晃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4493 實用船藝與海技英文 方信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509 幼兒園課程設計 盧美貴, 黃月美, 黃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516 生命讀寫任意門 陳鍾琇,薛雅文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523 圖解政治學 王保鍵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224530 愛上統計學: 使用R語言= Statistics for people who(think they) hate statistics using RNeil J. Salkind, Leslie A. Shaw著; 余峻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547 為什麼會蛀牙呢?= むし歯のしょうたい 楠章子著; ながおかえつこ繪; 李雅茹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4554 我是刷牙小高手= じょうずな歯みがき 楠章子著; ながおかえつこ繪; 李雅茹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4561 文化價值的衡量 Jeanette D. Snowball著; 李康化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4578 無師自通的C語言程式設計: 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試題解析邏輯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4585 部首的故事課. 2, 山川水戶外行 陳姞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608 警察情境實務執法案例硏析 許福生, 蔡庭榕, 劉嘉發, 鄭善印, 許義寶, 張維容, 傅美惠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615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4版 平裝 1

9789865224622 自由心證法制新趨勢: 從自由心證主義之發展軌跡談起林賢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639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54版 平裝 1

9789865224646 營建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9版 平裝 1

9789865224660 圖解傷寒論 李家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677 課程發展與設計原理 任慶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684 應用昆蟲學: 蟲害管理 N. S. Talekar(戴樂楷), 蕭文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691 韋伯法政思想的評析 洪鎌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707 警察組織基層人力招募遴選培訓與適任研究 馬心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721 圖解新課綱課程發展與設計 敬世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738 激發數學腦 高濱正伸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224745 繼承: 案例式 郭欽銘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4752 臺灣飲食文化概論 陳泓旗, 劉正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769 保險學原理(精華版) 鄭鎮樑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4776 華語寫作一學就上手. 基礎級 陳嘉凌, 李菊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783 數學智力與性向測驗: 強化新課綱的數學素養與學習力許建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790 換牙的祕密= 歯のはえかわりのなぞ 北川チハル著; ながおかえつこ繪; 李雅茹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4806 恐龍貝蒂的奇妙歷險: 專注力訓練遊戲書 找鳥兒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4813 恐龍城鎮大搜索: 思維力培養迷宮書 牟悠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4820 精進書寫能力. 1, 遣詞用句掌握文氣篇 李智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837 圖解食品工廠管理與實務 張哲朗, 李明清, 黃種華, 鄭建益, 徐能振, 顏文俊, 林聰明, 徐維敦, 施柱甫, 施泰嶽, 張仕貴, 吳伯穗, 陳忠義, 蔡育仁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4844 圖解內經 李家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5025 圖解食品工廠管理與實務 張哲朗, 李明清, 黃種華, 鄭建益, 徐能振, 顏文俊, 林聰明, 徐維敦, 施柱甫, 施泰嶽, 張仕貴, 吳伯穗, 陳忠義, 蔡育仁著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049 實用乾燥技術 呂維明, 朱曉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063 城市行銷與品牌管理 鄭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070 遠距教學理論與實務 陳信助, 趙貞怡, 李佳融, 宗靜萍, 李佳玲, 羅素娟, 柴昌維, 趙貞和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100 法界緣起: 量子力學與金剛經 蔣志純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25124 便利貼讀書法 清水章弘著; 何蟬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131 顛覆你的歷史觀: 連歷史老師也不知道的史實 謝宏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148 癌症病人術前心理衛教團體手冊: 臨床的現場與實務曾嫦嫦, 吳治勳, 吳文珺, 陳思臻, 陳品樺, 陳奕靜, 洪家暐, 張煥, 洪瑞可, 簡靖維, 洪國倫, 鄭逸如著; 鄭逸如, 曾嫦嫦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230 我才不要安靜! 蘿拉.艾倫.安德森(Laura Ellen Anderson)著; 楊雪倫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5247 我才不要這麼矮! 蘿拉.艾倫.安德森(Laura Ellen Anderson)著; 楊雪倫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5254 藝術本位治療研究法 雄恩.麥可尼夫(Shaun McNiff)著; 吳明富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5261 舞蹈審美思考 陳蒨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528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3: 隱藏事件的真實面目= 과학 추리만화 어린이 과학형사대 CSI. 3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蔡佳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292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4: 神祕事件的復活= 과학 추리만화 어린이 과학형사대 CSI. 4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蔡佳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339 部首的故事課. 3, 牛犬羊來種田 陳姞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353 圖解成本與管理會計 馬嘉應,張展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360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動物篇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5384 國際關係理論與全球實踐 蔡東杰, 廖舜右, 方天賜, 連弘宜, 張凱銘, 楊三億, 崔進揆, 王啟明, 譚偉恩, 劉泰廷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407 無師自通的C++語言程式設計: 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試題解析邏輯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438 圖解當代教育社會學 施信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445 法院組織法: 建構與實證 史慶璞著 5版 平裝 1

9789865225452 超圖解談判學 鍾從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490 質性研究: 從開始到完成 Robert K. Yin著; 李政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506 金融科技 陳若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513 圖解經濟學 伍忠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551 牙齒小精靈拾友= 이빨 요정 치요 千美真著; 蔡佳燁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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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681 超喜歡!趣味數學套書 邢書田, 邢治, 馬慧, 聶小強, 韓平, 邱穎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225674 UNITY程式設計敎戰手冊 盛介中, 邱筱雅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5704 神童之父提琴教學之根本探索= Versuch einer gründlichen Violinschule. Auflage 1787李奧帕德.莫札特(Leopold Mozart)著; 葉綠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25711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31版 平裝 1

9789865225728 訴訟文書撰寫範例. 刑事編 何志揚, 何孟育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225735 教師資格考試: 專業科目建構反應素養導向試題作答祕笈吳明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803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225810 人資人員常用法典 李聰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865 企業管理 榮泰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889 訴訟文書撰寫範例: 刑事編 何志揚, 何孟育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5919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Web:Bit 陳新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926 國中趣味科學實驗教學 楊明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988 國際金融與匯兌 張錦源, 康蕙芬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226022 勞工機靈點,雇主睜大眼!: 搞定勞資關係的速成心法程金龍, 蘇鵬翰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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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易霖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046 建築的七盞明燈=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著; 谷意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6053 不再是夢想!搞定論文題目、研究架構與寫作技巧胡子陵,胡志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060 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林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6077 資訊法 楊智傑著 6版 平裝 1

9789865226084 傻瓜也會寫論文(量化+質化增訂版): 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顏志龍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6091 哲學跨領域: 跨領域的對話與發展 中國哲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107 現象學及其效應: 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 倪梁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114 華嚴宗思想史 劉貴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145 資訊法 楊智傑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5226152 智慧財產權法專論: 營業秘密實務暨資通安全與著作權法定授權曾勝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169 小貓可可上學去= Clover kitty goes to kittygarten 蘿拉.普迪.薩拉斯(Laura Purdie Salas)著; 中田裕惠繪; 洪詩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6176 動物飼養實習. I 許振忠, 劉玉芳, 徐銘辰, 陳亭蓉, 陳茵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183 動物飼養實習. II 許振忠, 劉玉芳, 徐銘辰, 陳亭蓉, 陳茵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190 動物飼養實習III 江信毅, 林易聖, 張郁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206 植物保護實習 楊秀珠, 黃莉欣, 黃珮玲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26213 遊程規劃實務 鍾任榮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26275 食品加工實習 施明智, 陳春容, 鄭嘉慶, 蔡宏儒, 涂政邦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26282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丁秀娥, 施明智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26299 食品微生物實習 劉厚蘭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26398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樂園篇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6404 後現代取向探索繪畫療癒: 沉浸式自我閱讀 鄭憶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411 部首的故事課. 4, 足舟車出發了 陳姞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428 部首的故事課. 5, 龍龜鹿巧手畫 陳姞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435 客家觀光產業發展分析: 以高屏地區為例 蔡龍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442 戰略與國際關係: 運籌帷幄之道 謝奕旭, 翁明賢, 高佩珊, 常漢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459 人本主義與人文學科 洪鎌德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226466 舞蹈審美思考 陳蒨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602 圖解食品化學 孫藝玫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619 圖解食品化學 孫藝玫, 梁志弘, 陳祖豐, 程仁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626 圖解實用新產品開發與研發管理 張哲朗, 鄭建益, 施柱甫, 顏文俊, 李明清, 吳伯穗, 陳勁初, 邵隆志, 黃種華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633 圖解實用新產品開發與研發管理 張哲朗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640 監獄行刑法 林茂榮, 楊士隆, 黃維賢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226664 監獄學: 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 楊士隆, 林茂榮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5226671 讀經示要 熊十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226718 憲法概要 陳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6725 TRIZ理論與實務: 讓你成為發明達人 林永禎, 謝爾蓋.伊克萬科(Sergei Ikovenk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800 圖解海事法規 張雅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817 渠道水力學= Open channel flow 謝平城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26824 SPSS操作與應用: 多變量分析實務 吳明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6831 Meta分析實作: 使用Excel與CMA程式 張紹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848 我所觀察到的美國小學教育: 尊重、自然、自主、多元、開放、核心素養導向林政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862 傻瓜也會寫論文(量化+質化增訂版): 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顏志龍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226893 無聊村的怪咖鱷魚 瑪格達.布羅(Magda Brol)作.繪; 呂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6909 實用食品工廠管理 施明智, 成安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930 鬼影俠蹤: 聊齋誌異與水滸傳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6947 愛說「不」的獨角獸 馬克.烏韋.克林(Marc-Uwe Kling)著; 阿斯特麗德.海恩(Astrid Henn)繪; 林吟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6954 紅番茄男孩 安尼克.馬森(Annick Masson)作.繪; 呂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7012 消費者保護法 洪誌宏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7029 學習評量精要75講 吳明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036 實用商法 洪瑞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7104 研究生的第一本書: 從研究所畢業 林香河, 林進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111 吳承恩與<> 高桂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128 當代臺灣教育政策議題分析 楊思偉, 張碧如, 葉天喜, 林政逸, 潘玉龍, 黃志雄, 王淑玲, 蔡霈瑀, 張雅玲, 周均育, 許碧蕙, 李宜麟, 郭冠毅, 葉川榮, 王建堯, 梁慶銅, 劉雅婷, 林思騏合著; 楊思偉, 林政逸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135 精進書寫能力. 2, 思辨與論說文寫作篇 李智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142 圖解密碼學與資訊安全 余顯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159 論政治平等= On political equality 羅伯特.道爾(Robert A. Dahl)著; 張國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7180 部首的故事課: 1-5套書 陳姞淨著; 王敬萱, 王宇世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227241 數學智力與性向測驗: 強化新課綱的數學素養與學習力許建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289 圖解職業安全衛生ISO 45001:2018實務 林澤宏, 孫政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296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 1, 做個有故事的人 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302 教學原理與設計 周新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7319 程式設計 杉浦學作;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326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 2, 遇見更好的自己 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333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 3, 成為自己的太陽 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340 中國外交和台灣: 「一個中國」原則的起源 福田圓著;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432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恐龍篇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7449 小朋友最喜歡的世界歷史地圖 智慧鳥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7487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487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494 數位創新: 商業模式經濟學 何宗武, 薛丹琦, 謝佳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548 用全景地圖學世界史 魏新編寫; 星蔚時代編繪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227555 圖解遺傳學 黃介辰, 馮兆康, 張一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7579 休閒美學: 屬於您個人的旅遊速寫筆記 許軒, 曾文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586 臺灣豆科植物圖鑑 葉茂生, 曾彥學, 王秋美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7609 學測物理. 下: 電磁、能量與量子 施百俊, 許華書, 盧政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616 要先問一下哦! 茱麗葉.克萊爾.貝爾(Juliet Clare Bell)著; 艾碧嘉.湯普金斯(Abigail Tompkins)繪; 張耘榕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7647 宗教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religious studies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7654 心理學的迷思 弗雷德.紐曼(Fred Newman)著; 王東美, 郭姵妤, 龍煒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661 企業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227722 色彩新論: 從心理設計到科學應用 魏碩廷, 陳鴻興, 徐明景, 李文淵, 謝翠如, 吳瑞卿, 孫沛立合著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7739 策略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27869 工程與法律十講 林明鏘, 郭斯傑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27876 學術研究三部曲: 小論文及科展完全指南 劉啟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890 天文很有事 李昫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920 單接縫裁剪版型研究 夏士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7975 論文統計分析實務: SPSS與AMOS的運用 王正華, 陳寬裕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27982 R語言: 量表編製、統計分析與試題反應理論 陳新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002 勇敢的克蘭西 拉凱.休謨(Lachie Hume)文.圖; 詹宛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8026 結構式遊戲治療技巧實務 鄭如安, 劉秀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033 農藥這樣選就對了: 安全性管理必備手冊. 2021許如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101 透視錯覺: 由錯覺看世界 Richard Gregory著; 瞿錦春, 張芬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149 李家同閱讀筆記: 聊電影聊小說聊好書 李家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200 消防安全工程設計 吳玉祥, 呂憶婷, 高士峯, 張庭熙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8255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拉氏轉換與傅立葉. 2林振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8316 長期照顧正念多元方案設計與實證操作手冊: 老人(銀髮族)、身心障礙朋友以藝術、園藝、行走為樂齡活動帶領林義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354 特殊幼兒教育導論 宣崇慧, 曹純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460 生態茶園有機友善栽培管理手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507 大數據時代的決策思維:資料敘事的起承轉合 何宗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668 東坡詞選注 劉少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675 歐式選擇權定價: 使用Python語言 林進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682 Meta分析實作: 使用Stata 張紹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699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十三版 精裝 1

9789865228712 <>演義: 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 李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0191 降低管理壓力 鄭聰源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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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754 沐藝.慕意: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20-2021= Immerse & indulge: the 2020-2021 yearbook of Art Center,CYCU陳敏慧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8800 天才的條件: 17位創作大師的天賦、激情與魔性= Creators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作; 蔡承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8923 烈火荒原 克里斯.漢默著; 黃彥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8947 按摩解剖書= Massage anatomy 艾比.埃爾渥斯(Abby Ellsworth), 佩吉.奧特曼(Peggy Altman)著; 賴孟怡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599562 拉筋伸展解剖書= Anatomy of stretching 克雷格.蘭姆齊(Craig Ramsay)作; 賴孟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9609 樹下長椅= Un peu de bois et d'acier 克里斯多福.夏布特(Christophe Chabouté)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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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9661 給冥王星(2021經典版) 張惠菁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9678 給冥王星(2021經典版) 張惠菁作 二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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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絜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9708 我的奮鬥. 2, 戀愛中的男人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著; 康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9722 小公子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作; 蔡幼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9807 大難之後: 留下來的我們如何修復心碎,活出不被悲劇擊垮的人生= Any ordinary day麗.塞爾斯(Leigh Sales)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9821 愛的藝術: 探討愛的本質,一本學習愛的聖經＝ The art of loving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9944 第二把劍: 五月故事= Das zweite Schwert: Eine Maigeschichte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著; 劉于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9975 轉機: 勒瑰恩15篇跨次元旅行記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作; 嚴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059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 The 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 杜蘊慧, 張索娃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0066 如何看懂書法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080 摯友= Absolute friends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張定綺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0097 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 鄭琬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103 我台北,我街道 胡晴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165 警官之血 佐佐木讓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40172 斜陽 太宰治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233 18種微型死亡: 建立美國現代法醫制度的幕後推手與鮮為人知的故事= 18 Tiny deaths: the untold story of Frances Glessner Le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forensics布魯斯.戈德法布(Bruce Goldfarb)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240 禪棒喝: 禪教你早晨不賴床,白天投入工作,夜晚歸零= お坊さんにならうこころが調う朝昼夜の習慣平井正修著; 葉廷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0394 愛的教育 艾德蒙多.得.亞米契斯著; 王干卿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40400 感情百物 張亦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417 全員出動!捕捉風獸因因呼: 看身懷絕技的團隊建造台灣第一座離岸風場顏樞文; Croter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40448 互動.隨性.超越: 人文建築師朱鈞的創作思維與人生風景朱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547 大疫年代十日談: 世界當代名家為疫情書寫的29篇故事= The Decameron project: 29 stories from the pandemic紐約時報雜誌主編; 徐立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3147 這一刻,走進與聖靈為友的生活: 成為帶著神榮耀的人= Carriers of the glory: becoming a friend of the holy spirit大衛.迪加.赫南德茲(David Diga Hernandez)著; 劉如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161 耶穌愛我(兒童版) 平裝 1

9789862773178 你願意得到最大的福氣嗎? 鄭國治原著 平裝 1

9789862773185 神給人的好消息 平裝 1

9789862773192 生命冊(兒童版) 平裝 1

9789862773208 客家人改變命運四部曲 吳瑞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215 客家人認祖歸宗四部曲 彭志鴻, 吳瑞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原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285

中茂圖書



9789862773222 聖靈與火的事奉 麥約翰(Howard Dayton)主講; 吳國銘記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239 病得醫治.經歷神蹟的信心原則 張志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246 士師記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2800 金句語錄文案學 唐崇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261 數位轉型工程先行: 中國工程師學會創會110年紀念專刊林建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804 金榮華教授著作分類目錄及檢索 陳麗娜編著 平裝 1

9789575963828 檳州橋民之考察: 僑社僑教考察集 金榮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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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873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21洪昌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866 社區營養與健康促進研討會輯要= Conference of Community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朱瑩悅, 翁德志, 徐如音, 林映岑, 王家盈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750 現代家豬育種與基因體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International Forum on Modern Pig Breeding and Genomics羅玲玲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910 貳零貳壹傳統箏樂論壇論文集 樊慰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927 2018年印尼雅加達亞洲帕拉運動會女子T54級競速輪椅項目競賽實務報告書鄭守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941 中華成棒培訓隊打擊表現之研究: 以2020未來之星對抗賽為例李軾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496 50風華: 華岡博物館50週年館慶= 50 Years of glory: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Hwa Kang Museum劉梅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4705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21 林信宏, 林冠宏, 潘明玉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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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生應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文案達人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工程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0598 西班牙美食史: 西班牙料理不只小菜一碟= Delicioso : a history of food in Spain瑪麗亞.何塞.塞維亞(María José Sevilla)著; 杜蘊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1476 西班牙美食史: 西班牙料理不只tapas 瑪麗亞.何塞.塞維亞(María José Sevilla)著; 杜蘊慈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821483 This is達利= This is Dali 凱薩琳.英葛蘭(Catherine Ingram)著; 安德魯.萊伊(Andrew Rae)繪; 李之年譯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133 六堆三百年: 經典六堆學精選合輯 鍾振斌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1807 歐洲中古後期世界觀的形成 蘇其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821 兒子教我的事: 單親爸爸手記 胡川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838 告別微光海岸 方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845 子彈鴉片: 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 廖亦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3210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32屆 中國文字學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教育學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0788 健康與護理重點考題精闢 朱群蒂, 朱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940795 普通生物學 沈浩著 八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66700 普通生物學題庫 沈浩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6717 有機化學. 上 方智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666724 二技國文英文歷屆試題. 101-110 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9

9789860666724 二技國文英文歷屆試題. 101-110 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4

9789860666724 二技國文英文歷屆試題. 101-110 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4

9789860666731 二技生解基護歷屆試題. 101-110 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6748 格林法則暨實踐 張文忠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666755 解析文法試題 張文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6762 英文精華 張文忠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14898 台灣星級旅館評鑑制度與精進作為之研析 蘇國垚, 沙荃, 陳牧可, 謝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8600 旅館管理專業課程: 意外事故案例分析與探討 陳牧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9966 慢性病心靈處方箋: 100則與慢性病共處的實用點子= Healing your chronic illness grief: 100 practical ideas for living your best lifeJaimie A. Wolfelt, Alan D. Wolfelt著; 章惠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170 創新與傳承: 大學生命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實務紀潔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194 邁向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 如何整合內容與歷程琳恩.艾瑞克森(H. Lynn Erickson), 洛薏絲.蘭寧(Lois A. Lanning)作; 李秀芬, 林曦平, 李丕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1709 After all: Huang Jun Tuan 黃俊團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月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文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文字學會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六堆文化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465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ICMBI2021)中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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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1160 經典六堆學. 第四輯 鍾振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0783 畜牧要覽. 養豬篇 朱有田, 吳明哲, 吳信志, 李德南, 杜清富, 阮喜文, 周和源, 林傳順, 林榮信, 凃榮珍, 姜樹興, 翁瑞奇, 高伯健, 張秀鑾, 張靜貞, 許桂森, 陳文賢, 陳世平, 陳佳萱, 陳柏琪, 黃有良, 楊天樹, 劉世華, 劉芳爵, 蔡清恩, 蕭庭訓, 顏宏達, 羅玲玲, 蘇天明, 蘇忠楨撰稿增修三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571 58年鑑: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 2021 台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711 林昭庚針灸臨床十二總穴 林昭庚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778728 Jaung-Geng Lin's: twelve common acupoints for acupuncture clinical useauthor Jaung-Geng Lin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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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526 桃園文化廊道. 歷史篇 桃園文化廊道USR計畫辦公室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331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The 2021 Conference on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 Management裴文, 馬恆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12002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林巧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112026 唐代宮廷防衛制度研究: 附論後宮制度與政治 羅彤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064 鍾肇政大河小說論 錢鴻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112071 鍾肇政大河小說論 錢鴻鈞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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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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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釩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醫藥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六堆風雲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畜牧學會

中國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視傳系



9789861755854 積善: 轉化自我、財富、家庭、緣分的不可思議力量許峰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5922 換個工作,更好嗎? 鈴木祐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977 世界很亂,但至少我們還有愛 彩虹大叔(蔡意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5991 好事吸引力結界 碇典子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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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066 提問力,決定你的財富潛力 朱楚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080 最大的祕密= The greatest secret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著; 王莉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080 最大的祕密= The greatest secret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著; 王莉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103 療癒密碼. 2, 改寫根源記憶 亞歷山大.洛伊德(Alexander Loyd)作; 聿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110 不做討厭的事,也能活得很好: 三千人爭相請吃飯也要聆聽的另類人生觀= 嫌なこと、全部やめても生きられる中島太一著; 胡靜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165 母湯喔!說話得罪人,你卻不知道 吉原珠央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196 全人療癒:你就是自己最棒的治療師, 400萬人見證的每日自我修復療程= How to do the work: recognize your patterns,heal from your past,and create your self妮可.勒佩拉(Nicole LePera)著; 葉妍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226 小資族下班後翻倍賺: 財富自由GET!3步驟月入六位數、30歲前晉升新富族蕾咪(Ram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264 與身體對話,就是與神對話 藤堂博美著;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271 給沒有夢想的人!邊走邊想職涯探險指南 林婷安(Fiona Li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3011 流轉的時光: 臺南府城文化風華 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3035 古籍之美: 古籍的演變與發展 張圍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5706 幸福的味道 張裴倢作 其他 1

9789860661149 新手媽媽哺乳經: 給愛孩子的您 文桂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1156 仁水 馬力梵.高麓(Malivan.Kawr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1163 滬尾諜雲. 上 馬力梵.高麓(Malivan.Kawru)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0592 中醫居家病歷範本. 2020=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ome care賴榮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397 高齡者健康自主管理帶領人操作手冊 毛慧芬, 林麗惠, 金美雲, 郭慈安, 張淑卿, 陳文詮, 曾繁亞, 戴玉慈, 蘇姵綺作; 張淑卿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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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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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時麒作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933 抽樣檢驗(更新本)= Sampling inspection 張有成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經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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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質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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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方集



9789869903004 保險經營論壇. 第八輯 鄭顯騰, 楊孝翔, 呂廣盛, 陳素敏, 余奇, 駱經綸, 郝充仁, 張淑敏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3011 解密新保險 連子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154 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 2021 黃臺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934 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37屆=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Symposium on Fiber and Textile Technology謝建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948 解析Codex 2020年新版食品衛生一般原則(包含HACCP與GHP)及其在台灣食品餐飲之應用江易原, 林孟昱, 許加和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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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誠孝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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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282 景觀. 2021-I= Landscape 陳子婷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4285 騎幻印度旅程= An incredible journey in India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4292 An incredible journey in India author Ruan Guang Mi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2808 走過迴旋型的人生 台灣腫瘤科第一人: 陳博明梁妃儀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4087 寰海墨緣: 中華弘道書學會國際書法展暨會員聯展作品集. 2021林岳瑩, 林秀瓊, 傅景寶, 吳建松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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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暘沐整理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620 老羅講古: 勞保小故事 羅五湖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社會保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社會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弘道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癌症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軟體自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9789869773829 50+心腦方程式: 給高齡者的創意方案三部曲 林麗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0104 台灣前50大企業. 2020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097 水落石出: 聖經真相探討 林盈沼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2309 隋書 (唐)魏徵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16 南史 (唐)李延壽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23 北史 (唐)李延壽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30 舊唐書 (晉)劉昫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47 新唐書 (宋)歐陽修, 宋祁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54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61 宋史 (元)脫脫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78 金史 (元)脫脫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392 明史 (清)張廷玉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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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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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2

9789869699822 依德法師七十書畫展 釋依德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007 醫用超潔淨聚乙烯醇發泡體敷料之創新設計= Innovative designs of medical hi-clean PVA foam dressings黃慶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9014 医用超洁净聚乙烯醇发泡体敷料之创新设计= Innovative designs of medical hi-clean PVA foam dressings黃慶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1629 庚子臺灣書法年展作品集 柯有澤執行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530 憨言呆語. 第七集, 你到底在做什麼:回家的路 得憨(鄭源和)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691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43屆= 43rd Session of Chinese Taipei Olympic Academy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康堤禪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巴斯特製藥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信用評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神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6792 慢病殺手 巫勝榮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0675900 慢病杀手 巫胜荣编着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6324 民法概要(專科用書) 劉瀚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331 金融法規(專科用書) 林昆立, 黃玉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348 英文文法與修辭(專科用書) 劉世明, 劉珞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6355 商用英文(專科用書) 賴暄堯, 許展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6362 國文(專科用書) 廖芮茵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6379 國際貿易英文(專科用書) 蔡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386 程式語言(專科用書) 林俊杰, 葉明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393 廣告學(專科用書) 林承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409 商務英文(大學用書) 李欣欣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6416 衍生性金融商品(專科用書) 林容如, 蔡錦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6423 計算機概論(專科用書) 陳大仁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4904 福音橋 福音橋傳道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5193 台灣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21=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in Taiwan 2021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第5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718 獨立董事必備法規手冊. 2021新版 駱秉寬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3835 學庸實用智慧 曾仕強, 曾仕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872 健康食品推薦指南: 聰明選、輕鬆買,教你怎樣吃出真健康蕭乃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896 親手抄聖經: 領受上帝的祝福 黃明理硬筆書寫; 黃明鎮注釋解說 第二版 精裝 1

9789576637902 親手抄金剛經 黃明理硬筆書寫 第二版 精裝 1

9789576637919 殘酷的人類演化史: 適者生存,讓我們都成了不完美的人更科功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926 親子足療: 吳若石神父足部反射健康法. 2 吳若石, 胡齊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933 遠距力: 28天成功踏入遠距工作圈的養成計畫 Joyce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940 最新圖解FJM吳若石神父足部反射健康法: 全新定位89處足部反應區,更易施作的人體自癒與保健醫典吳若石, 胡齊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957 情緒投資: 做自己的投資心理教練,20個小資族破解心魔、理性投資的健康理財法王奕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964 開一間會賺錢的餐飲店: 30年專業經理人最不藏私的忠告,從成本結構、用人方法、獲利模式,到連鎖加盟的實戰策略林仁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971 我今天也要看女兒臉色: 觀察憂鬱症女兒的媽媽日記: 明天或許也是多雲偶雨,那就順其自然吧!金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995 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 透過「內在小孩」心法,重整成人與父母更平和與成熟的親子關係= Vos parents ne sont plus vos parents: les clés pour réajuster la relation avec ses parents à l'âge adulte瑪麗-法蘭絲(Marie-France), 艾曼紐 巴雷.迪.寇克侯蒙(Emmanuel Ballet de Croquereaumont)著; 黃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心想事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



9789860611205 漫泊蘭陽.宜蘭自得 劉時泳, 吳燦中, 王信翔, 古振宏, 林昱君, 李沐軏, 李柏楓, 侯榮元, 施國章, 徐忠瑋, 許祥新, 游明陽, 陳湘茗, 陳愈君, 陳韋如, 陳太齡, 陳美珠, 康淑敏, 張書源, 張志成, 曹俊偉, 黃國峰, 黃懷民, 楊煜嫻, 鄭瑋彣, 劉伊凡, 簡瑋琪, 陳有慶作; 劉時泳, 吳燦中主編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11212 健康養生旅居實證設計: 陽朔山水行旅健康會所/興坪山水行旅健康度假會館. 第一部, 建築規劃與實證設計全報告= Evidence-based design of health and wellness place & hotel. part I, architectural and interior evidence-based design of Shan Shui Restoration吳燦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11229 創意生活產業實證設計策略: 陽朔菁出於嵐生活美學館整建規劃設計全報告= Evidence-based design strategy for the creative life industry: design planning report of indigo art living building,Yangso吳燦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9358 打造你的歷史博物館立體書 Claudia Martin文; Mike Love in the style of Beatrice Blue圖; 楊惠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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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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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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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可譯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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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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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筱茵譯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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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握瑜譯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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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祐翻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4432 天遠樓書會第八次聯展. 2021: 相濡以墨專輯 張靜娟,王精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6507 茶妖的飼養方式 玉子采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936514 茶妖的飼養方式 玉子采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36521 姑娘壯如山 一撇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6538 教練我好想殺球 一撇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8004 想像七星潭.天地共纏綿 葉日松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0903 木頭爵士的木工入門課 洪子晧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155 賴純純: 燦光仙境= Jun T. Lai: Splendent Light In Wonderland賴純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3513 幼幼牙助的櫃檯筆記 牙醫助理崩壞版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868 竇蓮魁 李季紋故事; Eli Lin漫畫 初版 平裝 3

9789869606875 ドリアン.グレイ: 新しい台湾のコミック 李季紋物語; Eli Lin漫画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882 Dorian Gray: a new Taiwanese comic story by 李季紋; comic by Eli Li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臨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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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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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頭爵士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天遠樓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融動漫拼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水滴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5929 STUT大一英文必考單字句型(期中、期末). A3 王福祥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001 English villages in Taiwan: theories and pratices 蔡麗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193 STUT大一英文必考單字句型(期中、期末). A4 王福祥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209 STUT大一英文必考單字句型(期中、期末). B4 王福祥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216 STUT大一英文必考單字句型(期中、期末). C4 王福祥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452 Language learning: impacts of strategies and affective factorsMin-hsun S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8852 Pass the TOEIC test: intermediate course-listening Miles Craven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5967 拍翻御史大夫. 壹, 布衣卷 謝金魚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5531 聊齋誌異 蒲松齡原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4295555 彩色英漢字典= A practice pictoria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修訂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4295791 生蛋快樂 孫莉莉文; 谷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5807 媽媽好菜 許麗萍文; 陳愛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5814 樂活健腦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295821 樂活健腦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295869 新注新譯古文古事 吳紹志校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5890 新注新譯史記列傳 司馬遷原著; 吳紹志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5906 婦人良方大全 (宋)陳自明原著; 鄧榮坤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4295920 漫畫.爆笑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高章欽改編.繪圖 [新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5937 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原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4295975 精選史記故事 司馬遷原著; 吳紹志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5982 恐龍大搜密 林靈作; 顏銘辰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5999 臺灣地形小百科= Encyclopaedia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002 錢幣小百科= Encyclopaedia 娜歐米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019 小學生的跨領域閱讀. 低年級 熊鴻文編著; 世一文化編輯群改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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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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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057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三年級 陳景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064 世界之最全知道! 梅洛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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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088 針灸大成 (明)楊繼洲原著; 吳塤村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4296095 連一連故事著色本 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132 童話大冒險迷宮 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149 遊樂園大冒險迷宮 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187 中文兒歌歡樂唱 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194 台語兒歌歡樂唱 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200 英文兒歌歡樂唱 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231 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864296293 寵物小百科= Encyclopaedia 曹毓倫, 陳俊中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422 精選歷屆試題英文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39 ㄅㄆㄇ星樂園 張清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46 數學星樂園 賴玟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53 全生活星樂園 世一幼兒教育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60 精選歷屆試題自然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77 精選歷屆試題社會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84 精選歷屆試題數學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91 精選歷屆試題國文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590 泡棉拼圖書: 動物 蔡靜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804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296811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水靈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一



9789864296828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296835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296842 學台語互動式點讀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296880 就是愛摺紙. 3, 海洋動物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897 就是愛摺紙. 4, 趣味生活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958 角落小夥伴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6965 角落小夥伴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2刷 其他 1

9789864296972 角落小夥伴國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3刷 其他 1

9789864298266 國小必背300英語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莊雅芸總編輯 [新版] 平裝 1

9789864298280 國中必背1200英語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新版] 平裝 1

9789864298303 我最愛聽的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8310 我最愛聽的童話故事= Fairy tales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768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三年級) 黃瑞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805 活力成語100分. 1年級 黃美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829 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4299959 世界之最小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9973 國小數學總複習. 2年級 許世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980 國小數學全攻略. 3上 許世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997 國中生的跨領域閱讀. 英語 Henry Laurance, S. Hui, Jessica V. Meihu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30012 不再寫錯字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30029 不再讀錯音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30036 國中生的跨領域閱讀. 國文 吳素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222 嘴巴裡的戰爭 目川編輯小組作; Schemme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0246 腸病毒拉警報 王一雅作; 張芸荃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0277 過敏大魔王 王一雅作; 張芸荃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729 太極門1219事件平反第十四週年論壇特刊= The 1219 incident: 14th anniversary of Tai Ji Men's acquittal recommendations for tax and legal reform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2727 春天佇佗位 黃靜雅文; 鹿雅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734 小說徐傍興= The story of Hsu Pang Hsing 李旺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741 四0年代的台灣青春夢 蔡烈光文; 蔡烈輝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758 倒風內海 王家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42765 秋霞的一千零一夜: 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 蔣理容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796 絕筆集 彭明敏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0257 天官賜福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0264 天官賜福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2206 黑風城戰記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942213 黑風城戰記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942305 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JittiRain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2312 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JittiRain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2329 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番外卷 JittiRa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2343 小行星 微風幾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367 小行星 微風幾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350 小行星 微風幾許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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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送存冊數共計：63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正大



9789864942381 夜畫帳. 第二部. 第三卷 Byeonduc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2398 Love Storm戀愛風暴 Mame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404 Love Storm戀愛風暴 Mame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428 道醫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442 道醫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435 道醫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42466 黑風城戰記. 第二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卷5 2

9789864942473 黑風城戰記. 第二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942480 黑風城戰記. 第二部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4942503 TharnType 真愛莫非定律 Mame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2510 TharnType 真愛莫非定律 Mame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2527 TharnType 真愛莫非定律 Mame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2534 TharnType 真愛莫非定律 Mame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2558 網戀翻車指南 醬子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572 網戀翻車指南 醬子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565 網戀翻車指南 醬子貝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3609 學泰語好簡單 沈伯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8402 台中市大台中美術協會美展. 第36屆 陳縈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9175 花舞.非花.藝綿延: 花與藝術整合創作展 陳少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3500 台中扶輪社65週年社史= Taichung Rotary Club 65th anniversary廖勝揮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2657 示見之眼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2664 示見之眼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2671 示見之眼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2688 示見之眼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2725 A charm of magpies series喜鵲迷情. 1, 王者 KJ Charles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3194 前男友們都重生了 酒宅花丸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820 十五志學. 進階篇: 一0八課綱加強版部定核心古文十七篇陳美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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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文理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心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四方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花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中市台中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7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中市大台中美術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216 包文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 一種思考個人與團體的新方式= The eight concepts of Bowen theory: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羅伯特.吉爾伯特(Roberta Gilbert)作; 江文賢, 馬康哲, 曾素玲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9306 弄懂6-12歲孩子的內心X情緒X行為問題 陳品皓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7803 聲存指南: 屬於臺南的第一本聲音地景探索書 楊欽榮文字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5207 綠色生活地圖: 綠色生活從掌心上路= Green life in Taiwan: for earth for health林美慧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6527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會員作品集. 第十二屆= The Women Artists Association of Taipei the 12the member works collection謝蘭英,林育州, 劉子平, 李曉明, 王錦秀, 劉粹垣, 李敏吟, 高淑惠編輯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423 採茶歌、桃花過渡: 盧易之鋼琴改編作品 鋼琴作品: 採茶歌、桃花過渡(簡易版、演奏版)= Tea plucking song,sister peach blossom flirts with the old ferry man: Yi-Chih Lu's Taiwanese Folk song arrangements for piano solo(simplified version,concert version)盧易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96057 大作文章: 全國特優寫手實作會考作文 林明進 , 柯方渝 , 徐高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6064 量子天命 李欣頻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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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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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師祺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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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156 下半輩子,不再為工作而活 金江美圖.文; 陳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163 聰明工作,讓你更自由 大衛.芬克爾(David Finkel)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170 三言兩語,把話說到心坎裡!聊天心理學 吳秀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187 這樣溝通,9成的問題都能解決: 4000萬會員一致推崇!樊登的10堂表達課樊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224 媳婦靠北日記 朴書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231 抱歉,當時不該這麼對你說: 給每次說出口就後悔的你朴民榮著; 陳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248 無所事事之必要: 荷蘭Niksen幸福生活學= Niksen: embracing the Dutch art of doing nothing奧爾嘉.麥金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255 為什麼只有我要正直善良?: 致為了當好人而心累的你金承煥著;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286 媳婦靠北日記 朴書雲著; 林芳如譯 其他 1

9789865596309 你的善良,不要浪費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全大進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323 人生雖苦,但還是值得活下去 岸見一郎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392 那一天,憂鬱症找上了我: 從拒絕承認到勇敢面對,一個記者戰勝憂鬱症的真實告白金正源(김정원)著; 黃莞婷譯 其他 1

9789865596422 人生不需要計畫,而是要活出自己的故事 法蘭克.馬特拉(Frank Martela)著; 新新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4207 如佛一樣生活: 道元法師與曹洞禪風 吳繼文撰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4214 凡事徹底: 鍵山秀三郎八十自述 鍵山秀三郎著; 陳曉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4221 一個人從天涯海角出發 柴田久美子著; 樂美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正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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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尼可樂表演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文化探索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禾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目目文創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229 如何順利的提高咬合: 如何處理咬合高度、咬合平面、咬合崩壞的案例?= The bite raising: how to deal with vertical dimension of occlusion,occlusal plane,bite collapse cases五十嵐順正, 増田裕次著; 王兆祥, 呂婷翻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9163 跨越傳統工藝: 價值延續與跳台創新 涂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99170 晝夜XYZ: 我們在豐原后里的第___象限?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110級畢業專刊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110級全體專題生圖文創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9499194 墩腳時光旅行 奇緣憶腳團隊圖文製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499200 晝夜XYZ: 我們在山海之間的第___象限?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110級進修部畢業專刊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110級進修部全體專題生圖文創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9499217 東湳時光 李欣霈, 鄭羽婷, 高幸萱, 廖家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732 就讓狗狗做自己: 一本教你如何給狗兒最佳生活的實務指南= Unleashing your dog馬克.貝考夫(Marc Bekoff), 潔西卡.皮爾斯(Jessica Pierce)合著; 李喬萌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68276 臺灣珠寶藝術學院指定使用: 3Design V10珠寶設計專用電繪軟體鄭宗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290 用生命築長城: F-104星式戰鬥機臺海捍衛史 唐飛, 王長河, 葛惠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306 角落小夥伴檢定官方指定用書: 角落小夥伴大圖鑑主婦與生活社著;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399 19能量法 張若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405 王可樂日語中高級直達車 王可樂日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412 王可樂日語高級直達車 王可樂日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429 鈔級文字力 林郁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436 解密禪宗心法: <>般若品之一 范明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443 解密禪宗心法: <>般若品之二 范明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481 在家也能輕鬆做出丸龜製麵的好味道 丸龜製麵麵匠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498 Ebru藝術表達卡: 結合藝術、色彩與人生探討的正能量指引 44種覺察無限可能的視覺心像練習蔡美玲, 張蓓玲, 鄭任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511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二 : 無縫陪伴及孩童從零-七歲的身心發展與教育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535 孟婆傳奇. 墨舞篇 李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8573 Rea手繪食譜: 是便當也是餐桌料理,88道零失敗減醣食譜。: 食材好買、調味料現成、做法簡單,一看就上手,讓人吮指回味!賴佳芬RE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597 工地人生 王雙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610 Rea手繪食譜: 88道料理,是便當也是桌菜!: 食材好買、調味料現成、做法簡單,一看就上手!賴佳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658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 三: 從哺乳期到口欲期奠定孩子未來人格范明公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68702 藍老師職涯50問 藍如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719 共善人間: 慈濟五十五周年慈善見證= Creating a world of common goodness慈濟基金會文史處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726 職涯聖經: 職涯名師藍如瑛50堂職場必修課,從社會新鮮人到CEO,掌握人生關鍵時刻,輕鬆縱橫職場!藍如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733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 四: 從3歲至18歲青少年的心理特徵與教育訣竅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757 說故事的人. 第二卷, 照見善的力量 陳怡伶, 王純瑾, 蘇哲民, 吳曉紅, 鄭茹菁, 黃子嫻, 蔡素美, 張素玉, 黃玉櫻, 林瑋馨, 謝玉珠, 彭鳳英, 楊欣樺, 林綺紅, 蔡素玲, 林美宏, 顏吟修, 邱麗雲, 卜堉慈, 張玉梅, 陳美蓮, 李佩倫, 胡青青, 何淑麗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764 奧丁期貨聖典之山川戰法全書: 本書顛覆你對期貨領域所有認知 建議新手小心服用奧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795 奧丁期貨聖典之山川戰法全書: 本書顛覆你對期貨領域所有認知 建議新手小心服用奧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825 解密禪宗心法: <>般若品 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68832 明公啟示錄: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化: 孝經 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68887 台灣不動產大趨勢: 紅點商圈戰略 周鶴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917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易經開講. 一, 從孔子易傳到人生哲學與智慧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924 正宗兔奴注音麻與注音五兔: 我與網字輩的生活日誌注音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931 明公啟示錄: 解密維摩詰經的大乘佛教實踐道. 一, 淨心佛土的緣起及世人修行頓悟之法 　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948 超業筆記: 銷售力就是你的免疫力: 鄭立德的銷售八講鄭立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001 心宅療癒觀元辰: 絲雨老師教你微調心宅,讓幸運由心生,以自身力量翻轉人生困境鍾絲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063 明公啟示錄: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化: 范明公孝經開講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6070 談判大師實踐寶典: 提高知識、見識、膽識,邁向人生勝利組王時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087 雙贏: 東西這樣賣,團隊這樣帶,超業雙雄黃正昌與賴政昌傾囊相授,修練一流銷售技巧,打造頂尖業務團隊,就是這本書!賴政昌, 黃正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094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儒學六藝: 中華精英的蒙學教育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174610 奇怪ね: 一個日本女生眼中的臺灣 青木由香作; 黃碧君, 青木由香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正向思維藝術

白色牙材



9789868174634 英文這樣背就對了!超強記憶法讓你快樂學單字陳光, 李宗玥, 楊儷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5100 千里共嬋娟: 聆閒雅集 吳玲嬋作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2504 大哉孔子: 論語的智慧 馬叔禮作 其他 1

9789860662511 妙哉老子: 道德經的智慧 馬叔禮作 其他 1

9789860662528 悠哉莊子: 思想的宗師 馬叔禮作 其他 1

9789860662535 賢哉孟子: 天下滔滔予豈好辯哉 馬叔禮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4003 2020+1歐洲國家盃觀戰專輯= 2020+1 UEFA Euro Cup sp石明謹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383 科學革命 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作; 林巧玲, 許宏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796 重力波的幽靈: 關於實驗室、觀測，以及統計數據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探險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著; 劉怡維, 秦先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4434 學校在窗外潮本 黃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640 呼吸巴黎: 典藏古美術讓法國成為日常 魏聰洲, 蔡潔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6601 黑手: 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 馬曉月(Mareike Ohlberg)著; 梁文傑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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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6625 科學價值的再思考 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 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作; 林巧玲, 許宏彬, 劉怡維, 秦先玉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66632 兩種心靈= Of two minds: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n psychiatry譚亞.魯爾曼(Tanya Luhrmann)著; 張復舜, 廖偉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6663 反動的修辭=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 吳介民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6694 異溫層迷航記: 芭樂人類學. 2 郭佩宜, 黃郁茜, 司黛蕊, 趙恩潔, 林開世, 李宜澤, 李梅君, 陳如珍, 蔡晏霖, 呂欣怡, 鄭肇祺, 劉文, 趙綺芳, 林育生, 林文玲, 彭仁郁, 林益仁, 劉子愷, 邱韻芳, 江芝華, 蔡政良, 邱斯嘉, 褚縈瑩, 陳伯楨, 羅永清, 林浩立, 潘美玲, 林子晴, 施永德作; 林浩立, 趙恩潔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3739 信念的定律 于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93753 不會撒嬌,再聰明也不可愛 莉莉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93777 決定版.信念的魔力 克萊德.布里斯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04 有趣的哲學故事 左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42 <>智慧書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59 身體語言影響力 蒼井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26 讀懂巴菲特的價值: 他如何在平凡中展現出不平凡的價值。= Warren Buffett林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2461 魚龍舞. 卷十三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2478 魚龍舞. 卷十四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1426 魚龍舞 默默猴著 初版 平裝 卷15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8096 不可思議的科學魔法書: 玩具實驗 七色王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102 不可思議的科學魔法書: 美味實驗 七色王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119 STEAM科普立體書: 解剖星球密碼 Patricia Geis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未來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禾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北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出走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可否文化



9789865528126 STEAM科普立體書: 解剖火山密碼 Patricia Geis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133 動手玩童話: 阿拉丁= Aladin Sofie Kenens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140 動手玩童話: 美女與野獸= Bellebete Paku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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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9789865528171 好想知道環保做的事! YOYO studio作.插畫; 廖彥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188 好想知道寵物們的事! YOYO studio作.插畫; 廖彥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195 農場探險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201 夜遊野生動物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218 夜遊海洋世界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225 夜遊恐龍世界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精裝 1

9789865528232 昆蟲偷偷摸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249 怪獸偷偷摸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256 海洋生物偷偷摸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263 恐龍偷偷摸 Rosie Greening作;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270 貼出事解好好玩: 貼貼貼紙學學看! Julien Milési-Golinelli作; Angelika Scudamore繪; 李旻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8287 貼出算數好好玩: 貼貼貼紙學學看! Julien Milési-Golinelli作; Manu Surein繪; 李旻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8294 貼出身體好好玩: 貼貼貼紙學學看! Julien Milési-Golinelli作; Ed Meyer繪; 李旻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8300 祕密派對 勵馨基金會作; 陳沛奇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324 Amazing! animal 變形動物認知書 Make Believe Ideas Ltd作; Dawn Machell插畫; 廖佳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331 Amazing! magic變形魔法認知書 Make Believe Ideas Ltd作; Dawn Machell插畫; 廖佳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348 Amazing! Dinosaur變形恐龍認知書 Make Believe Ideas Ltd作; Dawn Machell插畫; 廖佳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386 這是水滸傳的故事: 想看四大名著翻翻書 方政, 任達森作; DADA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393 小手觸摸隨身聽: 我會跟著讀唐詩 呦呦童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09 百貨市場探險趣 Ingela P Arrhenius作.插畫; 李旻諭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16 寶寶不累來Play: 童話遊戲開始囉 Céline Potard作; Marie Margo插畫; 張之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23 寶寶不累來Play: 旅行遊戲起飛囉 Céline Potard作; Patrick Morize插畫; 張之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30 寶寶不累來Play: 交通遊戲出發囉 Céline Potard作; Romain Guyard插畫; 張之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47 寶寶不累來Play: 動物遊戲狂歡囉 Céline Potard作; Audrey Brien, Betowers, Chiara Nocentini插畫; 張之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54 傳說西遊記: 走進傳統文化的立體世界 吳承恩作; 周美強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85 動動小指,拼拼看ㄅㄆㄇ 廖佳儀作; 林欣儀插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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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9408 度量,決定了你的力量: <<內在三圍>>暢銷增修版施以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415 丁窈窕樹: 樹á跤ê自由夢 林秀珍, 王亮文, 蔡喻安, 謝沂珍, 鄭韶昀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29422 經世與革命: 激進的漢語神學思潮(1901-1950)= Toward the oikonom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Sino Christian liberation theology(1901-1950)曾慶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918 客家八音嗩吶曲集系列. 2 田文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9128 王長壽通書便覽(平本).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王長壽編纂 其他 1

9789869919135 王長壽通書便覽(大本).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王長壽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3150 世界宗教博物館年報. 2020年= Museum of world religions bulletin. 2020陳國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砂崙萬福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品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宗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田屋北管八音團



9789868770614 沙鯤漁火.王船再現: 高雄市茄萣區白砂崙萬福宮庚子科五朝王醮成果專輯蘇瑞展, 蘇福男作 平裝 1

9789868770621 沙鯤漁火.王船再現: 高雄市茄萣區白砂崙萬福宮庚子科五朝王醮成果專輯蘇瑞展, 蘇福男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4507 淬煉: 戰後東南亞政局與華文教育的興衰(1945-1975)=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sociolpolitical climate of post-WWII Southeast Asia , 1945-1975任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6072 Dragon tail story and illustration Hinyi Cheuk; translator Yanto Chandra1st ed. 其他 1

9789577326089 Mad spicy resto story and illustration Wai Yu Chan; translator Yanto Chandra1st ed. 其他 1

9789577326096 The O's lab story and illustration Wing Ki To; translator Yanto Chandra1st ed. 其他 1

9789577326232 Development and beyond: collected essays of Jenn-Hwan Wangedited by Mei-Chuan Wei, Tsung-Yuan Chen 平裝 1

9789577326287 東南亞國家華語文教育專論: 定位、發展、政策與前瞻楊聰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6294 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區域、國家、族群與跨界楊聰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59096 陶藝實踐100個關鍵重點: 不可不知道製作陶器的基礎知識野田耕一著; 楊哲群譯 平裝 1

9789579559225 色彩情感演繹與實作 郭文貴著 平裝 1

9789579559263 躍動的超級素描技法. 動作.空手道篇 鶴岡孝夫著; 林廷健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287 Dolly bird Taiwan. vol.2 Hobby Japan作; 李冠慧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294 林亮太的彩色鉛筆描繪技法: 從戶外寫生到描繪出一幅寫實風景畫林亮太作; 林廷健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00 以面紙製作逼真的昆蟲 駒宮洋作; 林致楷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17 觀察素描: 畫出喜歡的物品 檜垣万里子作; 林致楷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24 飛廉: 岡田惠太造型作品集&製作過程技法書 岡田惠太作; 楊哲群譯 平裝 1

9789579559331 JIA娃娃改妝課: 打造世界上獨一無二,只屬於我的Baby doll金志娥作; 陳采宜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48 Roro手織娃娃服 崔慧利作; 陳采宜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55 魔法雜貨的製作方法: 魔法師的秘密配方 魔法道具鍊成所著; 林致楷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62 美男繪圖法 玄多彬作; 陳采宜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79 片桐裕司雕塑解剖學(完全版) 片桐裕司作; 楊哲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86 武將油畫描繪技法: 戰國.三國志+天使 長野剛著; 林廷健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393 女子體態描繪攻略: 女人味的展現技巧 林晃作; 林廷健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09 甜美的童話故事: 娃娃服裝穿搭與製作 Rosalynnperle作; 李冠慧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16 1天即可完成寫實油畫基礎技法:只要6色+白色就能描繪色彩的正宗入門書大谷尚哉作; 楊哲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23 袖珍娃娃迷你包 株式会社ブティック社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30 Dolly bird Taiwan. vol.3 Hobby Japan作; 李冠慧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47 永山裕子の透明水彩: 描繪步驟解析 永山裕子作; 楊哲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54 襯托角色構圖插畫姿勢集: 1人構圖到多人構圖 畫面決勝關鍵Hobby Japan作;黃姿頤翻譯 其他 1

9789579559461 第一次製作1/12袖珍娃娃服裝設計: 基本款的縫製方法與訣竅Affetto Amoroso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78 色鉛筆描繪的東方插畫技巧: 從迷你角色開始描繪的插畫繪製過程粗茶著; 林廷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9485 魔法袖珍花卉 宮崎由香里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492 令人心馳神往的風景寫生水彩訣竅 右近としこ作; 楊哲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59508 迷你造型配件縫製手冊: 袖珍小包&時尚小帽 関口妙子著;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515 世界傳統圖樣編織: 娃娃迷你針織服飾 株式會社日本文芸社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522 從著色繪本學習: 配色的基礎:享受著色的樂趣.提升色彩感知力櫻井輝子, 白壁理繪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539 竹谷隆之: 畏怖的造形 竹谷隆之作; 楊哲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553 從著色繪本學習美麗的佛畫: 享受著色的樂趣.加深佛的知識奧田觀稀著;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560 頭身比例小的角色插畫姿勢集. 女子篇: 如何描繪可愛的5頭身女孩Hobby Japan作; 林廷健翻譯 其他 1

9789579559577 1枝鉛筆!輕鬆畫插圖練習本: 「描圖→畫圖」學會畫更多插圖Nazomi Kudo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584 詳解動作和皺褶衣服畫法の訣竅: 從衣服結構到各種角度的畫法Rabimaru著;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591 從著色繪本學習: COPIC麥克筆技法: 從一顆蘋果到寶石、甜點和人物HOSIMI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607 PYGMALION令人心醉惑溺的女性人物模型塗裝技法:如此美麗,讓人不禁陷入戀情的魅惑女性形象.田川弘塗裝作品A to Z田川弘作; 楊哲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621 娃娃清新女孩風時尚服飾. 春夏篇 関口妙子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638 HANON: 娃娃服飾縫紉書. 應用設計篇 藤井里美作; 楊哲群翻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北星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9789579559669 蘿莉塔風格の描繪技法: 水彩的基本要領 雲丹作; 林廷健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676 魔法少女的秘密工房: 變身用具和魔法小物的製作方法魔法用具鍊成所著; 葉凱翎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683 人體動態結構繪畫教學= RockHe Kim's anatomy drawing classRockHe Kim著;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751 與野村重存一起巡遊: 水彩寫生之旅: 描繪森林、流水與街景野村重存作; 楊易安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782 描繪廢墟的世界 TripDancer, Chigu, 齒車Rapt作 平裝 1

9789579559881 弘司作品集: 翼之輪舞 弘司作; 楊哲群翻譯 平裝 1

9789579559935 Dolly bird Taiwan. vol.4, 尾櫃制服計畫 Hobby Japan作; 黃姿頤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6455 我的家教男友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462 想甜你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479 想甜你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486 我的家教男友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493 豪門祭品新娘 喬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09 豪門祭品新娘 喬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09 豪門祭品新娘 喬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16 甜蜜戰爭 典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23 可菲的日記 黑潔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30 波恩與凱的城堡生活 黑潔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47 攻略帥大叔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554 綠茶小姐十分甜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561 武林高手不好混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578 綠茶小姐十分甜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85 武林高手不好混 喬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592 攻略帥大叔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608 攻略帥大叔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615 武林高手不好混 喬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622 綠茶小姐十分甜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639 我的總裁大人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646 我的英雄不遲到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653 年下男攻略 菲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660 我的總裁大人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677 年下男攻略 菲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684 我的英雄不遲到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691 我的英雄不遲到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707 我的總裁大人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714 年下男攻略 菲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752 猛夫拐上床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769 睡完總裁帶球跑 貞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776 總裁舔狗日常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783 總裁舔狗日常 安祖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790 睡完總裁帶球跑 貞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806 猛夫拐上床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844 醉愛你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851 壓寨狼君 貞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868 攝政王的掌中花 菲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875 醉愛你 可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882 壓寨狼君 貞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899 攝政王的掌中花 菲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905 甜得像顆糖 糖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6912 我的大理寺CSI手扎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6929 我的大理寺CSI手扎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6936 我的大理寺CSI手扎. 上 蔡小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950 甜得像顆糖 糖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967 我的大理寺CSI手扎. 上 蔡小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56974 我的大理寺CSI手扎. 下 蔡小雀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禾馬文化



9789863356981 甜得像顆糖 糖菓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4708 台灣的抉擇. 2: 孫中山思想與新古典社會主義 洪泉湖, 周惠民, 黃如慧, 李炳南, 潘兆民, 蘇信宇, 李明軒, 林炫向, 吳昆財, 區桂芝, 周世雄, 陳顯武, 鄭旗生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3702 淨土五經 精裝 1

9789869953757 占察善惡業報經實修簡介 釋心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376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 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說無常經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合刊) 精裝 1

9789869953788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漫畫版)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9953795 十善業道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08 佛說阿彌陀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15 地藏菩薩本願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22 文昌帝君陰騭文(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39 了凡四訓(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46 太上感應篇(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53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彩色漫畫)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60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漫畫版) 林鉅晴繪 平裝 1

9789860625677 浴佛功德經 (大唐)沙門釋義淨譯 其他 1

9789860625684 大悲咒 十小咒 心經 其他 1

97898606475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合刊) 一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0647563 僧伽吒經臨摹本(全四卷) (元魏)南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平裝 1

978986064757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臨摹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平裝 1

9789860647587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臨摹本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平裝 1

9789860647594 地藏菩薩本願經臨摹本(全三卷)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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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926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919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10級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933 植予禮= Plantgifted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9964 譯夢: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進修部四年甲/乙班110級畢業典藏集= Dream translator莊子靜, 莊佩璇, 林芷涵, 任育琳, 尋佳暄, 鄭伊珊, 陳貞伶, 張家菁, 潘慧靜, 黃沁怡, 張絜雯, 黃茉禧, 焦佳伶, 許嘉家, 朱家君, 黃意珮, 鄭詠心, 陳俊碩, 劉亦庭, 官嵐, 蔡芯瑀, 王璿閔, 林雨柔, 林昀萱, 黃永瀞, 葉宇蓁, 林珈誼, 鄭瑩君, 林楀璇, 陳筱琪, 黃凱琳, 陳瑜秀, 李靜宜, 郭巧翎, 洪琪雅, 陳宇潔, 陳慧禎, 邵翊絜, 鍾茹卉, 管瑩涵, 靳春佑, 呂雅婷, 王羽姈, 李宜珍, 劉采慈, 林欣潔, 古云達, 丘心宜, 邱湘筑, 陳志瑜, 黃亮潁, 賴羿妃, 粘凱銘, 邵煒庭, 吳俊霖, 鄭羽秀, 張簡妙婷, 鄭婧彤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9971 畫鏡: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進修部二技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10級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110進修部二技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6109 先進車輛電控概論 柯盛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6116 先進車輛電控概論 柯盛泰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妝彩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永盛車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正修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8

史記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080 獵人們: 貓爸爸、李家寶 朱天心原著; 阮光民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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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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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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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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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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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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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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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78190 吳忠信日記(1948)=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48吳忠信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06 吳忠信日記(1949)=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49吳忠信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13 吳忠信日記(1950)=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50吳忠信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20 諜報戰: 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7)= General report of special intelligence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937蘇聖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37 諜報戰: 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9)= General report of special intelligence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939蘇聖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44 蔣經國大事日記(1979)=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79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51 蔣經國大事日記(1980)=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80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 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68 蔣經國大事日記(1981)=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81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75 蔣經國大事日記(1982-1983)=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82-83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82 蔣經國大事日記(1984)=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84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299 蔣經國大事日記(1985)=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85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305 蔣經國大事日記(1986)=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86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312 蔣經國大事日記(1987-1988)= Daily records of Chiang Ching-kuo,1987-88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8435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轅= Civil war in Manchuria: Hsiung Shih-hui,Chen Cheng,and the Northeast Field Headquarter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78442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轅= Civil war in Manchuria: Hsiung Shih-hui,Chen Cheng,and the Northeast Field Headquarter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78459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轅= Civil war in Manchuria: Hsiung Shih-hui,Chen Cheng,and the Northeast Field Headquarter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78466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轅= Civil war in Manchuria: Hsiung Shih-hui,Chen Cheng,and the Northeast Field Headquarter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78473 內戰在東北: 熊式輝、陳誠與東北行轅= Civil war in Manchuria: Hsiung Shih-hui,Chen Cheng,and the Northeast Field Headquarter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78480 合作或衝突: 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關係(1931-1945)=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Anti-Comintern issue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1931-1945蕭李居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6105 吳忠信日記(1951)=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51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112 吳忠信日記(1952-1953)=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52-1953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129 吳忠信日記(1954)=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54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136 吳忠信日記(1955)=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55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143 吳忠信日記(1956)=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1956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150 動員的力量: 上海學潮的起源= The power of mobilization: origins of the Shanghai student movement(1919)陳以愛著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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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584016 普通型高中歷史習作. 第一冊 張肇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84023 修但幾勒: 問老師前你可以先看這本升學QA 陳孟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030 Ready!普高英文銜接教材 呂香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078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公民與社會 張正昊, 趙芸作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4122 租事順利: 從挑屋、簽約到和平分手,房東與房客都要懂的租屋金律蔡志雄作 其他 1

9789865584177 高年級法律課: 從財產規劃到安養照護,從避免受騙到規劃繼承,律師教您如何有個圓滿人生陳佑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184 超數滿分數學學測模擬試題 趙志益, 林志銘, 劉鴻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207 素讀.公民 林詩舷,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作 修訂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4252 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C總複習講義 孫宏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405 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虞和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412 談文學 鄭騫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429 人心難測: 心與認知的哲學問題 彭孟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436 心理學什麼: 一天十分鐘,讀懂成語和人心 蘇渝評著 其他 1

9789865584450 琦君小品 琦君著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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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584474 技術型高中英文職場多益TOEIC UP!(A版). 第三冊吳秀蘭, 謝采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481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B版). 第五冊 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504 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B版). 第五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528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GO(A版). 第一冊 李偉綾, 楊智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84542 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B版). 第五冊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559 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1 蔡孟芳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84566 國文語文能力習作. 1 李美麗, 黃宜方, 彭筠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573 國文閱讀文選. 1 張政偉, 吳仁昌, 吳慧貞, 陳菀萱, 簡秀雯編著; 林淑芬主編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610 技術型高中英文職場多益TOEIC UP!(A版). 第一冊吳秀蘭, 謝采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634 國文隨堂習作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4641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探究活動手冊. I 陳正源, 陳其威, 黃信雄, 楊才民, 楊宗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658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習作. I 陳正源, 陳其威, 黃信雄, 楊才民, 楊宗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665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學習講義. I 韋裕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672 普通型高中歷史創想歷活動手冊. 第一冊 周玉翎, 雷秀慧, 黃健凱, 蔡睿恂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689 普通型高中數學學習講義. 第一冊 林國華, 高天德, 董維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702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 第一冊 林怡慧, 蘇睿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740 普通型高中歷史銜接高手. 第一冊 林怡慧作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788 國文語文能力習作 林恬慧, 劉琬茜, 鄭倩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801 國文隨身讀 顏瑞芳主編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4863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A版). 第一冊 李偉綾, 楊智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84870 普通型高中英文超素筆記. 第五冊 陳雲釵, 楊佳純, 嚴雅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962 數學C習作 林和田, 許世育, 張泉欽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4979 數學B教學講義 胡湘蘭, 陳姿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0004 數學B習作 方志元, 李志文, 葉衍作, 臧俊維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0028 數學C教學講義 焦金勝, 曾湧傑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0042 數學B學習講義 林政謙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0073 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 第五冊 石世鵬, 侯奕宇, 蘇文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080 數學C學習講義 奕帆, 翁婉珣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0141 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隨身讀. 第五冊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226 普通型高中地理閱讀素養題本. 第一冊 藍冠傑, 鐘大益, 盧怡文, 蔡慧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400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A版). 第五冊 王韻婷, 楊智民, 李偉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448 英文滿分最前線 蘇文賢, 周彩蓉, 盧思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493 新.古早代誌 東大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516 全方位英文總複習(A版) 李碧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523 技術型高中維生數C總複習講義 常善評, 曾湧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530 神拿滿級分: 地科學測總複習 張堯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561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A版). 第一冊葉依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684 普通型高中生物探討活動手冊 楊尚達, 賴廷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0691 普通型高中生物學習講義 李貞苡, 羅尹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0738 普通型高中生物習作 何孟娟, 楊基仲, 陳瑋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0950 普通型高中地理學習攻略習作. 第三冊 楊嵐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131 國文隨身讀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071148 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外閱讀文選. 五 王誠御, 柯恩琪, 蔡鄢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155 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作. 一 育林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1186 大學How to讀: 升學實戰祕笈 陳美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71209 我的煩惱很多: 與其逃跑不如戰鬥吧! 果綵婕, 蕭雅瑛, 錢瑤, 林詠昌, 楊淑涵, 簡嘉貞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16 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 五 陳怡伶, 陳雯漪, 楊可欣, 劉希珍, 賴芸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61 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乙學習講義. 上冊 郭志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78 學生打工教戰守則 陳俐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92 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 第一冊 蘇文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1308 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5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346 國文掌心雷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353 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習作. I 陳威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360 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A版). 第五冊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421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1 林梧衛, 范耘芬, 蔡孟芳, 洪可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1445 國文科歷屆統測試題 各校名師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071452 普通型高中化學習作 鍾昭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1469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 鍾昭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06 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A版). 第一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再版 平裝 1

9786263071513 普通型高級中學單字片語隨身讀. 第一冊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再版 平裝 1

9786263071520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 I, 探究活動手冊 林威志, 陳映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44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學習講義. I 李貞苡, 孫允中, 石采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82 神拿滿級分: 生物學測總複習 羽捷, 曾如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99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羽量級. 第五冊許芳綺, 鍾怡媛, 王靖賢, 張瀅蕙, 呂香瑩, 魏宏軒, 樊可瑜, 葉秋菊, 洪秋萍, 陳雲釵, 彭信哲, 楊佳純, 李秋芸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643 英文科歷屆統測試題 黃宏祿, 楊凱全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6263071650 青春10問: 屬於未來世代的成長讀本 柯貞伊, 賴士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704 神拿滿級分: 化學學測總複習 劉俊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742 神拿滿級分: 物理學測總複習 郭芳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759 普通型高中數學習作. 第一冊 史美奐,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1797 滿分應試王: 公民學測總複習 各校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827 夢想導航: 18學群與選課選班群 張瓊文編著 三版 平裝 2

9786263071834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GO(A版). 第五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858 普通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 第一冊 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865 普通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五 林偢萍, 林靜怡, 陳怡伶, 澎客來, 蔡育螢試題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015 老子: 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 劉笑敢著 其他 1

9786263072022 公主之死: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李貞德著 其他 1

9786263072039 反景入深林: 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 黃應貴著 其他 1

9786263072046 金瓶梅 笑笑生著; 劉本棟校注; 繆天華校閱 其他 1

9786263072053 秦漢史: 帝國的成立 王子今著 其他 1

9786263072060 奧地利史: 藍色多瑙國度的興衰與重生 杜子信著 其他 1

9786263072077 德勒茲 羅貴祥著 其他 1

9786263072084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余英時著 其他 1

9786263072091 馬克思 洪鎌德著 其他 1

9786263072107 魏晉南北朝史: 一個分裂與融合的時代 張鶴泉著 其他 1

9786263072114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余英時著 其他 1

9786263072121 新新三國演義 張啟疆著 其他 1

9786263072220 那飄去的雲 張秀亞著 其他 1

9786263072237 寫作是藝術 張秀亞著 其他 1

9786263072244 藝術批評 姚一葦著 其他 1

9786263072848 歷史(普及版) 陳鴻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432 自學歷史: 名家論述導讀 張元著 其他 1

9786263073449 新譯易經讀本 郭建勳注譯; 黃俊郎校閱 其他 1

9786263073524 西安事變新探: 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 楊奎松著 其他 1

9786263073531 希臘哲學史 李震著 其他 1

9786263073548 科學讀書人: 一個生理學家的筆記 潘震澤著 其他 1

9786263073555 穿越4.7億公里的拜訪: 追尋跟著水走的火星生命李傑信(Mark Lee)作 其他 1

9786263073562 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 廖風德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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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943 住宅租賃契約法律.稅務實務: 兼談居住正義與居住權保障李永然, 黃振國, 鄭惠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950 契約書之擬定與範例 李永然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4967 宗教基本法X宗教基本權保障: 宗教自由覺醒四週年紀念釋淨耀, 釋法藏, 釋宏安, 釋常露, 釋見引, 李永然, 仉桂美, 彭堅汶, 周志杰, 吳威志, 陳贈吉合著; 吳旻錚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6795 魔方: 說不出口的真相 郭良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9526 晚霞滿天: 台美歲月 周明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9588 唯識三十頌白話 無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9656 黃昏的初戀: 我遇見賽斯心法 停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9830 基督教入門讀物: 基督教真義問答 方藝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9847 毛主席的父女囚犯 齊家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59878 Middle flavour：create fine dining curisine in your own kitchenby Arlene Hsu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1

送存冊數共計：112

永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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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59977 孫子兵法的思維方式 王天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000 寫給在Alaska的: 陳乙緁散文集 陳乙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055 李宗瑞反敗為勝 李宗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062 經彩 紫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079 經彩 紫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109 老玩童遊柬埔寨: 吳哥的破曉 鄧予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116 用心.忘記 展令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123 失業 柴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147 死亡荷爾蒙 李熙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154 加太的青鳥 太陽奈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161 暴雨翩飛 梁忠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178 活水 晨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185 暇滿.慢行 蔡韻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215 毛髮趣史: 簡單的毛髮 不簡單的故事 曾海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222 只是當時已惘然 見澤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239 我的拉丁美洲: 在混亂美感中擁抱自由 邵澤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246 走出生活的陷阱,走入喜悅的生命 廖步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260 減糖新生活,讓你抗老抗糖化 簡光廷, 劉蕙毓, 黃詩茜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284 毛髮趣史: 簡單的毛髮 不簡單的故事 曾海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291 21天學會財商,創造財富的新思路 王志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307 美國移民: 綠卡樂透抽籤攻略大全 張永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321 2019: 預言到兌現 王慈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338 進軍美國零售通路的祕密 陳坤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345 品質管理大補帖 王祥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352 再次睜開眼眸 卓姿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369 杜簦吟五體千字文殘本 杜簦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8376 洲際.共遊 許承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383 寫給在Alaska的: 陳乙緁散文集 陳乙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406 我叫汪足女: 歌樸灘的冷暖人間 汪足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420 基督教入門讀物: 基督教真義問答 方藝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444 黑熊學校 陳芃樺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8451 慕光羽錄.詩趣 慕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475 統一場論 胡萬炯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5488482 高山.低谷 陳臻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499 秦皇漢武輪回破迷錄 劉未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505 外星人傳奇. 首部: 不明飛行物與逆向工程 廖日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512 Fiat Lux-let there be ligh 創業青年的人生雜記 劉峻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529 輕鬆讀懂大佛頂首楞嚴經 清淨筏集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488536 愛你的103個東東 汪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543 劃破寂靜夜晚的流星...... 向日葵的碎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550 出埃及記: 陳一夫的詩 陳一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574 外星人傳奇(首部): 不明飛行物與逆向工程 廖日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581 不一樣的戀愛 765334, 藍色水銀, 汶莎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604 美人魚的逆襲時代 長堤美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611 美人魚的逆襲時代 張祝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628 塵夢: 話說無明 日輪金剛上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635 我叫汪足女: 歌樸灘的冷暖人間 汪足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642 我是傳奇: 我不是聖人,我是剩下來的人及人生之旅李淵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659 不行的旅行 豆腐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666 逃出去、逃回來 亞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673 統一場論 胡萬炯著 增訂四版 其他 1

9789865488680 學校,才不是你以為那樣 伍葉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03 指揮的落棒與起棒: 理論的、藝術的、效率的 顧寶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8727 会计行为: 兼论国际会计体系的构建与会计治理唐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27 会计行为: 兼论国际会计体系的构建与会计治理唐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34 想戒不難 林建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41 神光瑜伽= Zen light yoga 敬海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58 我真她X的背 閑女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65 民国时期北京旗人社会研究 杜佩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72 些許的改變 陳詩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89 請尊重一個努力的姑娘 李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796 <>: 我不是聖人,我是剩下來的人及人生之旅 李淵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802 成就與失落: 我的一生 程代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819 一本書讀懂所有佛經 妙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826 神光瑜伽 敬海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833 中國期刊: 創刊詞錄 王修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857 愛情與幸福 花菇, 心所, 猴子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8864 道閒史語 顏清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871 從何而來 sy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888 劃破寂靜夜晚的流星…… 向日葵的碎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895 道閒史語 顏清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901 中國期刊: 創刊詞錄 王修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918 初戀回憶 汶莎, 君靈鈴, 葉櫻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925 塵夢: 話說無明 日輪金剛上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932 想戒不難 林建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949 百夫長攻略 陳志彬口述; CENTURION總管理處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8956 枕邊書 施少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963 失戀聯盟 藍色水銀, 雪倫湖, 六色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970 徒步環島紀錄: 是旅行!不是苦行! 曾文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994 好運到,好孕道 賴朝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002 1940年雙連埤的漣漪 柯明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019 再次睜開眼眸 卓姿妤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026 囝仔ㄟ歌 鄧鈺欣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033 成就與失落: 我的一生 程代亮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057 我要開心喔 朵拉作; Connie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18064 面相筆記 沈全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088 天國記 林世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095 一本書讀懂所有佛經 妙真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101 漫談<<道德經>> 蘇定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118 靈魂覺醒與生命體驗. 2: 共同創建新地球 龍大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125 The pastor and the matriarch of the German underground and their times: a Polish perspectiveby Vince Barwinski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132 深耕小箋. 4 許萬常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156 熟齡人的天空 牧語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163 捕神榜 幻十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170 窮傷痕的束縛 Chuck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187 20世紀初中國文學中之女性情誼 房智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200 一夜驟雪 彗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224 韓國情懷 Tina, 許思庭, 明士心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262 國家教育心靈: 創造個人幸福與美好社會的教育生態系統陳騏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279 愛在深秋 曼殊, 藍色水銀, 李維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293 每日一點負能量 Chloe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316 原子能應用: 粒子迴旋加速器對建築物材料受中子活化之影響蕭展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354 逃離紫禁城 董升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18361 學習力之統合分析探究: 自我導向學習、合作學習與團隊學習陳殷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408 神靖丸的故事(中英對照) 鄭宏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446 萬物理論 胡萬炯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6267018460 霧 張一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477 呆人痴語 劉克慶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18507 面相故事. 第二集 沈全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576 不要口罩,只要擁抱!(比較哲學) 歐偉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06 你來時風乍起 陳宥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13 数字艺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研究 倪泰乐, 周悦, 姚子杰, 姚禹伯, 刘守鹏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20 顧曉軍小說. 五, 玩殘歐.亨利 顧曉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965 月亮來的女兒 前傳: 玉環 Mrs.Q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5836 佛藏經講義. 第十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5850 佛藏經講義. 第十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3966 屬靈領袖學校 李永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427 新聞華語關鍵詞= Keywords for news chinese 陳澤美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2176 那一天,我終於讀懂愛 張子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237 紅色小布包 管家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244 青春是一首練習曲 陳素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268 藏在心裡的疤 管家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275 山珍海味文學宴 管家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305 讀而自由: 安頓身心的12堂公民行動課 陳夏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312 特色節慶好味道: 10種節慶飲食習俗、8段文化歷史回顧、24道中華美食典故管家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329 好預兆 管家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336 那一天,我終於讀懂了愛: 經典文學故事選 張子樟, 顏寧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343 看得見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 謝文賢文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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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367 看得見,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 謝文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2374 歷代名人請上菜 管家琪文;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381 椅子會唱歌?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398 椅子會唱歌?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506 首爾甜心主廚的浪漫巧克力課程 曹美愛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404 和日本文豪一起聊鬼怪: 田中貢太郎怪談,膽小鬼不要看!田中貢太郎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589 行意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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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596 舒心廚房 Paulina, Jerr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602 生命中遺憾的美好 李春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619 深夜的電話: 藏在細節裡的暗號,小酒井不木的科學主義推理短篇集小酒井不木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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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657 新手貓奴日誌: 獸醫師為你準備的完整照護指南留博彥, 郭嵐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701 外宿族必備寶典: 1次搞懂租屋細節 橖橖, 咚咚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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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732 慢旅。台灣: 風俗美景: 跟著深度旅行家馬繼康遊台灣馬繼康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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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756 認識動物溝通的第一本書 Yvonne L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763 後光殺人事件: 接近99%完美的犯罪,小栗虫太郎的密室殺人系列推理短篇集小栗虫太郎著; 蘇暐婷,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770 血糖控制100招 倪曼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787 日本經典鬼怪物語: 天狗、女鬼、座敷童子、灶中人臉,鬼怪迷不可錯過的系列小說柳田國男, 田中貢太郎著; 侯詠馨,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0794 Bonjour!安古蘭: 前進法國漫畫小鎮: 就算不會說法語,只要會畫畫就沒問題!Pam Pam Li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17 人生很貴,請別浪費! 小野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24 吃在台中: 47家風味餐廳品味台中的食光記憶　岳家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31 一個人就一個人 劉同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以斯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華語文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22

正智



9789865510862 熟齡遊學 Amy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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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0114 女力日本史: 決定日本歷史的42個美女、才女與毒女本鄉和人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0145 交換謊言日記 櫻伊伊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169 野菜國的冒險 アボガド6著; 蔡承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0176 上映 アボガド6著; 蔡承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0183 管他的,走你自己的路!: Iku老師的「YES!OK!GO!」人生哲學佐藤生(Iku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769 扶幼藝術. 2021 第二屆= 2021 2nd Help the Young Art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新北市現代藝術協會, 中華民國書法教學研究學會, 曹松清, 吳瓊娟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776 大師許捷芳 鏡頭裡的真善美攝影集 許捷芳著作 平裝 1

9789869169783 FUN遊大西拉雅 西拉雅風景區管理處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537 雜木林進路: 廖偉立的建築 王增榮策展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91551 存在的= Existent 聞海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91568 二戰工業遺址新竹六燃THEN & NOW= WW II industrial heritage: the 6th Japanesee Naval Fuel Plant in Hsinchu,Taiwan趙家麟作 精裝 1

9789869991575 攝影訪談輯. 3= Photo-logues III 姚瑞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2805 動作學習與表現: 從原則到應用= Motor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from principles to applicationRichard A. Schmidt, Timothy D. Lee作; 卓俊伶, 吳詩薇, 梁嘉音, 黃嘉君, 陳秀惠, 彭國威, 陳重佑, 劉淑燕, 賴世烱, 張智惠, 林靜兒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2812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指導= Physical activity instruction of older adultsDebra J. Rose作; 林貴福, 陳家信, 朱真儀, 陳著, 江宗麟, 邱晨然, 林育槿, 王錠堯, 任曉, 徐志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829 肌力訓練的科學實證=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strength trainingVladimir M. Zatsiorsky, William J Kraemer, Andrew C. Fry作; 林貴福, 陳著, 吳柏翰, 張正琪, 陳映竹, 蔡奇儒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0806 不老職人: 鏡頭下的凝視 邱垂龍撰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1593 傅佩榮論語、孟子、易經二十四講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616 成癮時代: 壞習慣如何變成大生意 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著; 蔡明燁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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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琴富中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647 財富大思考: 四大課題九堂課 葉仁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654 自由與命運 典= Freedom and Destiny 羅洛.梅(Rollo May)著; 龔卓軍,石世明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661 創造的勇氣 = The courage to create 羅洛.梅(Rollo May)著; 傅佩榮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692 大腦X檔案: 從神經科學解密大腦運作與怪奇病例= Your brain, explained: what neuroscience reveals about your brain and its quirks馬克.丁曼(Marc Dingman)作;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722 生活之道= Osler's a way of life and other addresses,with 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s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著; 鄧伯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739 達賴喇嘛說喜樂與開悟= In my own words : an introduction to my teachings and philosophy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著; 拉吉夫.梅赫羅特拉(Rajiv Mehrotra)編; 鄧伯宸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746 猶太人為何成功= Why are Jews successful 尼凱米亞.羅森伯格(Nechemia Rotenberg)著; 梁永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753 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 青貧浪潮與家庭崩壞,向下流動的社會來臨!= なぜ日本は若者に冷酷なのか: そして下降移動社会が到来する山田昌弘著; 方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784 大棋盤: 全球戰略大思考= The grand chessbaord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 林添貴譯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正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古裕發商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立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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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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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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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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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537 A touching journey of love and healing author Yi-Ching Huang(黃怡靜), Wen-Chang Cheng(鄭文昌)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544 匠藝復華: 台灣老家具醫美師陳麗全師傅 陳素貞, 劉瑞琳, 吳正男, 陳麗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5908 情境模擬學習之應用探討= The study of applications of situational simulation learning羅見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2909 無人台北: 李開明攝影集. 2008-2020= Taipei vacated: Kaiming李開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8509 Jo與你一起過生活: 創作、經驗、諮商三種力量謝秋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2003 中藥臨床藥學總論 梅全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642 國語注音.白話解譯 老子<<道德經>>恆道哲學真義林宏謙, 陳俊源, 陳友聞, 黃奕財, 陳宗賢, 王佳苓, 駱奇宗, 陳清淵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0603 毛孩芳香療法與按摩手冊= Handbook of aromatherapy caring and massage technique for pets盧智香, 吳昆泰聯合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3305 意識是生命遙控器: 認識念力覺醒與宇宙真相= Consciousness is life's remote control: discover and understand mindpower awakening and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Andy Shih(施岳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3673 大河的故事 提摩西.奈普曼作; 艾絲琳.琳賽, 艾琳.夢塔諾繪; 郭恩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871 嚇!海底神祕事件 凱特.瑞德(Kate Read)作.繪; 海狗房東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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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亞子繪圖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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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倩華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3925 滑溜溜的麵條游泳池 江口佳子作; 降矢奈奈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932 企鵝馬戲團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3949 小鯨魚馬維好想長大 H@L作.繪;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3956 阿柑的信= Clementine's letter 莎拉.潘尼培克(Sara Pennypacker)作; 瑪拉.弗拉季(Mara Frazee)繪; 鄒嘉容譯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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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念力覺醒生命文化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老子恆道文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宇雄國際生醫科技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巧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中藥臨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橙視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點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可澄音樂文創



9789863383987 企鵝探險隊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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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007 我們之間= Between us 克萊兒.阿特金斯(Clare Atkins)著; 郭恩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014 咆哮山莊= Wuthering heights 愛蜜麗.勃朗特(Emily Brontë)原著; 管家琪改寫; 李憶婷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021 惡魔詛咒的紅圈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038 OK繃女孩的夏日之傘= Umbrella summer 麗莎.葛瑞芙(Lisa Graff)作; 何修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045 企鵝觀測隊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052 河馬媽媽分鬆餅 梁雅怡作; 阿喵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4069 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原著; 管家琪改寫; 樂本漾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076 企鵝登山隊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083 電子鍋參加運動會 村上詩子作; 長谷川義史繪; 李小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090 巨人皇后的祕密: 通往自由的明日之地 潘.慕諾茲.里安(Pam Muñoz Ryan)作;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113 手指玩遊戲 round ground作.繪; 葉雨純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229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原著; 管家琪改寫 二版 其他 1

9789863384236 亞森.羅蘋傳奇之惡魔詛咒的紅圈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84250 咆哮山莊 愛蜜麗.勃朗特(Emily Brontë)原著; 管家琪改寫; 李憶婷繪圖二版 其他 1

9789863384267 基度山恩仇記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原著; 林文月改寫; 蔡豫寧繪圖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5241 雨中行: 陳千武現代詩選 戰爭小說 詩人賞讀 吳櫻總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5258 信鴿: 陳千武的文學與人生 吳櫻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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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孟寰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7617 匈奴史新論 劉學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929 台美國際美術文化交流展=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rt and Cultural Exchange Exhibitio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0173 再生: 國際海報邀請展暨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 2021= Regeneration: 2021 International Poster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 Taiwan Postar Posters林鴻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614 成佛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600 1年一遍新約讀經運動 符明勝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617 2年一遍舊約讀經運動 符明勝編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4308 自我評鑑與班級經營改進 魏季宏著 1版 平裝 1

9789860684315 文案設計與創作巧思 魏季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國際文教公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唯心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長老榮星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美術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英文新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678 迷宮異型之王L236(中英對照)= Hypancistrus sp.L236: a legend in the catfish hobbyHans-Georg Evers作; 蔣孝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8706 台灣瓷繪藝術協會會員作品畫冊 宋茂林總編輯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4009 台灣揚琴好聲音: 揚琴合奏曲集 鐘泉波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924016 台灣揚琴好聲音: 揚琴合奏曲集. II 鐘泉波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4023 台灣揚琴好聲音: 揚琴合奏曲集. III 鐘泉波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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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530 軟性計算之灰色系統理論暨應用 温坤禮, 温惠筑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3910 資通安全年報. 2020= 2020 Information security annual report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111 省出一棟房: 24招易上手的存錢絕技 陳泰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531 台灣精神詞典 吳崑松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2107 歌仔冊年刊. 創刊號 蕭藤村, 施炳華, 沈逢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038 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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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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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歐盟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語文出版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歌仔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遊讀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瓷繪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揚琴樂團

台灣魚雜誌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1717 臺灣失智症治療指引= Taiwan dementia treatment guideline白明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9295 觀看權力的方式= Seeing power: art and activism in the 21st century納托.湯普森(Nato Thompson)著; 周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5769 看菜單,點歷史= Menus that made history 文森.富蘭克林(Vincent Franklin), 亞力.強森(Alex Johnson)作; 林凱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5790 花店 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作; 藍曉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3106 地方創生來解答: 11場讓日本社區變有趣的設計對談長谷川浩己, 山崎亮編; 太田浩史, 廣賴俊介, 長岡賢明, 鈴木毅, 馬場正尊, 西村佳哲, 芹澤高志, 廣井良典, 鷲田清一作; 曾鈺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3113 礫石與沙: 日本枯山水庭園的見微知著 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著; 林凱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3120 發酵吧!地方美味大冒險: 讓發酵文化創造傳統產業新價值小倉拓作; 雷鎮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3151 地方創生來解答: 11場讓日本社區變有趣的設計對談長谷川浩己, 山崎亮編; 太田浩史, 廣賴俊介, 長岡賢明, 鈴木毅, 馬場正尊, 西村佳哲, 芹澤高志, 廣井良典, 鷲田清一著; 曾鈺佩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534 臺灣攝影史的黎明 王雅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541 臺灣工程教育史. 第伍篇, 臺灣工業專科教育的興衰何清釧, 翁鴻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408 張振宇: 當代佛教藝術= The contemporary Buddhist art of Chang Chen Yu張振宇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6546 reBrand品牌進化實務 高培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6591 走過那個時代 王凌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5507 行動創造轉型: 中國民主化的思考筆記 王軍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5514 歲月不靜好: 人權衛士說中國 向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5521 墨子之窗 松本州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8458 被偷走的辯護權 吳有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0108 自立容顏 吳豐山, 李永得, 向陽, 呂東熹, 鄒景雯, 魚夫, 徐璐, 謝三泰, 王幼玲, 胡元輝, 陳銘城, 蘇正平, 李瓊月, 陳彥斌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125 你好,我是接體員 全民大劇團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537 宗鏡錄略講 南懷瑾講述 臺灣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59551 原本大學微言 南懷瑾講述 臺灣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59575 了凡四訓新解 周勳男著 臺灣三版 平裝 1

9789866059582 老子他說 南懷瑾先生述著 臺灣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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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大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自立三口組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17979 數學推理訓練幼兒園大班 資優數學教研會編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574817986 小學作文技巧與應用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574817993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1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平裝 1

9789574818006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2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平裝 1

9789574818013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3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平裝 1

9789574818020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4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平裝 1

9789574818037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5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平裝 1

9789574818044 國小最新基礎數學. 6年級 數學資優班教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358 梁湘潤上人見道回憶錄 梁湘潤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4113 人生操作手冊= Journey of life manual Faline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676 躍然紙上的世界名畫-會說故事的AR擴增實境數位藝術創作: 劉為開科技藝術展劉為開著 平裝 1

9789869728683 類型節目企劃與製作: 應用「電視語言模型」的設計與實踐陳忠治著 平裝 1

9789869728690 「類型節目企劃與製作」應用「電視語言模型」的設計與實踐: 以<<紀錄片類型節目>><<公益宣導類型節目>><<文化類型節目>>為例陳忠治著 平裝 1

9789860695601 AR擴增實境衛教魔法書: 腸造口照護須知 陳寶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618 AR擴增實境衛教魔法書: 嬰兒沐浴 陳寶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625 色彩傳達之應用設計=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莊凱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3897 法尊文集: 漢藏文化一肩挑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008 圓覺經密意 談錫永主編; 邵頌雄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015 簡易學梵字. 基礎篇 林光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3022 楊仁山文集: 現代中國佛教之父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039 悟在瘟疫蔓延時 洪啟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046 法界新秘藏.究竟要言. 第一輯= The new mystic treasure of Dharmadhātu洪啟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3053 楊枝淨水 洪啟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3060 令具威德懷愛本尊 洪啟嵩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3077 長壽延命本尊 洪啟嵩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3084 藏密甯瑪派禪修密意 談錫永主編.釋; 馮偉強, 楊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091 普賢菩薩經典 洪啟嵩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57444 家的三角形: 父母與孩子的家庭課題 呂理瑒, 朱榕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576 民灋 李洙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光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行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光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5718 俏媽咪潔思米的烘焙手作優雅下午茶 潔思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65732 一出手脫單又脫魯: 從撩妹、見面到正式交往,必備六大武器x五大管道瑪那熊作 其他 1

9789861365787 去你的正常世界 大坦誠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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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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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855 會賺錢的人,說話永遠二選一: 年收破億的20個致富語法金川顯教作;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879 設計的實戰法則: 微調就立刻加分,說服力百分百宇治智子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909 引導孩子說出內心話:不說教的情商課,讓親子都被好好理解澤爸(魏瑋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916 每道人生的坎,都是一道加分題 莎莉夫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923 1天5分鐘身材管理: 300萬人都說讚的肌群鍛鍊與健康伸展Jeon Hayun, Lee Heongyu, Hwang Boin作; 陳品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961 (圖解)女孩的安全教育課: 面對38個危險情境,這樣保護自己讀客小學生閱讀研究社.安全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5978 撞牆教養學: 12個練習理解孩子,將衝突化為溝通的轉機童童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617 必取小人: 逆境菩薩修心大法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624 牛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21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631 看開看淡,人生就能捨得放下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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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珮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5101 綠上加綠= Green on green 黛安娜.懷特(Dianne White)文; 費希塔.莎拉(Felicita Sala)圖; 游珮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5125 藍色小屋 凱莉.喬丹(Kelly Jordan)文;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柯倩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67931 人性照護法入門= ユマニチュード入門 本田美和子, 伊凡.傑內斯特(Yves Gineste), 蘿賽特.馬雷史考特(Rosette Marescotti)著; 汪佳穎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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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67986 鹿苑長春= The yearling 瑪喬莉.金南.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著; 周沛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314 人類存在的意義: 一個生物學家對生命的思索=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 蕭寶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2321 全球化的故事: 用經濟把世界連結起來的10個人傑弗瑞.賈頓(Jeffery E. Garten)著; 許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338 好習慣,害死你: 你以為的好習慣,正在耽誤你的人生午堂登紀雄著; 賴郁婷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52345 空谷幽蘭: 尋找中國現代隱士= Road to heaven: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hermits比爾.波特(Bill Porter)著; 明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376 蔬菜請選小的 岡本順孝著; 李靜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2383 在建築中發現夢想: 安藤忠雄的建築原點 安藤忠雄著; 許晴舒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2733 人際關係操作說明書: 解決你在人際關係最常遇到的53個問題戴夫.可本(Dave Kerpen)著; 俞兆芳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62740 人鼠之間: 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Of mice and men約翰.史坦貝克(John Ernst Steinbeck,Jr.)著; 蔡宗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2764 800大卡斷食: 一套能讓你快速減重、重拾健康的斷食計畫= The fast 800: how to combine rapid weight loss and intermittent fasting for long-term health麥克.莫斯里(Michael Mosley)著; 侯嘉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2771 最新世界衝突地圖: 解析區域衝突,了解全球局勢帕斯卡.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 于貝爾.凡德林(Hubert Védrine)著; 林舒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2788 漫畫圖解.不可思議的馬雅古文明(還有阿茲特克)芝崎みゆき著;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6778 懷孕全食物營養指南: 結合西醫與自然醫學,以最新營養科學,為媽媽和寶寶打造的完整孕期指引= Real food for pregnancy: the science and wisdom of optimal prenatal nutrition莉莉.尼克斯(Lily Nichols)作;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909 棄民世代: 當國家拋棄我們,我們該如何面對未來?藤田孝典著; 黃姿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7436 雖說存錢很重要,但我還是要吃馬卡龍 李默突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7467 我離開以後,請把我撒在新宿二丁目= 生と性が交錯する街 新宿二丁目長谷川晶一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7474 神邏輯 楊牧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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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光采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080 迴旋宇宙. 2下: 時間門戶和靈魂切面 朵洛莉絲.侃南(Dolores Cannon)著; 林雨蒨, 張志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734097 解構前世密碼: 你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The hidden power of your past lives: revealing your encoded consciousness珊卓.安.泰勒(Sandra Anne Taylor)作; 劉永毅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763 廣和之初在 月影迷幻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35770 廣和之初在 月影迷幻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8310 Wonder kids. 3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8327 Wonder kids. 3, phonics fun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268 用Scratch輕鬆學AI 程瑋翔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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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342 找到內在的平衡: 人智學心魂鍛鍊20個練習= Das innere Gleichgewicht finden: Seelenübungen für Achtsamkeit,Herzenskultur und Willensstärke Taschenbuch克勞斯.亞當斯(Klaus Adams), 沃爾夫岡.瑞斯曼(Wolfgang Rißmann), 馬克.羅可尼契(Marko Roknic)合著; 游奕楨, 韋萱, 蔡宜璇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707 山神你好嗎?: 旅圖台灣-山的耕耘,水的旅行 陳念歆, 黃旭良, 劉英華共同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9374 寓言集. 3: 芻狗啟示錄 廖繼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185 愛,薪火相傳: 羅慧夫精神永不息 台灣顱顏學會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700 LAND: 血色王冠Blood Crown 楚蒂.B.詹恩(Trudy.B.Jha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7805 有限責任台灣合作社聯合社創社70週年社誌 于躍門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7178 馬太福音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姜群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冰屋書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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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織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江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的堡網路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3535 陳韻琳說紅樓 陳韻琳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3542 愛情創世紀 曾陽晴, 林萃芬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3559 我愛談天你愛笑. 第一輯 劉炯朗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3566 我愛談天你愛笑. 第二輯 劉炯朗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3573 我愛談天你愛笑. 第三輯 劉炯朗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3580 講理就好. 第1輯 洪蘭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3597 講理就好. 第2輯 洪蘭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02 講理就好. 第3輯 洪蘭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19 講理就好. 第4輯 洪蘭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26 講理就好. 第5輯 洪蘭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33 莊子辛說. 卷一, [逍遙遊]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40 莊子辛說. 卷二, [逍遙遊]下[齊物論]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57 莊子辛說. 卷三, [齊物論]下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64 莊子辛說. 卷四, [養生主][人間世]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71 莊子辛說. 卷五, [人間世]下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88 莊子辛說. 卷六, [德充符]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095 莊子辛說. 卷七, [德充符]下[大宗師]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101 莊子辛說. 卷八, [大宗師]下[應帝王]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163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基督山恩仇記 小青姊姊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170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宮澤賢治短篇童話 小青姊姊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187 墨子辛說. 卷一, [親士][修身][所染]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194 墨子辛說. 卷二, [法儀][七患][辭過]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00 墨子辛說. 卷三, [辭過]下[三辯][尚賢]上[尚賢]中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17 墨子辛說. 卷四, [尚賢]中[尚賢]下[尚同]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24 墨子辛說. 卷五, [尚同][兼愛]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31 墨子辛說. 卷六, [兼愛]下[非攻]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48 墨子辛說. 卷七, [非攻]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55 墨子辛說. 卷八, [天志]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62 論語辛說. 卷一, [學而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79 論語辛說. 卷二, [學而篇]下[為政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286 論語辛說. 卷三, [為政篇]中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09 論語辛說. 卷五, [八佾篇]中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16 論語辛說. 卷六, [八佾篇]下[里仁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30 論語辛說. 卷八, [雍也篇]下[述而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47 論語辛說. 卷九, [述而篇]下[泰伯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54 論語辛說. 卷十, [泰伯篇]下[子罕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61 論語辛說. 卷十一, [子罕篇]下[鄉黨篇][先進篇]上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78 論語辛說. 卷十二, [先進篇]下[顏淵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85 論語辛說. 卷十三, [顏淵篇]中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392 論語辛說. 卷十四, [顏淵篇]下[子路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408 論語辛說. 卷十五, [子路篇]下[憲問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415 論語辛說. 卷十六, [憲問篇]中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422 論語辛說. 卷十七, [憲問篇]下[衛靈公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439 論語辛說. 卷十八, [衛靈公篇]下[季氏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446 論語辛說. 卷十九, [季氏篇]下[陽貨篇]上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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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8460 童話急轉彎: 床邊故事大探險 李曉卿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076 藝術ABC 陸潔民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083 今晚我可以讀詩 田麗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090 創新小學堂 張靜宜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06 經典定律小學堂 IC之音節目部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13 贏戰.企業+ 劉忠繼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20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航海家辛巴達 小青姊姊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37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阿拉丁神燈 小青姊姊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44 陪孩子聽世界經典: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 小青姊姊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51 City driver運匠英語時間. 第1輯 施子美主講 初版 其他 1

竹科廣播



9789860736168 古典新晴. 第1輯 曾陽晴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75 行在水中. 第1輯 方力行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82 妙語連台. 生活處事篇 孟玉賢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199 妙語連台. 飲食篇 孟玉賢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205 我的英文我的心. 第1輯 尤菊芳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212 超級賽因斯. 第1輯 李家同, 袁常捷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229 李家同校長 作品選讀. 第1輯 李家同, IC之音節目部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236 藝饗人生: 藝術家系列. 第1輯 李梅齡, 田麗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243 EMBA大師開講 周逸衡主講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03473 您喜愛的鋼琴百曲集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9676 哇!我的人生就是這麼屌-比馬雲的人生更精采 周雪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62024 近視: 臨床上的矯正、控制與度數減低 Theodorc Grosvenor, David A. Goss原著; 王孟祺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9436 驅魔與釋放: 天主教的觀點 尼爾.羅薩諾(Neal Lozano)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9443 靈性排毒: 清理負面思想,鍛鍊內在力量 威利.三松(Wilfredo M. Samson)著; 劉運濤, 古蘭貞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9450 聖經怎麼讀?: 療癒的解經方法 瑪竇.林恩(Matthew Linn), 莎依拉.法伯肯特.林恩(Sheila Fabricant Linn), 丹尼斯.林恩(Dennis Linn)合著; 左婉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9467 依撒意亞先知書詮釋 Leslie J. Hoppe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9474 依納爵教學法實踐指南: 折射型學習 吳彰義(Johnny C. Go, SJ), 麗塔.安提恩札(Rita J. Atienza)合著; 范明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9481 新約聖經導讀: 跟隨福音的旅程 沙邦傑(Étienne Charpentier), 布耳耐(Régis Burnet)合著; 崔寶臣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9498 厄則克耳先知書及達尼爾書詮釋 Corrine L. Carvalho, Paul V. Niskanen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9504 耶穌會聖人彌撒經書 天主教耶穌會編 修訂一版 精裝 1

9789575469511 依納爵與你: 生命經驗的反省與學習 艾瑞克.傑生(Eric Jensen, S.J.)著; 黃美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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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姵瑜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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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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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6166 簡.單.種香草和蔬菜: 手殘者也能養活的食用植物美好生活實踐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6173 簡.單.調.製雞尾酒: 調酒新手的第一本書 李佳紋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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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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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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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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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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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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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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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3663 簡單吃麵: 用心選料、慢慢享用,最單純的最美味!蔡全成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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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朱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65

送存冊數共計：65

全音樂譜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1938 萬寂殘紅一笑中: 臺靜農與他的時代 蔣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7505 小毛病 吳妮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512 倍萬自愛: 學著蘇東坡愛自己.享受快意人生 衣若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529 失去愉悅的逾越 盧建彰(Kurt L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543 小吃碗上外太空 包子逸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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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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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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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9976398 Go for English: jobs= 全國兒童美語: 各行各業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9406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我會打招呼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9420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洗澡真舒服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9437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自己上廁所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68279 甘小姐的半枝桃花 慕之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9668286 月光下的羊欄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68293 殼Another Girl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4576 暫定佛規(崇華堂本) 張天然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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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2070 只要好好活著,就很了不起: 接受不確定、擁抱多樣性,讓生物學的趣味,豐富你的人生視野!更科功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2094 人生超整理: 任何整理術都不比上你開始思考。想要煥然一新,該整理的不是物品,而是思考方式、人際關係,還有你自己!森博嗣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8451 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 第十三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出版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0841 乙級太陽光電設置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彥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2043 會計學. 基礎篇 鄭凱文, 陳昭靜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4276 化學 張振華, 莊青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4306 SOLIDWORKS基礎&實務 陳俊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399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20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4436 升科大四技: 飲料與調酒 劉貞秀, 王彬如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4450 數位影像處理: Python程式實作 張元翔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4467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15堂人際關係與溝通課 周談輝, 周玉娥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4474 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4481 深度學習: 硬體設計 劉峻誠, 羅明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504 專題製作: 電子電路及Arduino應用 張榮洲, 張宥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4733 知識管理理論與實務 黃廷合, 吳思達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4856 服務業管理: 個案分析 伍忠賢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4931 TQC+AutoCAD 2021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5006 丙級餐飲服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5013 電子學實驗 蔡朝洋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5051 國際標準驗證 施議訓, 陳明禮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米國度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至善文化電子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全國文化



9789865035068 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蔡明志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5035075 固定翼無人飛機設計與實作 林中彥, 林智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5105 統計學 林素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5136 物理. 力學與熱學篇= Halliday and Resnick's principles of physicsDavid Halliday, Robert Resnick, Jearl Walker原著; 葉泳蘭, 林志郎編譯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035198 男士美髮. II 李美娟, 鍾俊德, 李源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204 單一級食物製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5211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創意程式設計 洪耀正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5235 電工法規 黃文良, 楊源誠, 蕭盈璋編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03526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 Windows 7+Word 2010華成工作室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35310 餐旅財務管理 李顯儀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35327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陳資文, 林明山, 謝宗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5372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錡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5035419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5440 新娘秘書: 時尚新娘造型設計 王惠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5457 TQC 2019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公軟體應用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5549 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5655 FPGA可程式化邏輯設計實習: 使用Verilog HDL與Xilinx Vivado宋啟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5778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 2021 2021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839 工業安全與衛生 陳重銘, 李逸琪, 王國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5853 App Inventor 2程式設計與應用: 開發Android App一學就上手陳會安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35914 看圖學C語言與運算思維 陳會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5921 TQC+ Python3.x機器學習基礎與應用特訓教材 林英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522 透析教學講義: 高中化學(全) 鍾順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782 台灣傢飾類文創品牌之設計意象 王麗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3709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化學(全)波以耳的實驗手札林萬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109 高中化學銜接教材 高中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215 高中化學(全)優勢評量 楊志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246 機械基礎實習(乙版) 王金柱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253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楊國榮, 陳幸忠, 林大賢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260 機械材料 楊玉清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37277 機械基礎實習 陳順同, 張弘智, 敖克定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284 機械製圖實習 康鳳梅, 許榮添, 簡慶郎, 詹世良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37291 機械製造 林英明, 徐文法, 林彥伶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307 機械加工實習 王金柱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314 機電製圖實習 許榮添, 許佑任, 黃宜弘 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321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王金柱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338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黃鴻錡編著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5037352 數位與商業攝影實習 鄒春祥, 楊正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369 圖文編排實習 蕭韋婷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37376 圖文編排實習 蕭韋婷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37383 設計概論 楊清田, 鄭淳恭, 黃睿友, 陳琪玲, 莊婷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390 會計學第二冊 講義 王美慧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406 程式語言與設計: 使用Visual Basic 2017上冊 黃建庭編著 初版一刷 其他 1

9789865037413 APP Inventor2 精彩玩程式 曾靖越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037444 財務管理 李顯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7635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新選(練習試題)夢想家資訊工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772 高中化學(全)隨堂測驗 蔡佩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888 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 第十五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出版委員會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943 大腦韌性: 高齡化時代最重要的健康資產= Keep sharp: build a better brain at any age桑賈伊.古普塔(Sanjay Gupta)著; 張瓊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2950 美國福爾摩斯: 海因里希與催生鑑識科學的經典案件= American Sherlock: murder,forensics,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CSI凱特.溫克勒.道森(Kate Winkler Dawson)著; 張瓊懿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5

送存冊數共計：66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任勢知識



9789860632705 這是我要的美好生活 黃書平作; 何畇蓁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6710 好命密碼. 感情解讀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6734 好命密碼. 預言解讀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9000 創見者們 柯宗鑫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911 孟子說故事. 一, 彩繪聖哲圖像 王淑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8928 孟子說故事. 二, 學習換個角度 王淑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8935 孟子說故事. 三, 推行仁政的理想 王淑珍文; 黃尹玟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8942 光明的智慧. 15, 論語白話聖訓選輯. 一 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779 超成功鋼琴教室改造大全: 理想招生七心法 藤拓弘作;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2779 相語= The catalog 貓大夫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32786 相語= The catalog 貓大夫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32793 太子與妖僧 手倦拋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33704 夜雨寄北 微辣不是麻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3711 误踏春 窺花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33773 愛而不得那十年= Out of love for the years 微辣不是麻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906 X探險特攻隊.科幻冒險系列: 身陷沙塵絕境. 氣象篇黃嘉俊, 格子幫故事; 黃嘉俊漫畫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438 國際交流展規劃與執行模式建構及行銷策略 張峻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5825 交易沒有秘密 林恩如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4863 論語之雍也篇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870 呂祖百字碑講記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887 人生決勝點 邱華君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894 論語之述而篇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艾邁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曜財經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旭儒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字圖所整合行銷



9789866574917 論語之泰伯篇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527 做有用的人,過有趣的人生 江連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662 人際網絡解密: 史丹佛教授剖析,你在人群中的位置,如何決定你的未來= The human network: how your social position determines your power,beliefs,and behaviors馬修.傑克森(Matthew O. Jackson)著; 余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747 孤獨世紀: 衝擊全球商業模式,危及生活、工作與健康的疏離浪潮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著; 聞若婷譯 其他 1

9789861343754 盲點: 哈佛、華頓商學院必讀經典,為什麼傳統決策會失敗,而我們可以怎麼做?麥斯.貝澤曼(Max H. Bazerman), 安.E.坦柏倫塞(Ann E. Tenbrunsel)作; 葉妍伶譯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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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妍伶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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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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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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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惠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884 談判是無限賽局: 上千企業指定名師教你創造長久利益的123法則李思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921 更富有、更睿智、更快樂: 投資大師奉行的致富金律= Richer, wiser, happier: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investors win in markets and life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著;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945 減法的力量: 全美最啟迪人心的跨領域教授,帶你發現｢少,才更好｣雷迪.克羅茲(Leidy Klotz)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5363 勸服(經典插圖版)= Persuasion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簡伊婕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5370 曼斯菲爾德莊園(經典插圖版)= Mansfield park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高子梅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5400 詩歌楷書 吳啓禎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203 跟著俊賢去旅行 龔卓軍, 許遠達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560 爺爺的筆記本. 第二十三集: 長歌何懼知音稀 李華陽(華陽鶴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970 十方一念: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畢業設計專刊. 2021年度= Fo Gu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roduct and Media Design Graduate Exhibition 2021 Collection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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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5794 小欣的三好日記 滿觀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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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574575886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9 妙凡, 程恭讓總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元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啓禎書法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己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多麗廣告



9789574575893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9 妙凡, 程恭讓總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574575909 佛光山開山54周年年鑑. 2020= Fo Guang Shan 54th anniversary yearbook滿觀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5916 生活唯識 橫山紘一著; 瀨川淑子, 王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43947 高考租稅各論. 110版 鄭漢,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6023 初等主題式法學大意讀本.題庫二合一. 111版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6146 初等英文測驗題庫Q&A. 111版 顏弘, 顏國秉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6153 初等公民All Pass歷屆試題全解. 111版 陳萱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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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6870 企業管理毅卡通 王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7297 (台電)基本電學3Point. 110版 程金, 陳逸青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334 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宮井鳴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147419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QR Code版) .110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433 台電新進僱員題庫(機械運轉維護/修護)考前速成(國文、英文、物理、機械原理). 110版李楓, 顏弘,蘇芮, 信飛, 陳廣明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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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芮,信飛, 程金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464 憲法秒速記憶. 110版 宮井鳴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501 政治學秒速記憶 韋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7525 高普: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本. 110版 劉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532 鐵路: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本. 110版 劉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549 記帳士考前OK啦. 110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556 企業管理測驗題庫Q&A(含非測驗式試題). 110版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563 郵政三法大意: 最新法規x知識圖解x口訣記憶 程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7570 郵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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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147587 三等外交領事人員: 歷屆綜合題庫&解析 卓村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7594 四等外交行政人員: 行政組歷屆綜合題庫&解析卓村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7600 拆解政治學歷史年表 韋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7617 行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7624 銀行考試專業書: 會計學概要. 2021 文呈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631 初等考: 會計學大意. 111版 文呈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655 公務員法(含概要)申論命題核心 李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7662 現行考銓制度(含概要)申論命題核心 李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7679 英文測驗題庫Q&A: 彙整歷年常考字彙、片語 顏弘, 顏國秉編著 [111版] 平裝 1

9789865147686 洞悉司法: 英文測驗題庫Q&A 顏弘, 顏國秉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723 行政法秒速記憶. 110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730 農地變更規劃與實務解要: 含國土計畫對農地影響&案例解析林育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7747 捷運考試: 捷運概論(含捷運法規及常識) 林敏玄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7754 知識圖解: 行政學新論. 111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761 銀行考試專業書: 銀行考前攻略. 2021 文呈, 池錚, 許偉,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778 專技社工師: 綜合題庫解析 張庭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7792 知識圖解: 公共管理. 111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808 知識圖解: 新公共政策時事論解: 75個最新時事. 111版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815 財政學新論. 2022 鄭漢, 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822 經濟學 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839 憲法關鍵讀本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846 高普考稅務法規. 111版 鄭漢,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853 土地法規(依110.6.23最新修正之土地稅法編修). 2022蕭華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7860 土地法規概要. 2022 蕭華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7877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李豪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147884 現行考銓制度: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研究途徑 常亮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147891 主題式法學緒論 陳晟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7907 生物統計學 王瑋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7914 社會學析論 畢成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7921 知識圖解: 最新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郭雋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7938 警專地理. 2022 林世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945 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公文高分最佳範本&題型完全命中郭雋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志光數位出版



9789865147952 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2022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969 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公文高分最佳範本&題型完全命中. 2022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983 高普法學緒論. 111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990 行政學必選寶典: 全新必考重點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03 政治學新論: 結合政治議題+實際案例. 2022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27 抽樣方法. 111版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34 高普行政法概要. 111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58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65 警察法學緒論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72 司法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89 警察行政法(含行政程序法). 111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96 國文測驗題綜覽. 2022 謝金美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810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 金榜之路精準學習模式大解密張庭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5148119 通訊與系統3 point. 2022 伍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126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 林敏玄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5148133 憲法.通試 陳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8140 憲法.通試 陳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8164 知識圖解: 行政學申論題庫-實戰出擊 郭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188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 張庭編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8195 行政學析論: 專業創新本書收納最新期刊論文必考資料程明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8218 知識圖解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 劉秀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8225 稅務法規. 2022 張中, 張興東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232 2022警專歷史 劉傑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8249 電力系統. 2022 程金, 黃清池, 郭松村, 王永山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256 電力系統. 2022 程金, 黃清池, 郭松村, 王永山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263 行政學讀本關鍵讀解 文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8270 世界文化史(含臺灣史) 黃雋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8287 高分文化人類學 黃雋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8294 憲法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暨解析. 111版 林強,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00 司法特考: 憲法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暨解析. 111版林強,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17 警察考試: 憲法測驗題庫 命題焦點暨解析. 111版林強,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24 知識圖解新公共政策: 申論實戰出擊. 111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31 奪標警察法規. 111版 陶廣遠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48 讀好憲法. 2022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55 洞悉司法: 讀好憲法. 2022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62 讀好憲法. 2022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86 公務員法精義 常亮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148393 土地稅法規 蕭華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8409 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 慕劍平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8416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2022 張中, 張興東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423 稅務法規. 2022 張中, 張興東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430 迴歸分析 王瑋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447 教育統計. 2022 吳迪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461 流行病學. 111版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478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 林清編著 [第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8492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張旭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15 警察考試憲法關鍵讀本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22 民法總則關鍵讀本. 111版 陳曄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39 高普考行政學新編. 111版 王濬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84 知識圖解: 刑法. 111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91 司法特考: 知識圖解-刑法. 111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614 洞悉司法: 監獄學綜覽. 111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621 警察考試互動式警察行政法. 111版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638 互動式.行政法. 111版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645 會計師中級會計學. 111版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8652 中級會計學. 111版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8669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清編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8676 不動產估價(含概要):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完全攻略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683 不動產估價: 申論&選擇完全攻略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690 法學緒論 鄭中基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706 行政學精論 陳真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8713 警察考試法學緒論 鄭中基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720 統計學. 111版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737 法學緒論. 111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744 司法法學緒論. 111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751 警察考試法學緒論. 111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768 法學緒論. 111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775 警察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111版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782 縱橫政治學. 111版 黃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799 高普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805 警察行政法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812 司法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 111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850 各國人事制度. 111版 白琳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8874 行政學解要 張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8898 警專國文 田丹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904 刑法總則. 111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911 警察法規. 111版 洪森, 陳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928 貨幣銀行學 何薇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8935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體系與爭點 楊易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8942 警察考試: 知識圖解-刑法. 111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966 社會學Q點申論 畢成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8959 現行考銓制度 韋恩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973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8980 電子學(概要). 111版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997 基本電學. 111版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000 教育哲學 羅正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017 教育哲學(教甄、教師資格考專用) 羅正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024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主題式混合題庫張庭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9031 國中專業國文通論 李楓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9048 政治學讀本: 20組經典主題 劉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055 鐵路特考公文速成兵法. 111版 江河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062 司法特考公文速成兵法. 111版 江河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079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 朱武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086 警察考試: 國文三合一 通通有解. 111版 朱武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093 司法特考: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 朱武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109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9116 Fun鬆讀心理學心智圖: 特效圖解心理學 喬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9130 高普考憲法讀本快易通: 24組經典主題. 111版 劉沛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9147 警察考試憲法讀本快易通: 24組經典主題. 111版劉沛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9154 司法特考憲法讀本快易通: 24組經典主題. 111版劉沛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9161 會計學 郝強編著 第二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178 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組織) 程瑋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192 高普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1版 柏威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08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 111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15 會計師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1版 柏威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22 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國語文(含歷屆試題精解). 111版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39 高普考新公共管理混合題庫 實戰出擊. 111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46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 111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53 電子學. 111版 古正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77 犯罪學(含再犯預測)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9291 行政法總論(含概要). 111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307 公共政策. 111版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321 司法特考: 犯罪學綜覽(含再犯預測). 111版 何漢, 黃如璿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338 公共管理破POINT. 111版 陳翎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352 課程教學與評量 劉邵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9383 行政學葵花寶典 程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406 警專化學 必備. 111版 張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413 特殊教育 徐強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437 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 林翔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444 民事訴訟法 林翔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451 教育行政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468 教育行政學(教師檢定、甄試)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475 警專國文 朱武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482 稅法精要3 point 蘇仁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9499 幼兒教保課程教學與評量(含幼兒活動設計). 111版王立杰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512 課程教學與評量: 12秒破題全攻略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529 高普考: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536 地政士: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543 國文-作文 卓村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550 國文-作文(警察特考) 卓村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567 國文-作文(鐵路特考) 卓村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574 司特之書 國文-作文 卓村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598 監獄行刑法逐條釋義重點解要. 111版 何漢, 黃如璿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642 教育行政學 劉邵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659 教甄: 教育行政學 劉邵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758 本國文學概論 殷平之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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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709 騎著恐龍上學去 劉思源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591 騎著恐龍去圖書館 劉思源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591 騎著恐龍去圖書館 劉思源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751 水仙月四日= 水仙月の四日 宮澤賢治文; 何耘之圖; 林真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80768 月夜和眼鏡= 月夜とめがね 小川未明文; 林廉恩圖; 游珮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80775 單腳麻雀媽媽= かたあしの母すずめ 椋鳩十文; 鄭潔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80782 狐狸阿權= ごん狐 新美南吉文; 周見信圖; 林真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380799 明天的風= あしたの風 壺井榮文; 阿力金吉兒圖; 林宜和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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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淑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881 木之繪本: 拜訪森林 張哲銘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904 孩子們在等著 荒井良二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959 亞歷山大和發條鼠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葉嘉青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380966 小老鼠緹莉和一堵牆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葉嘉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973 一起來做兔子吧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葉嘉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980 一顆奇特的蛋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葉嘉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380997 世界上最大的房子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葉嘉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9518 李歐.李奧尼啟蒙思考經典套書 李歐.李奧尼文.圖; 葉嘉青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755 白雲居士專論四化飛星紫微斗數 白雲居士, 蔡炳睿合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01385 中國繪畫的色彩 蘇慶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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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187

送存冊數共計：187

希言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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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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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7456 新知研討會乳牛飼養與營養線上研討會. 110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7463 新知研討會 豬隻飼養與營養線上研討會. 二. 110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7470 新知研討會肉雞及土雞飼養與營養線上研討會. 110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7353 零失敗!10分鐘烤盤甜點: 1個烤盤X2種蛋糕體,變化出34種職人級美味!若山曜子著; 蔣君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360 邊讀.邊作.邊玩!機構木工玩具製作全書 劉玉琄, 蔡淑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27377 世界鋼筆圖鑑 <<万年筆の図鑑>>編輯部著; 簡子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27384 琺瑯烤盤の居家質感烘焙: 7位人氣料理專家,共同獻上48道暖心懷舊甜點!渡邊真紀, 吉川文子, 若山曜子, 小堀紀代美, ムラヨシマサユキ, 中川玉, 夏井景子著; 黃鏡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7391 可露麗: 誕生於法國的天使之鈴 熊谷真由美著; 周欣芃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9265 我的全韓文通行證 饒燕娟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9272 疫情下的金牌: 以109全大運游泳一般女子組1500公尺自由式為例= Gold medal under epidemic: an example of swimming 1500 m freestyle for general women's group in 109 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Game戴堯種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8806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13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20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37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44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51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68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75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82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鄧安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8899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09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16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23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30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47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54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61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78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85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092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08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15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22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39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46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53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60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鄭愛妮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77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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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良品文化館

呈果美學



9789860732184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191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田潔編 平裝 1

9789860732207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14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14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21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38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45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52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69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76 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83 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290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06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13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20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37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2下 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44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田潔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51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68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75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82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399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05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12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29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36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36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43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50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2467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余惠琪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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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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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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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490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06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13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20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上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37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44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51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68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75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上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82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599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05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上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12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上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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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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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43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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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67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74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81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698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4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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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11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28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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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42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59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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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73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80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上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797 翰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03 南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10 康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上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853 智在點: 出離與回歸之自性安處= The self and peaceful dwelling between departure and return康美智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251 辛丑紀年印隨筆: 陳宏勉篆刻手札 陳宏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3709 行過臺灣50年客家聲影 李寶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8536 五月詩社截句選 郭永秀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8888 萍飄美國: 新移民實錄 令狐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8963 再過一年: 蔡榮勇漢英雙語詩集= One more year蔡榮勇著; 陳義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8970 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 張存武著 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269007 血火之舞: 抗戰文學期刊與中國社會思潮(1931-1938)韓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014 清代寶卷鈔本經眼錄 謝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021 人生的片隅: 夏眉散文集 夏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038 避疫書信選: 從抱月樓到潛學齋 李保陽, 孫康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045 耳語與旁觀: 鍾鳴的詩歌倫理 張媛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052 重訪錢穆 李帆, 黃兆強,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69069 重訪錢穆 李帆, 黃兆強,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69076 從詩經到費加洛婚禮: 東西歷史文化漫談 鮑家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090 最後的雄鷹: 一位台籍日軍飛行員的戰時日記 鄭連德著; 黃彥傑編校.釋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113 Women and relationships in contemporary Irish women's short storiesby 張婉麗(Ann Wan-lih Chang)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144 新文學運動史(中譯本) 文寶峰原著; 李佩紋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151 街頭詩= Poetry on the street 葉飛.杜揚原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168 樂齡志工.創造耆蹟: 高齡者志願服務的推展 葉至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175 世界在燃燒= The world is burning 蘇洛恪.哈茂德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199 存史與失節: 危素歷史評價探析 莊郁麟著 一版 平裝 3

9789863269212 海的聲音: 林鷺漢英西三語詩集= The voices of the sea= Los Voces del Mar林鷺著; 黃暖婷(Faustina Nuanting Huang), 戴茉莉(Emily Anna Deasy)英譯; 秦佾西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29 海芋都是妳: 陳明克漢西雙語詩集= Tú eres todas las flores de cala陳明克著; 赫迪雅.嘉德霍姆(khédija gadhoum), 巫宛真, 維雷斯.武岳(URIEL ALBERTO VÉLEZ BATISTA), Mariela Cordero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36 海跳起,子彈婉轉 張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43 詩想少年 林鷺, 陳秀珍, 楊淇竹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43 詩想少年 林鷺, 陳秀珍, 楊淇竹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50 故意遺失= Lost on purpose 卡蓮.賀德(Karen Head)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67 英雄曲= Hero Carmina 里卡多.盧比奧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74 臺灣法政角力四十年: 尤清談美麗島大審 尤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434 日本時代臺灣運動員的奧運夢: 林月雲的三挑戰與解開裹腳布的女子運動競技金湘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441 繆斯之眼 馮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526 道是無情卻有情: 當代文學作品論評 李仕芬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妙思客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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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送存冊數共計：95

吾皇多媒體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君香室



9789863269557 衣冠南渡: 溫任平詩集 溫任平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040 用心創新: 站在世界舞台上 王麗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4303 貝氏發展學程= Baye's development course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884310 贝氏发展学程= Baye's development course 贝格尔育成有限公司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502 自我成長GPS: 一段由自覺到轉念的心路歷程一個化荊蕀為果實的展翅人生= Integrated self-optimizing process鄭篤定, 曹德芳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252 我的人生路= Story of my life 蘇肇棣作; 張德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3164 你不需治療,只需說出口: 心理師和那群拯救我的人克莉絲蒂.塔特(Christie Tate)著; 魯宓譯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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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232 半神: 安住亂世、活出神性的30個生命基礎課 熊仁謙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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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270 駭客思維: 抓出生活中的不合理,優化你的人生小約瑟夫.雷格爾(Joseph M. Reagle Jr.)著;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300 思考の整理學: 最多東大生、京大生讀過的一本書!外山滋比古著; 韋杰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317 一日如一生的愛 Charle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331 人生關鍵字: 僧侶、醫師與哲學家的智慧探索 馬修.李卡德, 克里斯多福.安得烈, 亞歷山大.喬連安著; Geraldine Lee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386 怎麼就邊緣了呢?: 肉蟻的歷史邊緣人檔案 肉蟻小姐文字.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393 寫給每個人的書法課: 從看懂到會寫,提升素養與美學力林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691 慈濟臨床婦癌學 黃思誠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69235 為自己拚一場(中英雙書)= Think big 班.卡森, 塞西爾.墨菲著; 李成嶽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69242 為自己拚一場(中英雙書)= Think big 班.卡森, 塞西爾.墨菲著; 李成嶽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69259 莎拉塔的圍城日記: 塞拉耶佛烽火錄= Zlata's diary莎拉塔.菲力波維克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266 我的老人與海: 父子奇航歷險一萬七千哩= My old man and the sea大衛.海茲, 丹尼爾.海茲著; 吳傑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273 永遠的芭比= Forever Barbie M.G羅德著; 閻蕙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280 大鳥博德傳: 從NBA冠軍球員到風雲教練= Larry legend馬克.蕭著; 趙恬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297 攻頂: 截癱者成功攀登巨岩的冒險故事= Climbing back馬克.魏爾曼, 約翰.富林著; 歐陽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303 富爸爸不如好爸爸: 父親在孩子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Making peace with your father大衛.史都著; 柯里斯, 林為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310 教室裡的心靈雞湯: 四十個啟發人心的真實故事(中英雙書)= Why I teach愛絲特.萊特著; 張篤群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69327 教室裡的心靈雞湯: 四十個啟發人心的真實故事(中英雙書)= Why I teach愛絲特.萊特著; 張篤群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69334 終極審判= The chamber 約翰.葛里遜著; 柯里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341 偉大作曲家群像: 艾爾加=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Elgar賽門.蒙迪著; 黃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358 人際關係101(中英雙書)= Relationships 101 約翰.麥斯威爾著; 蔡璧如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杏敏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3

宏津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貝格爾育成



9789865569365 雙贏領導101(中英雙書)= Equipping 101 約翰.麥斯威爾著; 蔡璧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372 偉大作曲家群像: 巴爾托克=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Bartok哈密許.麥恩著; 林靜枝, 丁佳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389 莫妲= Modoc 雷夫.海佛爾著; 張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809 糊里糊塗 糊塗居士Dotard Gṛhapati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79816 樂得糊塗 糊塗居士Dotard Gṛhapati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32854 八字學教科書(新裝版) 何榮柱作 四版 精裝 1

9789867232861 風水學教科書 何榮柱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7232878 八字學中階晉級講義暢銷版 黃四明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760 運動與健康: 身體活動與體重管理 元多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46372 伴我童年(幼幼版): 兒歌本. 上 陳菊君主編 精裝 1

9789860746389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上, 1: 達達上學了 呂詩慧文; 陳庭昀圖 精裝 1

9789860746396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上, 2: 奇妙的種子 邱子純文; 陳志鴻圖 精裝 1

9789860746402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上, 3: 哇!好神奇 翁千蕙文; 蕭沛絨圖 精裝 1

9789860746419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上, 4: 恩恩的生日驚喜廖薏雯文; 陳志鴻圖 精裝 1

9789860746426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上, 5: 腳踏車單單 黃晨迪文; 黃衍涵圖 精裝 1

9789860746631 Happy kids plus(student book) written by Eric Yang, James Hugh Gough, Cassie Empey, Maddie Smith, Cindy Liber, Gerry du Plessis, Angela Yeh, Alice Li, Jessie Shao, Inez Cheng, Jessica YehReprin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6648 Happy kids plus(student book) written by Eric Yang, James Hugh Gough, Cassie Empey, Maddie Smith, Cindy Liber, Gerry du Plessis, Angela Yeh, Alice Li, Jessie Shao, Inez Cheng, Jessica YehReprin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6655 Happy kids plus(student book) written by Eric Yang, James Hugh Gough, Cassie Empey, Maddie Smith, Cindy Liber, Gerry du Plessis, Angela Yeh, Alice Li, Jessie Shao, Inez Cheng, Jessica YehReprin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46662 Tree house(textbook). 1 writers Kyle J. Olsen, Elliot Essey,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679 Tree house(workbook). 1 writers Duane E. Jones, Elliot Essey, Kyle J. Olsen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686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1A writers Duane E. Jones, Elliot Essey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693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1B writers Duane E. Jones, Elliot Essey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22 Tree house(textbook). 3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Jason Groleau, Tim Casteli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39 Tree house(workbook). 3 writers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Jason Groleau, Sherry Pu, Mark McCorkell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46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3A writers Duane E. Jones, Sherry Pu, Mark McCorkell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53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3B writers Duane E. Jones, Sherry Pu, Mark McCorkell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60 Tree house(textbook). 5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Jason Groleau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77 Tree house(workbook). 5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Jason Groleau, Sherry Pu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84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5A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Sherry Pu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891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5B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Sherry Pu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907 Hippo Math(orange):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14 Hippo Math(yellow):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21 Hippo Math(green):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38 Hippo Math(blue):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45 Hippo Math(purple):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52 Tree house(textbook). 2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Tim Casteli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969 Tree house(workbook). 2 writers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Tim Casteli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976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2A writer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983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2B writer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990 Tree house(textbook) . 4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002 Tree house(workbook). 4 writers Duane E. Jones, Paul L. Santone, Sandy Huen, Kyle J. Olsen, Sherry Pu, Mark McCorkell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019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4A writers Duane E. Jones, Paul L. Santone, Mark McCorkell, Sherry Pu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宏視國際



9789860760026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4B writers Duane E. Jones, Paul L. Santone, Mark McCorkell, Sherry Pu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033 Tree house(textbook). 7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Eric Yang, Sandy Huen, Russell Holmes, Vicki Hu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040 Tree house(workbook). 7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Sherry Pu, Mina Hsu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057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7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Sherry Pu, Mina Hsu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064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writer Keith Beckett Reprinted 精裝 第1冊 1

9789860760071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writer Keith Beckett Reprinted 精裝 第3冊 1

9789860760088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writer Keith Beckett Reprinted 精裝 第4冊 1

9789860760095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精裝 第2冊 1

9789860760101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精裝 第5冊 1

9789860760118 ESL science(textbook). grade 1 first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yle J. Olsen, Frank Lenihan, Keith Beckett, Amy M. Simpson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60125 ESL science(textbook). grade 2 first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yle J. Olsen, Madeline Smith, William Doiron, Rushda Adam, Duane E. Jones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60132 ESL science(textbook). grade 3 second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Duane E. Jones, William Doiron, Jessica Jor1st ed. 精裝 1

9789860760149 Happy kids plus(teacher's book). 1 writers Brynn Diesel, Luke Springfield, Gerry du Plessis, Cindy Liber, Eric Yang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156 Happy kids plus(teacher's book). 2 writers Brynn Diesel, Luke Springfield, Gerry du Plessis, Cindy Liber, Eric Yang, Sinéad Jackson, Yulia Berezneva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163 Kids world(teacher's book). 4 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378 ESL science(textbook). grade 1 second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yle J. Olsen, Madeline Smith, Keith Beckett,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 Ian Bands, William Doiron, Rushda Adam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60385 ESL science(textbook). grade 2 second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Jessica Jor, William Doiron, Duane E. Jones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60392 ESL science(teacher's book). grade 1 first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Madeline Smith,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408 ESL science(teacher's book). grade 1 second semester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Madeline Smith, Keith Beckett,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 Louise Muller, Duane E. Jones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415 ESL science(teacher's book). grade 2 first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Madeline Smith, Keith Beckett,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 Louise Muller, Duane E. Jones, William Doiron, Rushda Adam, Marika Tait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422 ESL science(teacher's book). grade 2 second semester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Keith Beckett,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 Duane E. Jones, William Doiron, Jessica Jor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439 ESL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plus 1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446 ESL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plus 2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Jones, Keith Beckett,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637 ESL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plus 3 part one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644 ESL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plus 3 part two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651 ESL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plus 4 part one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668 ESL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plus 4 part two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675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1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60682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2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699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3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05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5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12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6 part one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29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6 part two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36 Kids world(teacher's book). 3 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43 Rainbow explorers(teacher's guide). 1 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50 Rainbow explorers(teacher's guide). 2 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67 Rainbow explorers(teacher's guide). 1, subject time & STEAM weekwriters Sinéad Jackson, Alexandria George, Gail Goers, Douglas Kruger, Gerry Du Plessis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774 Rainbow explorers(teacher's guide). 2, subject time & STEAM weekwriters Sinéad Jackson, Chanel du Toit, Nathan David Richardson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835 彩虹童年(教師手冊). 1: 健康好寶寶. 小班(上)= Teacher's guide張雅婷, 林秀容, 黃晨迪作 平裝 1

9789860760842 彩虹童年(教師手冊). 2: 小小探險家. 小班(下)= Teacher's guide張雅婷, 林秀容作 平裝 1

9789860794335 Happy kids+(teacher's book). 3 writers Brynn Diesel, Luke Springfield, Gerry du Plessis, Cindy Liber, Eric Yang, Sinéad Jackson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236 Kids world(teacher's book). 2 writer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Peter Chen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229 ESL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plus 6 part one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199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grade 4 second semesterwriters Kyle J. Olsen, Frank Lenihan 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205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grade 5 first semester writers Frank Lenihan, Kyle J. Olsen 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182 ESL science(textbook). grade 3 first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Dawnine Clews, William Doiron, Duane E. Jones, Jessica Jor, Rebecca Blankenship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212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grade 5 second semesterwriters Kyle J. Olsen, Amy M. Simpson, Madeline Smith, Gerry du Plessis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625 Tree house(textbook). 6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Eric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632 Tree house(workbook). 6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Jason Groleau, Sherry Pu, Mina Hsu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687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6A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Mina Hsu, Sherry Pu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694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6B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Mina Hsu, Sherry Pu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700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9 writer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717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10 writer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724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11 writer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731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12 writer Duane E. Jones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649 Tree house(workbook). 9 writers Duane E. Jones, Jacob Ludwi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656 Tree house(workbook). 10 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Eric Ya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663 Tree house(workbook). 11 writers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670 Tree house(workbook). 12 writers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748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storybook. 1, the talent showwritten by Jason Groleau; illustrated by Vader Tsai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755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storybook. 4, the south African sleeping snakewritten by Charles Moré; illustrated by Ming Zi, Wei-Ming Chao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762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storybook. 5, Hello! Bonjour!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Vader Tsai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779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easy reader. 11, time to play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Ping Chen, Anson Weng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786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easy reader. 12, a big green truck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Jason Huang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793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easy reader. 13, a cold day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Annie Gong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809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easy reader. 15, the big red tent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Eng, Ming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816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4: easy reader. 3, Jim and his pig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Nan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823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4: easy reader. 4, up on top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Eng, Ming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830 伴我童年系列. 六: 喜閱童年. 1, 我的小舞臺 葉俊伶文; 吳楚璿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94847 伴我童年系列. 六: 喜閱童年. 2, 遊戲大觀 葉俊伶文; 謝秉如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94854 伴我童年系列. 六: 喜閱童年. 3, 奇妙的生命 葉俊伶文; 劉淑如, 吳司璿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94861 伴我童年系列. 六: 喜閱童年. 4, 保護大自然 葉俊伶文; 嚴凱信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94878 伴我童年系列. 六: 喜閱童年. 5, 世界風情 葉俊伶文; 吳佳臻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94885 伴我童年系列: 節慶童年 葉俊伶, 林夏萍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94892 伴我童年系列: 節慶童年 葉俊伶, 林夏萍主編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94908 ESL language arts(textbook). grade 4 first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Amy M. Simpson, Frank Lenihan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915 ESL language arts 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精裝 1

9789860794939 伴我童年系列: 節慶童年(教師手冊) 秦鴻筠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94946 伴我童年系列童年ㄅㄆㄇ讀本. 下 黃琼芳文; 久久出版, 吳佳臻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94991 Preschool talent class: science lab(teacher's guide). 1st semesterwriters Madeline Smith, Luke Springfield, Danny Weir, Santie Coetzee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009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3: subject time activities(teacher's guide)authors Somerled McDonald, Michael Morell, Peter Chen, Evelyn Sim, Julie Kawamura, Bent Modesto, Kim Yaschyshyn其他 1

9786267006016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5: subject time activities(teacher's guide)authors Brent Modesto, John Hung, Catherine Hesky, Katannya Jantzen, Richard Benton, Michael Morell其他 1

9786267006023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subject time activities(teacher's guide)authors Brent Modesto, Richard Benton, Michael Morell, Thomas Gray, Dave Simard, Kim Yaschyshyn其他 1

9786267006030 Rainbow toddlers 1st semester(teacher's guide) writers Santie Coetzee,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Ashleigh Miller, Coit Scharringhausen, Socotra WilliamsReprinted 其他 1

9786267006047 Rainbow toddlers 1st semester(integrated activity guide)writers Santie Coetzee,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Ashleigh Miller, Coit Scharringhausen, Socotra WilliamsReprinted 其他 1

9786267006054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integrated activity guide)writers Santie Coetzee,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Ashleigh Miller, Coit Scharringhausen, Socotra WilliamsReprinted 其他 1

9786267006061 伴我童年系列(教師手冊) 葉俊伶, 林夏萍, 張雅媚主編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6267006221 伴我童年系列(教師手冊) 葉俊伶, 林夏萍, 張雅媚主編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6267006238 伴我童年系列(教師手冊) 葉俊伶, 林夏萍, 張雅媚主編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6267006245 伴我童年系列(教師手冊) 葉俊伶, 林夏萍, 張雅媚主編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6267006078 伴我童年幼幼版(教師手冊) 陳菊君主編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6267006252 伴我童年幼幼版(教師手冊) 陳菊君主編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6267006092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teacher's guide) writers Santie Coetzee,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Ashleigh Miller, Coit Scharringhausen, Socotra WilliamsReprinted 其他 1

9786267006108 Rainbow adventures. 5&6, teacher resource book(big class)author Betty Froese 其他 1

9786267006115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1st semester: special themes subject time(teacher's guide)authors Madeline Smith, Ashleigh Miller, Santie Coetzee 其他 1

9786267006122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3(teacher's guide) authors June Vandermeulen, Betty Froese 其他 1

9786267006139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5: big class. 1(teacher's guide)writers June Vandermeulen, Betty Froese 其他 1

9786267006146 Little sparc. 1: creative play(teacher's guide) writers Cindy Liber, Catherine Heskey 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153 Little sparc. 3: I can read(teacher's guide) writers Rachel Wilson, Cindy Liber 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160 Little sparc. 4: I can read(teacher's guide) writers Rachel Wilson, Brendon Schramm 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177 Little sparc. 1: reading wonders(teacher's guide) writer Luke Springfield 2nd ed. 其他 1

9786267006184 Little sparc. 2: reading wonders(teacher's guide) writers Luke Springfield, Madeline Smith Reprinted 其他 1

9786267006191 Kids world(teacher's book). 1 writers Eric C. Yang, Riette Grobler, Danielle Heffernan, Jennifer Chee, Peter Chen, Wesley Kyle Jordan, Gerry du Plessis, Betty Jaue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207 Preschool talent class: science lab(teacher's guide). 2nd semesterwriters Madeline Smith, Luke Springfield, Danny Weir, Cassie Empey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214 伴我童年系列童年ㄅㄆㄇ(教師手冊). 下 黃琼芳文; 久久出版, 吳佳臻圖 再版 其他 1

9786267006375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下, 3: 猜猜我是誰? 翁千蕙文; 久久童畫工作室圖 再版 精裝 1

9786267006382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下, 1: 點點一家人 馮郁芬文; 蕭沛絨圖 再版 精裝 1

9786267006399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下, 4: 養金魚 廖薏雯文; 王安妮圖 再版 精裝 1

9786267006405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下, 2: 玩具熊 邱子純文; 陳庭昀圖 再版 精裝 1

9786267006412 伴我童年故事書(幼幼版). 下, 5: 我的好朋友 魏文珍文; 陳志鴻圖 再版 精裝 1

9786267006429 伴我童年(幼幼版): 兒歌本. 下 陳菊君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6267006436 彩虹童年. 2, 一起唱兒歌: 小小探險家 李松年詞曲 平裝 1

9786267006856 彩虹童年. 3, 比賽前的石頭湯 張雅婷, 黃晨迪文; 邱政芬圖 精裝 1

9786267006863 彩虹童年. 3, 十二生肖的社區 張雅婷文; 邱政芬圖 精裝 1

9786267006870 彩虹童年. 3, 三隻小豬的家 張雅婷文; 邱政芬圖 精裝 1

9786267006887 彩虹童年. 3, 農場上的布萊梅樂團 張雅婷文; 邱政芬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3245 漫畫昆蟲記: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蜘蛛插班生來了!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3269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鹿角鍬同學遇到對手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3276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虎甲蟲的榮譽之戰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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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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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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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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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9

9789860633917 天才達文西的STEAM教室(科學X藝術) 馮季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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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931 有趣到睡不著的地球科學: 變成化石沒那麼簡單= 面白くて眠れなくなる地学左卷健男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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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986 我能管理自己: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4, 培養自助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0355 一定要知道的怪奇科學: 恐懼是很重要的感覺 竹內薰著;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0362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95113 我想更進步: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5, 培養積極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120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傳說中的七隻小矮象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002 電影拼圖= Film Puzzle 孫志騰(Chris Mo Sun)文字; 王宥媗(Morris Wang)繪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896 苗栗新竹絕美私房景點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56902 台南古城快樂遊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56971 台南浪漫的海岸線與藝術村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56988 台灣最原始景區: 尖石秀巒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56995 享受花東海岸線的美景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3009 東北角的山城與海岸線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3016 花蓮雄偉的山線與海岸線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3023 阿里山中的絕美私房景點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3030 嘉義平地休閒好景點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3047 暢遊美麗花東縱谷風景區 林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3054 武則天坐天 林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9812 放映間= Between screenings 林羿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0196 填房 冉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0233 苔 飛蛾ru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219 1-5歲 藝術感覺統合探索. A, 夏秋 謝茵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克蘭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我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沒譜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狂熱球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遊

送存種數共計：140

送存冊數共計：149

快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2820 野餐= Picnic 吳美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5736 智慧的箴言: 箴言. 第13集= 지혜의 장언 鄭明析著; 明言翻譯部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5743 智慧的箴言: 箴言. 第14集= 지혜의 장언 鄭明析著; 明言翻譯部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5750 詩,多美好= 시 좋아 鄭明析作; 李潔茹, 鄭語光譯 平裝 1

9789869895767 奇蹟的泉水,月明水= 기적의 약수, 월명수 主梨星, 任河恩, 張允禎原書編輯; 謝宜倫, 明言翻譯部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3982 東山上的一彎小月: 陳大老陳番鴨 黃胤禎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4424 恐龍大百科= Knowledge encyclopedia dinosaur! John Woodward作; 黃彼得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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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8703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徐希絜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78710 陋室銘 徐希絜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8727 五石之瓠 徐希絜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8734 偷靴 徐希絜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8741 花木蘭 徐希絜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783 盧尚大師談風水: 住家形局和禍福 盧尚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21790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判決案例 曾文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2170 音樂(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王維君,陳姿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484 牧場實習: 牛的飼養與管理 呂大衛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253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三冊吳妙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65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 第五冊吳昱樺, 杜蒂柔, 林秀真, 陳敏文, 陳曉菁, 楊凱全, 賴懿貞, 謝政倫, Ian Fletcher, Theodore J. Pigott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699 牧場實習. 家禽篇 許振忠, 陳志峰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2712 古史地理論叢 錢穆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2736 清史論集 陳捷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2743 秦漢史 錢穆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2750 詩經研讀指導 裴普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2767 黃帝 錢穆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牧于森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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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人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山科文

朋丁pon ding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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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0368 繼母與女兒的藍調 桜沢鈴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20375 繼母與女兒的藍調 桜沢鈴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20702 Nein(非聖) トジツキハジメ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0719 Nein(非聖) トジツキハジメ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044 15歲的神明遊戲 凱伊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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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1617 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太田勝, 漥田一裕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123932 STANDBY.KISS: 我的專屬秘密XX 筋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3949 STANDBY.KISS: 我的專屬秘密XX 筋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3956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3963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彦作; 夏德爾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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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3987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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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4007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 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4014 立方體世界 臼井ともみ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021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5124038 今夜、想與你同眠 滝端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045 老師,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 ィガラシュイ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052 我的老師 淺井西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069 你是下流的人 鹿島こたる作; HAR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076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 飛田二木壱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083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24090 快打旋風30週年美術設定集: Beyond the World KADOKAWA作; 林睿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106 我家的兒子可能喜歡男生 おく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113 盛開在籠中的陰之花 羽野ちせ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120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24137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4144 烏菈菈迷路帖 はりかも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4151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4168 怪物事變 藍本松漫畫;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4175 溺愛這種事絕對不承認! 須坂紫那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182 替換人生 オオイシヒロト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4199 解放: 妻子外遇的理由 LINDA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205 女僕.IN.非社交系少女 三角頭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212 WOLF PACK狼族 ビリー.バリバリー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229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124243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う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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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274 霰草忍法帖 春暉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281 魍魎少女 白石純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298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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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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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4311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4342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24359 魔物們不會自己打掃 高野裕也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4366 魔王的女兒太溫柔了!! 坂本遊也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373 魔女三百才開始 原田重光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4380 羅密歐的純情 カキネ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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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4403 放學後堤防日誌 小坂泰之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4410 怪奇物語 白鳥うしお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427 高嶺之花 ムラタコウジ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434 狂賭之淵雙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4441 狂賭之淵(假) 河本ほむら原作.監修; 川村拓作畫;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4458 妖怪手錶 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24465 死亡鐮刀波濤胸湧 さふぁ太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472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865124489 名偵探柯南: 灰原哀 祕密檔案 青山剛昌著.原作; 劉瀞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496 名偵探柯南 犯人.犯澤先生 神庭麻由子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4502 伏魔殿 クール教信者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519 白刃與黑牡丹 ゆくえ萌葱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526 才不相信什麼催眠術呢!! イイモ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533 小不點前輩太可愛了。 あきばるいき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540 人外後宮 雨宮かよう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557 FAKE REBELLION虛假反叛 ささきゆうちゃん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564 5分後的世界 福田宏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571 醜男真戰士 弘松涼原作; 上月ヲサム漫畫;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588 澀谷金魚 蒼伊宏海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4595 彌賽亞的鐵鎚 あみだむく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601 優等生的祕密工作 あずまゆき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4618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4625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24632 給傷心男子一陣春天風暴 ココミ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649 摺紙戰士A 周顯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4656 終結的熾天使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124663 笨拙至極的上野 tugeneko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4670 異國日記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4687 殺手也想當戀愛守護者 隈浪さえ漫畫;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694 偶像大師百萬人演唱會! 門司雪作;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原作; 蘇奕軒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4700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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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遊戲的恐怖故事!竹井10日作; 賴詠新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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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762 理組的她,勾引人的技巧實在笨拙得可愛 長田信織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779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4786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月夜淚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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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809 黑絲襪風情WIDE GOT編輯部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830 別.碰.我! 結城アオ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24847 別.碰.我! 結城アオ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24854 勇者大人,水溫這樣子還可以嗎? 綠藻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4861 放蕩兒子與戀愛洞穴 九號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878 乳乳乳乳 クール教信者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4885 我們之間沒有的 ハルノ晴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4892 老師的溫柔殺人方法 反転シャロウ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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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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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4922 名偵探柯南: 紅色校外教學 青山剛昌原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939 鏡頭前的初體驗 百瀨あん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946 織田肉桂信長 目黑川うな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4953 模擬後宮體驗 齊藤祐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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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4977 遊戲到此為止 松本ミーコハウス;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4984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124991 新婚生活行不行 水瀨マユ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004 想和無知的你做的事 小鴨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011 黑王子 りーるー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028 這個世界不同尋常 伊吹有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035 國八分 各務浩章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042 狼不會入眠 支援BIS原著; 新川權兵衛, かかし朝浩作; CHIKA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059 失色世界 KENT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066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5073 不幸君的幸運 真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080 山與食欲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5097 女僕.IN.非社交系少女 三角頭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103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125110 Angolmois元寇合戰記 たかぎ七彦作; 夏德爾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5127 姬乃妹妹要談戀愛還太早 ゆずチリ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134 英雄小姐與前女幹部 そめちめ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141 勇者成為魔王的媽媽了! 片岡とんち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158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沙輪忍譯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125165 神明與不會飛的神使 hagi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172 DINER殺手餐廳 河合孝典作; 譚志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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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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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202 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 貓又ぬこ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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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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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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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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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5264 巨人族的新娘 ITKZ作; 富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301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紺青之拳 青山剛昌原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25318 劇場版 名偵探柯南: 紺青之拳 青山剛昌原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25325 狗狗過來,我幫你摸摸! ロッキー作; HAR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332 為親愛的我致上殺意 井龍一原作; 伊藤翔太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349 重版出來! 松田奈緒子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25356 埃及豔后與鐵十字 真鍋讓治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363 家族求生。 關口太郎原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5370 秘密的乾高潮大叔 りーるー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387 執著與狗 梢子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394 毫無招架之力的老婆 矢野トシノリ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400 甜蜜的家、檸檬水 波真田かもめ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417 報復性愛 仙道ますみ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5424 翔太弟弟與怪叔叔 tunral作; 沙輪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431 詠歌女神 極樂院櫻子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448 罪惡與快感 染谷ユウ作; 陳秀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455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25462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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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486 鏡頭前的初體驗 百瀨あん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493 魔女的怪畫集 晴智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5509 魔獸世界: 官方動畫藝術設定集 Blizzard Entertainment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516 衛府七忍 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5523 醜男真戰士 弘松涼原作; 上月ヲサム漫畫;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530 鯊魚系女子的領域 樂樂作; 晚於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547 Happy Sugar Life: 幸福甜蜜生活 鍵空富燒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5554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25561 入夜之後的我 益子悠原作; 一X漫畫;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578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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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5592 不愉快的妖怪庵 ワザワキリ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25608 天保桃色水滸傳 八月薰, 粕谷秀夫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615 本大爺是魔女 赤尾でこ原作; ウラミユキ漫畫;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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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639 佐伯同學在睡覺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小菊路よう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646 我的少年 高野ひと深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5653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 飛田二木壱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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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677 怪物事變 藍本松漫畫;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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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691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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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714 雖然 我是注定沒落的貴族 閒來無事只好來深究魔法三木なず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721 神淵古紀. II, 龍淵殘卷 上海燭龍 某樹, 沈純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25738 神淵古紀. II, 龍淵殘卷 上海燭龍 某樹, 沈純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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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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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769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25776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うせんひろつぐ 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5783 古劍奇譚. II, 永夜初晗 上海燭龍 蘑尼拔, 鳳歌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25806 古劍奇譚. II, 永夜初晗 上海燭龍 蘑尼拔, 鳳歌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25790 古劍奇譚. II, 永夜初晗 上海燭龍 蘑尼拔, 鳳歌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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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820 戰神官方小說 J.M.Barlog原作; 林叡斌翻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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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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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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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875 絕頂PORNOSTAR 東野裕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5882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 滝川廉治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899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25905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5912 喜歡的偶像搬到隔壁來了 脊髄引き抜きの刑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929 被撿到的吸血鬼的色色研究 つむみ作; 李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936 殺手也想當戀愛守護者 隈浪さえ漫畫;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5943 砲友關係 甘詰留太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950 恰如細語般的戀歌 竹鳩えく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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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5974 明明已經有男朋友了 柚木N'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5981 佐伯同學在睡覺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小菊路よう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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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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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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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025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26032 少年啊!要光耀耽美 美樹麻樹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6049 不動聲色的柏田與喜形於色的太田 東ふゆ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056 DINER殺手餐廳 河合孝典作; 譚志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6063 戀愛諜報機關 丹下道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6070 戀愛廚房! カキ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865126087 麗莎難以入口的餐桌料理 黑鄉滸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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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6100 彌賽亞的鐵鎚 あみだむく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117 解放: 妻子外遇的理由 LINDA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6124 新婚生活行不行 水瀨マユ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131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126148 許瑞峰老師作品集 許瑞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155 洪育府老師作品集 洪育府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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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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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209 在異世界享受慢活(願望) 長賴作; 賴詠新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216 影宅 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223 影宅 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230 與青梅竹馬的上司FALL IN LOVE 箱石タミイ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247 暖陽星光 いちかわ壱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254 黑辣妹後宮學校 双龍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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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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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285 在異世界享受慢活(願望) シゲ作; 賴詠新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292 摺紙Q戰士 周顯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308 周顯宗漫畫宇宙短篇集 周顯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322 人間行 山崎龍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315 異世界風俗漫畫短篇集 一迅社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339 翻轉思慕X新生情懷 天乃忍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346 15歲的神明遊戲 凱伊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6353 魔物獵人發想的法則. 2, 禁忌之書 ambit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26360 魔女與野獸 佐竹幸典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6377 霰草忍法帖 春暉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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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硯鈴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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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硯鈴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421 銀河英雄傳說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26438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26445 越嶺: 三多摩大學登山社錄 空木哲生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452 脫皮吧!龍崎同學 一智和智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469 脫不下來的聖劍妹妹! 熊ノ球作; 何立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476 終結的熾天使 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和漫畫;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126483 您喜歡幸福結局吧? 西原ケイタ作; MO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490 鬼哭的童女: 異聞大江山鬼驅除 麻貴早人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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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513 直到成為家人為止 黑麦はぢめ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26537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5126544 不愧是貓咪前輩! 卯月よう作; 林香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551 小不點前輩女友太可愛了。 あきばるいき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568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126575 Y之方舟 天樹征丸原作; 石蕗永地漫畫;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582 JK王國♡東京 鷹巣☆ヒロキ作; 林香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599 33歲單身女騎士隊長。 天原作; 梁勝哲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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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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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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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636 把這裡當作異世界! 稻木智宏原作; やとみ漫畫;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643 我家的奶奶被前不良少年盯上了! 星倉ハル作; 何立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650 我家狗狗撿到喵。 龍山沙由里作; 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667 我的朋友是膽小的吸血鬼 陳美凌KO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674 死靈羅曼史 堂本裕貴作; 何立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681 此花綺譚 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6698 失色世界 KENT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6704 詠歌女神 極樂院櫻子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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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728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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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6742 月收50萬卻覺得人生乏味的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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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759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6766 非人之狼 元ハルヒラ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797 8人的戰士 池玲文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803 巨人族的新娘. 2 ITKZ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810 寶可夢SPECIAL太陽.月亮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827 碁幻傳說 薰の名原作; 許瑞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841 喜歡你的臉 金魚鉢でめ作; mido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858 白金PASTA 新田祐克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865 See you later,Mermaid晚點見,美人魚 早寝電灯作; 戴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872 漫漫話台灣. 動物篇 山崎龍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919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不友好 三嶋与夢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127244 靈異醬有口難言 橋本かヱ原作; 本多創漫畫; 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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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896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限定版). 7 丘野優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889 魔女之旅(限定版). 10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739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蘇君好, kim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746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蘇君好, kim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753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蘇君好, kim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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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11刷 平裝 1

9789865340513 勁敵同事的甜蜜寵愛 Rito Yanagi作 其他 1

9789865345785 赴日肉棒觀光之旅: 從深處撬開宅男的心房 meiji michiru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8841 牽風箏的人: 「風箏計畫」全記錄x12堂戲劇課程實作教案,以戲劇為青少年教育注入另一種可能余浩瑋, 杜傳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733 初心印會會員作品集. 第五輯 初心印會全體會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1136 宇宙本原考=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劉洪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91143 宇宙本原考=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刘洪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91150 人類本原考= Thinking and research on human origin劉洪均(Samo Li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91167 <>萬物生存考= 0-dimensional universe: survival test of all things劉洪均(Samo Liu)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91174 <<0維的宇宙>>絕對空間考: 0-dimensional universe: absolute space test劉洪均Samo Liu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182 獄中獄與獄外獄 徐文立, 賀信彤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458 Abc Storytime author James Culpepper, Kirsty Webeck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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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路易斯.瓊斯著; 清揚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5033 懸案密碼. 8: 第2117號受難者 猶希.阿德勒.歐爾森(Jussi Adler-Olsen)著; 廖素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5040 克蘇魯神話. I, 呼喚 霍華.菲力普.洛夫克萊夫特著; 姚向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5088 克蘇魯神話. II, 瘋狂 霍華.菲力普.洛夫克萊夫特著; 姚向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8674 克蘇魯神話. III, 噩夢 霍華.菲力普.洛夫克萊夫特著; 姚向輝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4446 九二共識 謝正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4446 九二共識 謝正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739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Taiwan: 台灣文化巡禮 徐美堅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82984 清末民初江蘇地方政制轉型研究(1905-1927) 祝小楠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亞太創新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方設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0

送存冊數共計：293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初心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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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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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011 民國時期書法理論轉型研究 李群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035 西周金文土田問題考論 唐洪志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042 西周金文土田問題考論 唐洪志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059 漢代邊防體系研究 江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066 魏晉南北朝「廟學」制度及其思想史意義 吳秉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073 魏晉南北朝「廟學」制度及其思想史意義 吳秉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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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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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103 東晉南朝荊州政治地理研究: 兼論雍州、湘州、郢州程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110 東晉南朝荊州政治地理研究: 兼論雍州、湘州、郢州程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127 隋唐海上力量與東亞周邊關係 張曉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134 唐代妓女研究 陳雅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141 宋遼外交研究續論 蔣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158 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 李宜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165 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 李宜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172 束胸的歷史與禁革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196 魏晉南北朝楚辭學研究 李玉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202 魏晉南北朝楚辭學研究 李玉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219 詩聖的一個面向: 杜詩中的「家國聯繫」表現模式李奇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226 馮延巳<>意象研究 張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233 元代文人雅集與詩歌唱和研究 高邢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240 賀裳詩學理論研究: 以<>為中心 王思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257 清初吳喬<>散論 胡幼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264 錢振鍠詩學理論研究 季未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271 齊白石題畫詩探析 蘇于喬著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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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295 唐詩對越南李陳漢詩的影響研究 阮福心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301 唐詩對越南李陳漢詩的影響研究 阮福心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325 <>大徐反切音系考 姚志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332 王念孫<>訓詁術語研究 張意霞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349 王念孫<>訓詁術語研究 張意霞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356 <>所存六朝時語研究 吳曉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363 科舉辭彙文化闡微 孫中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370 <>詞彙研究 劉祖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387 <>詞彙研究 劉祖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400 唐順之文學思想研究 孫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417 從文學及思想層面探討明清經義文 蒲彥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424 明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黎曉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431 明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黎曉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448 清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陳水雲, 孫達時, 江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462 清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陳水雲, 孫達時, 江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455 清代八股文批評研究 陳水雲, 孫達時, 江丹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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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486 粉戲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493 模式與意義: 六朝器物詩賦研究 張鏽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509 模式與意義: 六朝器物詩賦研究 張鏽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516 歷代宋詞集序跋研究 許淑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523 歷代宋詞集序跋研究 許淑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530 宋人前身傳說研究 黃惟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547 西江流域龍母傳說的嬗變 徐亞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554 石麟文集. 第一卷, 古代文學與文化積澱探討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561 石麟文集. 第二卷, 小說史總論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578 石麟文集. 第三卷, 羅貫中與「三國」研究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585 石麟文集. 第四卷, 「水滸」與金聖歎發微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592 石麟文集. 第五卷, 「雙典」之外的章回小說臆說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608 石麟文集. 第六卷, 文言小說與話本小說面面觀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615 石麟文集. 第六卷, 文言小說與話本小說面面觀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622 石麟文集. 第七卷, 閒書謎趣(選本)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639 石麟文集. 第七卷, 閒書謎趣(選本)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646 石麟文集. 第八卷, 稗史迷蹤(選本)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653 石麟文集. 第八卷, 稗史迷蹤(選本)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660 石麟文集. 第九卷, 俗話潛流(選本)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677 石麟文集. 第九卷, 俗話潛流(選本)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684 石麟文集. 第十卷, 古代小說理論切磋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691 石麟文集. 第十一卷, 戲曲若干問題論略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707 石麟文集. 第十二卷, 古代詩文評說 石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721 爱德华兹的基督教德性观研究 刘锦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738 保尔.克洛岱尔天主教戏剧中的佛教影响研究 黄冠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745 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1721-1846)宾静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752 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1721-1846)宾静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769 基督教"山东复兴"运动研究(1927-1937) 赵建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776 基督教"山东复兴"运动研究(1927-1937) 赵建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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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790 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查常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806 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查常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820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3837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3844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3851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3868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183875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183882 <>精選精注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5183899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3912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3905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3929 清代西藏方志考論 柳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936 戰國<>學研究 鍾雲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943 <>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3950 <>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3967 <>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3974 <>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3981 <>注比較研究: 以<><>為中心考察 宋慶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3998 先秦地學知識、觀念及文獻研究 高建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001 <>箋證 孫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018 晚清上海的物質生活新貌: <>(1897-1908)廣告文本研究李瓖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025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4032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4049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4056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4063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184070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184087 雜家文獻書錄解題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5184094 <>研讀 梁世和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100 <>研讀 梁世和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117 長安高僧錄 梁曉燕,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131 長安高僧錄 梁曉燕,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124 長安高僧錄 梁曉燕,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4148 <>單穆公、伶州鳩論樂二章彙證 郭萬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155 <>單穆公、伶州鳩論樂二章彙證 郭萬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162 正史法律資料類編. 先秦秦漢卷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179 正史法律資料類編. 先秦秦漢卷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186 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193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4209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4216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4223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4230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184247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184247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184254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5184261 南宋戲謔詩校注 張福清著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865184278 嶽麓書院藏秦簡<>奏讞書研究 楊椀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285 嶽麓書院藏秦簡<>奏讞書研究 楊椀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308 <>、<>言「天」的哲學說明之研究 郭俊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315 「予豈好『譬』哉？」: 孟子與譬喻 饒忠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322 荀子與戰國黃老之學研究 商曉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339 <>道德哲學研究 韋展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346 「太極」概念內涵的流衍與變化: 從<>到朱熹 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353 宋翔鳳的經學研究 賴志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360 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 李偉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377 漢代心性論研究 張靜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384 漢代心性論研究 張靜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391 劉宗周哲學系統的闡釋 陳敏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407 近代社會思潮演進格局下的船山學 劉覓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414 蕅益智旭<>研究 黃家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438 蕅益智旭<>研究 黃家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421 蕅益智旭<>研究 黃家樺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4445 十七世紀閩南與越南佛教交流之研究 范文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452 道教丹道易學研究 段致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469 魏晉南北朝道教語言思維探究 龔韻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476 世變下的經典與現代詮釋 蒲彥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490 清末台灣洋務運動之硏究(1874-1891) 吳重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506 清末台灣洋務運動之硏究(1874-1891) 吳重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513 退臺後國民黨結構研究(1949-1972) 宋幫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520 冷戰下的國民黨海外黨務(1950-1962) 葉川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537 走向「同盟」: 臺美接近中的分歧與衝突(1949-1958)馮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544 走向「同盟」: 臺美接近中的分歧與衝突(1949-1958)馮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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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568 臺灣仕紳望族傳統漢文化的繼承與衝突 詹慧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575 臺灣契約文書中典、賣妻之研究 張芸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582 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 賴怡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599 台灣民間信仰、神壇與佛教發展之省思 賴建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605 台灣民間信仰、神壇與佛教發展之省思 賴建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612 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 林翠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629 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 林翠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636 洪棄生<><>別裁的遺民詩史研究 陳光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643 鄭坤五及其文學研究 林翠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650 鄭坤五及其文學研究 林翠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667 1990以降親情散文母親形象研究 林美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674 楊牧詩與中國古典的互文性研究 潘秉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681 追憶與借鏡: 小說、電影與時代反映 蒲彥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698 民謠歌王: 劉福助創作歌謠研究 賴明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704 民謠歌王: 劉福助創作歌謠研究 賴明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711 臺灣民間歌謠的版本分析及其閩客文化比較 謝玉賢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3660 薄伽梵歌. 第二章, 構詞解析 賴顯邦譯解 平裝 2

9789868153677 The appearance of the ordinary black-headed man 金東柱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53684 薄伽梵歌. 第3-6章, 構詞解析 賴顯邦譯解 平裝 2

9789868153691 悲傷的盡頭 土牛原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06

送存冊數共計：167

明目文化



9789869826709 門外. 第五期 邱振瑞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26716 ASI生存概念: 多視角的生存術與生命關懷 ZCS防衛技術/概念, 曾彥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808 植栽設計選種大要 潘富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072968 樋野茉理畫集: 吸血鬼騎士 樋野茉理作; 游若琪譯 平裝 1

9789861079615 尾田栄一郎畫集COLOR WALK 4 EAGLE 尾田栄一郎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1079639 D.Gray-man驅魔少年畫集Noche 星野桂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1081533 Boys and girls: 男女戀愛方程式 賴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77111 浪漫滿屋. II 元秀蓮作; 黃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4301 封神演義(完全版) 藤崎竜, 安能務作; 合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548 VIVO! 瀨川藤子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7838 CUTEG畫集: 其中1個是妹妹 Cuteg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248460 瀬尾公治畫集: Princess memories 瀬尾公治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327745 月神來我家!Illustrations 梱枝りこ作 平裝 1

9789863651833 最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9010 槍X幸運草 山口ミコ卜原作; D.P作畫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5055 NARUTO火影忍者插畫集. II, UZUMAKI NARUTO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623143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22140 校園民主主義 吉村夜作; 童小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130 和平捍衛隊: 鐵 黑乃奈々绘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3703 魔法使的新娘 公式副讀本 Supplement ヤマザキコレ, マッグガーデ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4410 OL與狐狸女孩. Ⅱ 石井真裕美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4885 gift 一ノ瀬 ゆま作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08449 東京卍復仇者 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2101 挑錯魔法少女啦 双龍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4112 小智是女孩啦! 柳田史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14457 執事們的沉默 桜田雛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4655 變身照相機 本名和幸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4952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ALIVE 新田祐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6116 札月家的小杏子 山本崇一朗作; Niva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7373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20403 平凡日常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森みさき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0694 LET'S!排球少年!? レツ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21141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原作; クロ漫畫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21165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2624326 白聖女與黑牧師 和武葉佐乃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5668 萌音同學的交往方式太過認真 梧桐柾木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6740 我轉生成劍之後發生的事 棚架ユウ原作; 丸山朝ヲ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7778 比方說,這是個出身魔王關附近的少年在新手村生活的故事サトウとシオ原作; 臥待始漫畫; 江昱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28065 :radical擬人部首 蓮乗寺メイ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8812 可以幫忙洗乾淨嗎? 服部充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9031 同居人有時在腿上,有時在頭上 みなつき原作; 二ツ家あす作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9925 血之轍 押見修造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29956 圖書館戰爭LOVE&WAR. 別冊篇 弓黃色, 有川浩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30044 STAYGOLD 秀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0266 陰差陽錯 藍揚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0785 風都偵探 石ノ森章太郎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33649 非自願的不死冒險者 丘野優原作; 中曽根ハイジ漫畫;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3717 STEINS;GATE命運石之門0 MAGES, Chiyo St. Inc.原作; 姫乃タカ漫畫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4028 歡迎來到熊乃湯! 秋本治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5346 乙女帝國 岸虎次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尚禾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9789572635858 Hello Morning Star 倉橋トモ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5902 街角的魔族女孩 伊藤いづも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6862 獸人專用情人: 懷我的孩子! 時逆拾壱作; 李芸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6978 渡同學的xx瀕臨崩壞 鳴見なる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7258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史伊的大冒險江口連原作; 双葉もも漫畫 ;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125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恵比須清司原作; 成田コウ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385 千金小姐的接吻課程 華夜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675 表哥的搬家整理毫無進展 吉辺あくろ作; 李芸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9177 戀愛中的小行星 Quro作; 曾怡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9801 神咒之蜜乳 佐藤健悦, 吉野弘幸原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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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1439 活擊 刀劍亂舞 津田穂波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1682 再得一勝! 村岡効作; 曾怡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3457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藤文也原作; 船津紳平漫畫; 陳姿君譯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4027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藤文也原作; 船津紳平漫畫; 陳姿君譯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3600 平凡日常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森みさき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4065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44317 雙人單身露營 出端祐大作; 陳瑞璟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4911 平行天堂 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4928 平行天堂 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5208 灌籃少年. ACT4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5369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45376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45574 惠與亞實 S井ミツル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5710 不當哥哥了! ねことうふ作; 刻托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5727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45956 親吻白雪姬 吉尾アキラ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5994 籃球少年王: THE DAY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6236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原作; 板垣ハコ漫畫; 陳瑞璟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6632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46953 敵托邦女王 秋乃茉莉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7080 最強狂奔世代 平健史作; 曾怡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7622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47974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47950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7967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48100 式守同學不止可愛而已 真木蛍五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8117 式守同學不止可愛而已 真木蛍五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8322 寄生獸 反轉 岩明均原作; 太田MOARE漫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8445 MF GHOST燃油車鬥魂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4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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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8698 ONE PIECE航海王特刊 尾田栄一郎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8711 枕卿待旦 邊想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9220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 山本崇一朗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49275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原作; ねこクラゲ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49404 附身神明與妖怪繪師 硝音あや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9671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原作; おいもとじろう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0059 戀愛吧,狸貓小波! 赤瓦裳留夢作; 曾怡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0264 STAYGOLD 秀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0776 戀獄都市 俵京平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0967 極道主夫 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0974 空挺Dragons 桑原太矩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0981 鑽石魔女們 今井ユウ作; 陳瑞璟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1025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51193 站起來吧!半獸人先生 影崎由那, 阿羅本景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1438 催眠麥克風-Division Rap Battle-side F.P & M EVIL LINE RECORDS原作; 城キイコ漫畫;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1513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RoGa漫畫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1551 孕男: 我在男校懷孕了 真澄弥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1568 催眠麥克風Before The Battle-The Dirty Dawg EVIL LINE RECORDS原作; 鴉月琉一漫畫;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1605 爸爸也想要 世尾せりな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1612 催眠麥克風-Division Rap Battle-side B.B & M.T.CEVIL LINE RECORDS原作; 蟹江鉄史漫畫;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1636 童年玩伴的他 中原亞矢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2039 可憐哪,元氣同學 古宮海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2121 只想告訴你. 番外篇: 命運之人 椎名軽穂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2183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桜井紀雄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2381 我們這一家BEST精選集 けらえい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2398 我們這一家BEST精選集 けらえい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2565 黑白時限 まいね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52749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2: 轉職後被誤認成魔王 筧千里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52855 我的女友是老師 鏡遊原作; 孟倫, 星河蟹漫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2893 異世界食堂 犬塚惇平原作; 九月タカアキ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3098 終末的女武神 梅村真也原作; アジチカ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3104 終末的女武神 梅村真也原作; アジチカ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3142 BADON天堂菸館 小野夏芽作; 厭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3555 在充滿怪獸的世界裡為所欲為 よっしゃあっ!原作; ラルサン漫畫;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3678 服侍這個國家的不幸 鷹来タラ作; 徐柔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3760 拜託請穿上,鷹峰同學 柊裕一作; 冰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4033 戀愛指令No.0510 毬田ユズ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572654477 千劍魔術劍士 高光晶原作; 黒須恵麻漫畫; 王杉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4590 Dr.STONE新石紀外傳: reboot:百夜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572654705 黑夜遊行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4750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4798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54835 金田一37歳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54903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54910 極道主夫 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4927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カ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55115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轉職後被誤認成魔王 筧千里原作; 堂島ノリオ作畫; 陳瑞璟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5214 小希望和大夢想 浜弓場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5221 搏命戀人 左藤さなゆ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55252 阿宅的戀愛太難(小說版) ふじた原作; 華路いづる作;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572655542 夜櫻家大作戰 権平ひつじ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5696 徹夜之歌 琴山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5801 SA07 通往繪師之路 津留崎優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5825 上班族的育兒日常 南条つぐみ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55849 直到我成為委員長的人 末原さかえ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56228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6273 為你撐傘 たうみまゆ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56327 最棒的小說家: secret 藤河る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56419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5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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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6587 恐怖寵物店. 巴黎篇 秋乃茉莉作; 加奈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6785 工作血小板 柿原優子原作; ヤス漫畫; 冰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6792 工作血小板 柿原優子原作; ヤス漫畫; 冰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6938 派對咖孔明 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7058 終末的後宮奇想曲 LINK原作; SAVAN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7157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57164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57287 少年的境界 akabeko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7331 專屬你的偶像 三池ろむこ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57355 鬼子 こふで作 平裝 1

9789572657416 ALMA魂 三都慎司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7560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57478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7485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7492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7508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7515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7522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7539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57546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7546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7553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7621 神籤村 大見武士作; 凜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7669 你的撫摸方法和調教方法 かさいちあき作; 劉維容譯 平裝 1

9789572657737 我心愛的燕子 ジョゼ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57829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57904 不健全兼職偵探 紫曜日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7911 鬼滅之刃 風之道標 吾峠呼世晴原作; 矢島綾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572657966 我與部下似遠若近的距離 鈴木は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58000 杜鵑婚約 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8093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葱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8109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葱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8116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葱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8147 親愛的堅尼 吾妻香夜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8185 白金終局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58246 空挺Dragons 桑原太矩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8567 Shrink: 精神科醫生弱井 七海仁原作; 月子漫畫; 廖湘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8581 一起生活吧,龍人 刹那魁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8611 異國男娼 桜井りょう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58765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建造奴隸後宮柑橘ゆすら作; 曾博穎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58789 Fairy Tale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58932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媽的女兒 松浦原作; 大堀ユタカ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8987 眾神眷顧的男人 Roy原作; 蘭々漫畫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9014 魔女瑪莉不是魔女 小林安曇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9397 和大野狼做色色的事♥ 吉田屋ろく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59427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異聞: 在魔國生活的三人組伏瀬原作; 戸野タエ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9472 故事尚未結束 おまる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59496 椿町的寂寞星球 山森三香作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59557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59601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59663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59809 聽我的電波吧 沙村廣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60096 我的幸福婚姻 顎木あくみ原作; 高坂りと漫畫; 李芸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0102 你的戀情屬於我 ときたほのじ作; 夏未央譯 平裝 1

9789572660126 我的青春不交給你 加藤スス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0133 交纏不清的三人 箱石タミィ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60140 天使 星名あんじ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60171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60218 夢之雫、黃金鳥籠 篠原千絵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0294 三角窗外是黑夜 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60362 花與墨 国谷キノ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0379 處男還那麼放肆! 小野アン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0409 我們成了真人ＣＰ? 腰オラつばめ作; 李其馨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60416 我們成了真人ＣＰ? 腰オラつばめ作; 李其馨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60492 不死不運 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0508 不死不運 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0539 戀愛x症候群 町田とまと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0553 與頂級型男的償債契約 丹野ちくわぶ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0591 劣等眼的轉生魔術師: 受虐的前勇者在未來世界從容生活柑橘ゆすら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0645 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 與增加的新娘們一起度過悠閒無人島生活星崎崑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0669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60744 四十歲左右的社畜是魔像之主 高見梁川作; Shio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0799 狐狸同學,我們相愛吧! 文日野ユミ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0836 LoveR捕捉心動 カズヲダイスケ作; 凜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0911 座敷童子不要走 湖水きよ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60928 不死心的漫長單相思 ヤマヲミ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60942 23:45 Re; 緒花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61055 不道德公會 河添太一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1093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61154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61208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61215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61246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61260 妙廟美少女 吉岡公威作; 陳瑞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1284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61291 Jealousy 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1468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61567 女公關玲子 宮崎摩耶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1611 記錄你的一切 砂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1635 往返穿越來見你 久松エイト, 雪林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1666 摸摸啾PUB的男♂性狂熱時光 イクヤス作; 劉維容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1697 藏住尾巴藏不住愛 富塚ミヤコ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1710 我們的失敗 はいしま潮路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61727 寶貝、甜心、淫魔 東条さかな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1734 浮雲遮月,狂風襲花 こめり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1741 失聲少女心想「她太過溫柔」 矢村いち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1765 課長把持不住自己 むつきら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1802 愛你愛到想為你所有 天咲吉実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1970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 ちふゆ作; 澤野凌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61987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 ちふゆ作; 澤野凌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61994 相信可愛後輩的我真是笨蛋 春山モ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2007 我家的阿拉伯犬不會等一下 大月クル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2014 哪邊都一樣: 一個屋簷下 柊のぞむ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2069 MARS RED零機關 唐々煙作; Shio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2083 掌心裡的幸運戀人 内海ロング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2090 REPLAY新的開始 束原さ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2106 MILK TEA 熊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2120 約定的夢幻島: 戰友們的紀錄 白井カイウ原作; 七緒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572662168 BLEACH死神Can't Fear Your Own World. III 久保帯人原作; 成田良悟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62175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2342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2403 老師,這樣不行啦! 嘉島ちあき作; 張芳馨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62410 老師,這樣不行啦! 嘉島ちあき作; 張芳馨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62427 相會在林間陽光下 椎名まうみ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62458 鬼滅之刃劇場版小說. 無限列車篇 吾峠呼世晴原作; 矢島綾作;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572662489 鐵界戰士 墨佳遼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2533 神劍闖江湖: 明治劍客浪漫傳奇. 北海道篇 和月伸宏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2540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62557 靈異教師神眉S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2564 DRAGON BALL超七龍珠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2588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62625 亞爾斯蘭戰記 荒川弘, 田中芳樹作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2656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2663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2670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62748 大叔與貓 桜井海作; 李芸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2816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2823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2830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2847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2854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2861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2878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2885 不適合有秘密的職業 金井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62892 不適合有秘密的職業 金井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62915 女朋友vs.女朋友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3073 GOGO!小淫魔 織島ユポポ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572663080 東京MIDDLE俱樂部 嶋二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63097 不完美也沒關係 うり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572663134 DOGS 糾纏 里つばめ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63141 渴望你觸碰制服下的我 登田好美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3219 孤單石榴石 あずみ京平作; 林玟伶譯 平裝 1

9789572663257 部下止不住對我的色色妄想 背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63264 臣服於獸人的夜晚 慧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3288 偶像的真實面貌 縞ほっけ作; 林玟伶譯 平裝 1

9789572663301 抖S老師的愛太強烈 百瀬あん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3356 準備好和我談戀愛吧 大橋キッカ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572663370 盛夏疑情 櫻川なろ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63486 5個國王 恵庭原作; 絵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3554 NARUTO火影忍者 鹿丸新傳 擔憂花瓣飄散的雲朵岸本斉史原作; 矢野隆作;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572663585 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 3, 以魔法革命指引迷茫聖女七野りく作; 偽善譯 平裝 1

9789572663622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2663707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63714 咒術迴戰 夏去秋返 芥見下々原作; 北國ばらっど作; 曾柏穎譯 平裝 1

9789572663738 沒有魔力的我與精靈公主的命定契約 無胥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3806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63813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3820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63837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63844 終末的後宮奇想曲 LINK原作; SAVAN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3905 式守同學不止可愛而已 真木蛍五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3998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64124 BEASTARS 板垣巴留作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64155 摸索愛的星星 池森あ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64179 善變的獵豹 ウノハナ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4247 型男大野狼 上川きち作; 曾怡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278 BL漫畫家的戀愛盛宴 山野でこ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360 新來的女傭有點怪 昆布わかめ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384 兔醫生和虎流氓 本間アキラ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391 兔醫生和虎流氓 本間アキラ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4445 我們該結婚了? 不破慎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4452 荊棘餐桌 さはら鋏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4490 戀人再見、朋友歡迎再來: 關於宮內幸 yoha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513 陽光下的青橙 悠ちとせ;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4520 東西交會的愛 黒岩チハヤ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4537 寶石商人理察的謎鑑定 辻村七子原作; 林玟伶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582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605 親愛的弗蘭克斯DARLING in the FRANXX Code:000原作;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780 灼熱的儀來河內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4940 搖曳露營△露營用品大全 宝島社Mook編輯部作; 陳楷錞譯 平裝 1

9789572664957 幕後搭檔! 波真田かもめ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572664988 不可以吻你嗎? 風呂前有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65015 ONE PIECE novel 航海王小說. LAW 羅篇 尾田栄一郎原作; 坂上秋成作; 陳柏伸譯 平裝 1

9789572665121 抽籤贏得大獎: 大開無雙後宮 三木なずな作; 趙鴻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5084 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美紅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65152 朝劇!(首刷附錄版). 2 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572665176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5183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5190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5206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5244 幸運女神(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藤島康介作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65251 幸運女神(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藤島康介作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65268 幸運女神(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藤島康介作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65275 幸運女神(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藤島康介作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65299 異世界食堂(首刷限定版). 2 犬塚惇平原作; 九月タカアキ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572665336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65350 HOUSEBACKER心之歸屬(首刷附錄版) 夏目維朔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65381 吸血鬼的佳餚(首刷限定版). 1 吉尾アキラ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5442 幕後搭檔!(首刷限定版) 波真田かもめ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572665459 Jealousy(首刷限定版). 4 スカーレット.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5466 蟻之帝國(首刷附錄版). 1 文善やよひ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65480 我的女友是老師(首刷限定版). 5 鏡遊作; 陳柏伸譯 平裝 1

9789572665497 英雄王,為了窮盡武道而轉生: 而後成為世界最強見習騎士♀ハヤケン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5503 排球少年!!小說版!!. XIII, 採訪妖怪世代! 古舘春一原作; 星希代子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65510 咒術迴戰: 破曉前的荊棘之路 芥見下々原作; 北國ばらっど作; 曾柏穎譯 平裝 1

9789572665527 當貓咪遇上貓咪 藤峰式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65534 恐怖寵物店. 漂泊方舟篇(首刷附錄版) 秋乃茉莉作; 加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5558 精靈幻想記. 18, 大地的猛獸(首刷限定版) 北山結莉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572665626 怪怪守護神全彩漫畫 怪怪守護神 蜜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65657 老師,這樣不行啦! 嘉島ちあき作; 張芳馨譯 平裝 全套 1

9789572665664 我們成了真人CP? 腰オラつばめ作; 李其馨譯 平裝 全套 1

9789572665688 不中用的前輩。 工藤マコト作; 游非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5770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65787 輝夜姬讓人想八卦 赤坂アカ原作; G3井田漫畫; 曾怡華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5978 老實人與渣男 あずみつな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6050 初戀、傾訴。 鳩川ぬこ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6067 我中了頭獎7億圓的3天 常倉三矢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6074 愛我,直達深處 百瀬あ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6081 去唱卡拉OK吧! 和山やま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572666098 朝劇!(首刷附錄版). 3 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572666203 鬼滅之刃(首刷限定版). 23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66210 咒術迴戰(首刷限定版). 14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66272 巷子裡的野貓 鳥葉ゆうじ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6296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矢口高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6593 回到起點 いちかわ壱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6685 與鬼怪共度的日常 灼作; 林玟伶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66692 與鬼怪共度的日常 灼作; 林玟伶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66739 4月的東京... ハル作; 曾怡華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66746 4月的東京... ハル作; 曾怡華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67286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2667033 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 取得第二職業,成為世界最強進行諸島作; 曾柏穎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7040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7323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蕪村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67316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 三嶋与夢作; 偽善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7088 連續按下一億年按鈕的我,回神時已變成最強: 落第劍士的學院無雙月島秀一作; 黃雅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7309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life. 4, 公主啊,在假迷宮中凋落吧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其他 1

9789572667293 轉生貴族的異世界冒險錄: 不知自重的眾神使徒夜州作; 林意凱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7132 約定的夢幻島: 充滿回憶的照片 白井カイウ原作; 七緒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572667187 噩夢少年= Waker 銀甫[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7347 七大罪外傳集: 罪實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67422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7460 鬼滅之刃. 兄妹之絆與鬼殺隊篇 吾峠呼世晴原作; 松田朱夏作;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572667484 鏈鋸人 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其他 第10冊 1

9789572667521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8, 永無止境的復仇者木塚ネロ作; 何宜叡譯 其他 1

9789572667583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68177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20冊 1

9789572667729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7750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68115 怕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8122 怕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8146 明烏夢戀唄 朔ヒロ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68184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8191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68245 是愛?不是愛? しっけ作; 李芸譯 其他 1

978957266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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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68399 未成熟初戀 黒井つむじ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8467 傾聽死亡的夜晚 福山遼子作; 曾怡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8511 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 海空りく作; 吳天立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8603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17冊 1

9789572668610 愛我,直達深處 百瀬あん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68771 大叔與貓 桜井海作; 李芸譯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68795 環繞的愛 淀川ゆお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68818 碧藍航線Episode of Belfast 助供珠樹作; 劉仁倩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68832 克羅洛戰記: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最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サイトウアユム作; 林均鎂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68856 Infinite Dendrogram無盡連鎖. 15, GAME OVER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其他 1

9789572668870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其他 12 1

9789572669037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 花間燈作; 何立譯 其他 第12冊 1

9789572668894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三河ごーすと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8900 雖然現在還只是「青梅竹馬的妹妹」。. 1, 學長,我有一個願望。涼暮皐作; 陳幼雯譯 平裝 1

978957266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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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意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8979 難得拿到外掛轉生至異世界,就想要隨心所欲過生活ムンムン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8993 神落帝皇的魔法使 易人北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9020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其他 第18冊 1

9789572669051 葬送的芙莉蓮 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9068 朝劇! 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69280 異世界戀愛饗食 嵐星人[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69600 親吻白雪姬 吉尾アキラ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69686 西荻漥 三星洋酒堂 浅井西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9815 地縛少年花子君 あいだいろ作; 劉維容譯 其他 第14冊 1

9789572669839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志瑞祐作; 徐維星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69891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2670033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三河ごーすと作; 呂郁青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70057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 番外集 蛇蠍點點作 其他 下冊 1

9789572670071 我的網紅男友 桂[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0439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70491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對了,就來賣國吧鳥羽徹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0521 我的女友是老師 鏡遊作; 陳柏伸譯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70538 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 夏にコタツ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70552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蕪村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70569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70606 黑心騎士團的奴隸被善心冒險者公會挖角後升上S級寺王作; 黃健育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0620 關於能看見好感度後,發現女主角的數值已達滿分這件事小牧亮介作; 林憲權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0644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其他 第15冊 1

9789572670651 蟻之帝國 文善やよひ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1009 鏈鋸人 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2671115 小說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紅血殉教者桜日梯子原作; 成田良美作; 劉仁倩譯 其他 1

9789572671139 我的網紅男友 桂[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1306 LOOP支配者 何振奇[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71665 抗拒α 另一個故事 奥田枠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72303 召喚魔神的校園生活. I, 魔神魯格與女高中生享受青春ツカサ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73164 轉生魔王茱麗葉 久慈マサムネ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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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7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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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第4冊 1

9789861168043 鋼之鍊金術師ART BOOK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176499 鋼之鍊金術師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1178646 蠟筆小新動動腦: 創意右腦開發手冊 臼井儀人作; 張益豐譯 平裝 1

9789861182896 鋼之鍊金術師ART BOOK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186689 荒川弘畫集 荒川弘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38506 NARUTO岸本斉史畫集. uzumaki渦卷 岸本斉史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1041643 漫畫速寫講座 林晃, 角丸つぶら作; 游若琪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585 阿嬤,不要再拍照了! 伊蘭.布萊曼(Ilan Brenman)文; 吉列爾梅.卡斯騰(Guilherme Karsten)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0734 永遠都不要! 碧翠絲.阿雷馬娜(Beatrice Alemagna)文.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544 Inés. mi primera aventura Mario Moreno[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8103 想和你一起: 送給新生兒小家庭的第一份獻禮 好歪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2589 威利找幸福 麗莎.維特(Lisa Wirth)作; 黃淑欣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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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033 頓悟入道要門論 慧海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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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久穎譯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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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0624 伊比利火腿的一切 陳又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655 登一座人文的山 董威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686 治病先醫心: 心理如何治癒身體,英國皇家醫學會精神科醫師的身心安頓之道= Head first: a psychiatrist's stories of mind and body艾勒斯特.桑豪斯(Alastair Santhouse)著; 呂玉嬋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32610 國中先修教材英語 金安英語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2627 國中先修教材數學 金安數學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2634 雙向溝通國文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國文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2641 雙向溝通英語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英語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2924 雙向溝通數學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數學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020 雙向溝通自然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自然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037 雙向溝通歷史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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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112 雙向溝通地理輔導講義. 1-2冊 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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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143 新講義. 數學 袁盛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150 新講義. 自然 林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167 試題篇. 數學科(適翰版) 簡啟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金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禾學佛園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6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田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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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送存冊數共計：458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臺書店



9789862333174 試題篇. 數學(適康版) 郭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181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康版) Peter Chan, Lucy Sun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198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翰版) Rita Hsu, Lucy Sun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204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南版) Rita Hsu, Alex Chen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211 雙向溝通. 國文(適翰版) 徐芳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228 雙向溝通. 國文(適康版) 周安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235 雙向溝通. 國文(適南版) 文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242 雙向溝通. 英語(適翰版) Lucy Sun, Hugh Chen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334 雙向溝通. 英語(適康版) Alex Chen, Hugh Chen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341 雙向溝通. 英語(適南版) Sean Huang, Hugh Chen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358 雙向溝通. 數學(適翰版) 李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365 雙向溝通. 數學(適康版) 惟璽, 陳立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372 雙向溝通. 數學(適南版) 吳倢臻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389 雙向溝通. 自然(適翰版) 李品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396 雙向溝通. 自然(適康版) 慶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402 雙向溝通. 自然(適南版) 房角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33570 735輕鬆讀. 國文. 3(適南版)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24 新思維理化複習講義. 3-4 冊 詹志偉(理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31 新思維歷史複習講義. 1-4 冊 張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48 新思維地理複習講義. 1-4 冊 陳順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55 國文主題大進擊 聚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15 735輕鬆讀. 歷史. 5(適康版) 言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22 雙向溝通. 自然. 5(適南版) 房角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39 735輕鬆讀. 數學. 5(適翰版) 陳東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46 雙向溝通. 國文. 5(適翰版) 徐芳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53 735輕鬆讀. 自然. 5(適南版) 寧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60 735輕鬆讀. 數學. 5(適康版) 蔡逸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77 雙向溝通. 國文. 5(適南版)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84 735輕鬆讀. 英語. 5(適南版) Sean Huang, 黃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91 新講義. 自然. 5 林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07 新講義. 數學. 5 袁盛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14 735輕鬆讀. 國文. 5(適翰版) 文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21 735輕鬆讀. 數學. 5(適南版) 李佑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38 雙向溝通. 英語. 5(適康版) Alex Chen, Peter ch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45 雙向溝通. 英語. 5(適南版) 黃歆, 林云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52 雙向溝通. 英語. 5(適翰版) Lucy Su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69 735輕鬆讀. 地理. 5(適翰版) 柯湘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76 735輕鬆讀. 地理. 5(適康版) 楊芸,蔡志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83 735輕鬆讀. 歷史. 5(適南版) 妍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990 735輕鬆讀. 國文. 5(適康版) 黃士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03 735輕鬆讀. 國文. 5(適南版)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10 735輕鬆讀. 自然. 5(適翰版) 詠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27 735輕鬆讀. 自然. 5(適康版) 邊郁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34 735輕鬆讀. 英語. 5(適翰版) Lucy Sun ,Connie Ch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41 735輕鬆讀. 英語. 5(適康版) Alex Chen,Fay Chou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58 735輕鬆讀. 地理. 5(適南版) 張穎,林俊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65 雙向溝通. 自然. 5(適康版) 慶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72 雙向溝通. 自然. 5(適翰版) 李品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33 雙向溝通. 數學. 5(適南版) 吳倢臻,宋傳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40 雙向溝通. 數學. 5(適康版) 林彥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57 雙向溝通. 數學. 5(適翰版) 李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64 735輕鬆讀. 歷史. 5(適翰版) 妍喜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71 雙向溝通. 國文. 5(適康版) 周安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88 735輕鬆讀. 自然. 1(適康版) 張苪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95 735輕鬆讀. 自然. 1(適南版) 李桓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01 735輕鬆讀. 自然. 1(適翰版) 葉修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18 735輕鬆讀. 歷史. 1(適康版) 言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25 735輕鬆讀. 歷史. 1(適翰版) 妍喜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32 735輕鬆讀. 歷史. 1(適南版) 妍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49 735輕鬆讀. 國文. 1(適康版) 黃士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56 735輕鬆讀. 國文. 1(適翰版) 文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63 735輕鬆讀. 國文. 1(適南版)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70 735輕鬆讀. 地理. 1(適康版) 楊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87 735輕鬆讀. 地理. 1(適南版) 張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294 735輕鬆讀. 地理. 1(適翰版) 柯湘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00 735輕鬆讀. 英語. 1(適翰版) Lynn Lin,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17 735輕鬆讀. 英語. 1(適康版) Lynn Lin, Alex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24 735輕鬆讀. 英語. 1(適南版) Lynn Lin,Sean Hua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31 雙向溝通. 英語. 1(適康版) Sean Huang, Lynn L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48 雙向溝通. 英語. 1(適翰版) Lucy Su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55 雙向溝通. 英語. 1(適南版) Lynn Li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62 雙向溝通. 數學. 1(適南版) 吳倢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79 雙向溝通. 數學. 1(適康版) 李又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86 雙向溝通. 數學. 1(適翰版) 李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393 雙向溝通. 國文. 1(適南版)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09 雙向溝通. 國文. 1(適康版) 周安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16 雙向溝通. 國文. 1(適翰版) 徐芳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23 新講義. 數學. 1 張楷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30 735輕鬆讀. 數學. 1(適康版) 柯曼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47 735輕鬆讀. 數學. 1(適南版) 楊鴻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54 735輕鬆讀. 數學. 1(適翰版) 陳東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61 雙向溝通. 自然. 1(適康版) 楊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78 雙向溝通. 自然. 1(適翰版) 陳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85 雙向溝通. 自然. 1(適南版) 楊鈺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241 漢文書院: 客家創作詩文集 李源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7077 百佛造像印集 拾得法師著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86327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1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334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3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341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1, letter sounds Aa-Mm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358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2, letter sounds Nn-Zz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365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3, short vowel sounds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372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4, long vowels and vowel pairs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389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5, consonant blends and digraphs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396 Learn to read: make a word. 6, more vowels and special sounds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419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5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426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2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9789579686433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4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初版 其他 1

9789579686440 Learn to read: love sight words student book. 6 author LOVE English Book Co., Lt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961 東吳工程法學論叢. 2021= 2021 soochow construction law review洪家殷, 陳汝吟, 林家祺, 程明修, 許登科, 蕭宏宜合著; 陳汝吟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978 東吳工程法學論叢. 2021= 2021 soochow construction law review洪家殷, 陳汝吟, 林家祺, 程明修, 許登科, 蕭宏宜合著; 陳汝吟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東吳法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如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7

送存冊數共計：97

京兆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332 塭仔圳秋之寫真: 搶救技藝與記憶 蒲彥光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017 特殊族群運動處方: 慢性病,獨特人群與具挑戰性的診斷= Exercise prescription for special populations布萊恩.萊托爾茨(Brian C. Leutholtz); 林冠廷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6602 哈德遜河畔說美國人的故事 花俊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65809 老北大講義: 詞學通論 吳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816 老北大講義: 明史講義 孟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823 老北大講義: 史學方法導論 傅斯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830 老北大講義: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傅斯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847 老北大講義: 清史講義 孟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854 老北大講義: 中國金石學概論 馬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861 老北大講義: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5878 奇門遁甲上元經評述 張慶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14548 還是我們比較聰明! 羅伯.哈吉森(Rob Hodgson)作.繪; 吳羽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654 人際互動繪本套書: 太多胡蘿蔔了系列 凱蒂.哈德森(Katy Hudson)作.繪; 吳羽涵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5214661 走開!我在生氣 史蒂夫.史摩門(Steve Smallman)作; 理查.華生(Richard Watson)繪;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678 我不想放棄 提利.羅伯埃克特(Thierry Robberecht)作; 露凡(Loufane)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692 童話夢工場: 天鵝公主與醜小鴨 安徒生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708 口袋神探. 2, 三個不在場證明 凱叔作; 子鵺坊插畫, 韓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715 我沒有壞脾氣! 史蒂夫.史摩門(Steve Smallman)作; 卡洛琳.佩德勒(Caroline Pedler)繪;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722 魔法屋波露. 4, 友情更勝魔法! 堀口勇太作; 玖珂束紗繪;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739 魔法星際寵物1-4集盒裝套書 琳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陳思因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214746 真的!這裡沒有鱷魚 喬尼.蘭伯特(Jonny Lambert)作.繪; 吳羽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753 好規矩養成繪本套書 克里絲蒂安.瓊斯, 貝絲.布瑞肯作; 理查.華生, 瑪莉莎.莫蕾雅, 艾琳娜.艾利斯繪; 陳曉慧總編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5214777 魔咒不靈公主. 7, 魔法明信片惹的禍 伊莉莎白.道森.貝克(E.D.Bak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784 天神公主學園. 5, 12個試煉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娜.威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791 臭屁實習偵探. 1, 誰偷了黃金獎牌? 先視野作; 李柱喜繪;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807 不是只有自己的事才重要! 蘇珊娜.艾森(Susanna Isern)作; 米蓮.希古迪(Mylène Rigaudie)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814 童話夢工場: 傑克與魔豆少女 約瑟.雅各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821 巴巴魯吃壞肚子 凱特.梅爾頓(Kate Melton)作; 伊菈.拜卡夫卡(Ira Baykovska)繪;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838 不要半途而費,堅持做! 申美卿文; 崔珉涏;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845 香草魔女. 22, 閣樓裡的神祕鑰匙 安晝安子作.繪;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852 不要吞吞吐吐,勇敢說! 安美妍文; 姜景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869 顛覆童話. 13, 傑克如何換到魔豆?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876 好品格養成繪本 陳曉慧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5214883 口袋神探. 3, 黑雨衣大盜的陰謀 凱叔作; 子鵺坊插畫, 韓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890 臭屁實習偵探. 2, 消失的鑽石項鍊 先視野作; 李柱喜繪;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906 瑞希不喜歡親親 凱蒂.豪斯(Katey Howes)文; 傑絲.恩格爾(Jess Engle)圖;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913 魔法醫. 4, 謎樣的飛空城 南房秀久作; 小笠原智史繪;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920 我知道這時候要說「不」! 沈秀珍文; 李惠敬圖;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岸犇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575214937 神探包青天. 1, 黑色預言 凌偉駿文; 余遠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944 魔法童話. 5, 終極武器 克里斯.柯爾弗(Chris Colfer)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214975 公主訓練班. 2, 公主誕生 耿啟文作; 瑞雲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4982 月之丘魔法寶石店. 3, 歌唱家魔女和魔法水晶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999 焦慮的沙丁魚 麥蒂.弗羅斯特(Maddie Frost)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002 「花生」什麼事!? 尹智會文.圖;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019 童話夢工場: 南瓜公主Halloween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026 口袋神探. 4, 漫畫家失約之謎 凱叔作; 子鵺坊插畫, 韓冰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0173 佛兰克.梅尔:美国现代植物探险家 谭继清, 白史且, 蔡信杰, 李平, 谭志坚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729 實用上班族日本語= 使いやすい会社員の日本語黃兆銘, 関口剛司, 渥美すが子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099 學校這個大怪獸 范宸瑄著; 許青峰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4821 英語遊學東海 潘怡靜, 施秀玉, 張淑梅, 曾鈺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4838 英語遊學佳冬 潘怡靜, 蘇曉憶, 謝慧真, 丁志杰, 王瑞榮, 邱燕屏, 張菀麟, 鍾沂珊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8266 .引.: 鄭宏章畫集. 2021= Gravitation: Cheng Hung-Chong's art collection of 2021鄭宏章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5304 大野狼和他的14隻小狼,還有小紅帽 克莉絲汀.諾曼維明(Christine Naumann-Villemin)作; 戴維.塔貝(David B. Draper)繪;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342 不平凡的職業: 揭開12個工作的祕密 艾菈.胡蒂芊寇(Alla Gutnichenko)作; 尤莉亞.寇羅莫耶茲(Julia Kolomoets)繪; 李欣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366 跟著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慶祝節日 海倫娜.赫拉絲多娃(Helena Haraštová), 帕拉.哈娜柯娃(Pavla Hanácková)文; 米可維菈.波曼莫娃(Michaela Bergmannová)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373 跟著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過生活 海倫娜.赫拉絲多娃(Helena Haraštová), 帕拉.哈娜柯娃(Pavla Hanácková)文; 米可維菈.波曼莫娃(Michaela Bergmannová)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397 鴨子外送有限公司 羅斯.巴魯克文圖; 李紫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410 這是誰的內褲？ 茂利勝彦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427 小小鄰居 李香安作; 裴賢珠繪; 林侑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434 洗洗手,熊貓先生 史蒂夫.安東尼(Steve Antony)文.圖;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441 企鵝才不穿毛衣! 田村瑪莉卡(Marikka Tamura)作; 丹尼爾.瑞里(Daniel Rieley)繪; 海狗房東譯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745465 變色龍的刨冰店 谷口智則文.圖; 黃佁儒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26 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香港= Big cities and little foodies邱德怡文; 傅可恩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33 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東京= Big cities and little foodies邱德怡文; 傅可恩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40 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台北= Big cities and little foodies邱德怡文; 傅可恩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2565 達摩洗髓功 徐華佗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奇果創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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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門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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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采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定易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長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尚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841 The enlightenment of Baroque and classical vocal musicSeung Jin,Cho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8508 與失智老人溝通之「情境模擬翻轉教學法」課程手冊: 以「三大原則與六大溝通技巧」為主蔡碧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927 爸爸幾公斤= How many kilos father is 陳芳怡繪.文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292 忘東忘西的白熊王國 廖紫茵, 林廷澐, 龔渝涵, 黃鈺珊, 孫紫暄文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1721 <>詳析 法雲居士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441752 紫微+土象星座算命更準 法雲居士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92061 大四喜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078 大四喜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085 大四喜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092 大四喜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2108 小漁娘掌家記 元喵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115 小漁娘掌家記 元喵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122 小漁娘掌家記 元喵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139 逐香巧娘子 桃玖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146 逐香巧娘子 桃玖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153 藥香蜜醫 榛苓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160 藥香蜜醫 榛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177 藥香蜜醫 榛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184 炊妞巧手改運 白折枝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191 炊妞巧手改運 白折枝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207 炊妞巧手改運 白折枝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214 誤入豪門當後娘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221 誤入豪門當後娘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238 誤入豪門當後娘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245 誤入豪門當後娘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2252 長媳開外掛 霍炎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269 長媳開外掛 霍炎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276 時來孕轉當正妻 景丘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283 時來孕轉當正妻 景丘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290 時來孕轉當正妻 景丘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306 旺夫續弦妻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313 旺夫續弦妻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320 旺夫續弦妻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337 旺夫續弦妻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2627 劍邪求愛 莫顏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護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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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科大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芳怡繪本

東和樂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775 The great race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ed by Yiting Lee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4805 The boy who cried wolf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062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1A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Sobrin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079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1B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Flora Kao,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086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2A Melissa He,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093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2B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09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3A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16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3B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23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4A Tina Cheng, Zachary Chuang,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30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4B Tina Cheng, Zachary Chuang,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47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5A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Mary Ann Tsao,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54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5B Zachary Chuang,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Mary Ann Tsao,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61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6A Tina Cheng, Zachary Chuang,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78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 6B Tina Cheng, Zachary Chuang, Joyce Huang, Sophia Hu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185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A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高子芳,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192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B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高子芳,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08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2A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洪佳雯, 郭書姍, 黃海歆, 楊佩純,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15 GEPT試題全攻略: 初級聽力及閱讀= Practice test施雅萍, 陳玉婷, 陳慧淳, 彭威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22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2B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洪佳雯, 郭書姍, 黃海歆, 楊佩純,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39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3A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洪佳雯,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46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3B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洪佳雯,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53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4A 呂佩蓓, 林佳慧, 洪佳雯, 莊吳謙,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60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4B 呂佩蓓, 林佳慧, 洪佳雯, 莊吳謙,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77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5A 呂佩蓓, 林家榆, 曹元芬, 洪佳雯, 莊吳謙,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84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5B 呂佩蓓, 林家榆, 曹元芬, 洪佳雯, 莊吳謙,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291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6A 呂佩蓓, 林佳慧, 林家榆, 洪佳雯, 莊吳謙,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07 Beyond magic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6B 呂佩蓓, 林佳慧, 林家榆, 洪佳雯, 莊吳謙, 郭書姍,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14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A 卜慶雲, 李巧如, 李培慈, 林佳慧, 林家榆, 高毓婷, 袁緒文, 許慧玲, 黃愉甄, 楊佩純, 蔡淑貞, 鄭佩珊, 蔣佩君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21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B 卜慶雲, 李巧如, 李培慈, 林佳慧, 林家榆, 高毓婷, 袁緒文, 許慧玲, 黃愉甄, 楊佩純, 蔡淑貞, 鄭佩珊, 蔣佩君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38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2A 林佳慧, 袁緒文, 黃愉甄, 楊佩純, 蔡淑貞, 莊吳謙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45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2B 林佳慧, 袁緒文, 黃愉甄, 楊佩純, 蔡淑貞, 莊吳謙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5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3A 何孟珊, 林家榆, 邱富彥, 洪宜湞, 高子芳, 莊吳謙, 許慧玲, 黃海歆, 楊佩純, 蔡淑貞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6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3B 何孟珊, 林家榆, 邱富彥, 洪宜湞, 高子芳, 莊吳謙, 許慧玲, 黃海歆, 楊佩純, 蔡淑貞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376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4A 卜慶雲, 何孟珊, 林佳慧, 林家榆, 洪宜湞, 高子芳, 許慧玲, 黃愉甄, 黃美珊, 黃海歆, 楊佩純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444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4B 卜慶雲, 何孟珊, 林佳慧, 林家榆, 洪宜湞, 高子芳, 許慧玲, 黃愉甄, 黃美珊, 黃海歆, 楊佩純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451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5A 卜慶雲, 沈愈芳, 何孟珊, 林家榆, 洪宜湞, 高子芳, 高毓婷, 陳宣均, 黃海歆, 楊佩純, 劉皓心, 蔣佩君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468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5B 卜慶雲, 沈愈芳, 何孟珊, 林家榆, 洪宜湞, 高子芳, 高毓婷, 陳宣均, 黃海歆, 楊佩純, 劉皓心, 蔣佩君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475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6A 卜慶雲, 何孟珊, 林家榆, 洪宜湞, 高毓婷, 許慧玲, 黃美珊, 黃愉甄, 楊佩純, 劉皓心, 鄭佩珊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48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6B 卜慶雲, 何孟珊, 林家榆, 洪宜湞, 高毓婷, 許慧玲, 黃美珊, 黃愉甄, 楊佩純, 劉皓心, 鄭佩珊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49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7A 卜慶雲, 何孟珊,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黃海歆, 黃愉甄,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05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7B 卜慶雲, 何孟珊,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黃海歆, 黃愉甄,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1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8A 卜慶雲, 何孟珊,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黃海歆, 黃愉甄,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2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8B 卜慶雲, 何孟珊,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黃海歆, 黃愉甄, 楊佩純, 劉皓心, 鄭佩珊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36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9A 呂佩蓓, 林佳慧, 林家榆, 高子芳, 高毓婷, 黃美珊, 楊佩純, 蔣佩君, 劉皓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43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9B 呂佩蓓, 林佳慧, 林家榆, 高子芳, 高毓婷, 黃美珊, 楊佩純, 蔣佩君, 劉皓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50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0A 呂佩蓓, 何孟珊, 林佳慧, 林家榆, 陳麗卿, 黃美珊, 黃海歆, 鄭佩珊, 劉皓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67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0B 呂佩蓓, 何孟珊, 林佳慧, 林家榆, 陳麗卿, 黃美珊, 黃海歆, 鄭佩珊, 劉皓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74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1A 呂佩蓓, 何孟珊, 林佳慧,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黃海歆, 鄭佩珊, 劉皓心, 蔡淑貞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81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1B 呂佩蓓, 何孟珊, 林佳慧,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黃海歆, 鄭佩珊, 劉皓心, 蔡淑貞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598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2A 呂佩蓓, 何孟珊, 李憶萍, 林佳慧,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鄭佩珊, 劉皓心, 楊佩純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04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2B 呂佩蓓, 何孟珊, 李憶萍, 林佳慧, 林家榆, 高子芳, 黃美珊, 鄭佩珊, 劉皓心, 楊佩純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11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3A 呂佩蓓, 李憶萍, 林佳慧, 柳紅葉, 高子芳, 高毓婷, 陳慧珍, 黃美珊, 鄭佩珊, 劉皓心, 楊佩純,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28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3B 呂佩蓓, 何孟珊, 李憶萍, 林佳慧, 柳紅葉, 高子芳, 高毓婷, 陳慧珍, 黃美珊, 鄭佩珊, 劉皓心, 楊佩純,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35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4A 呂佩蓓, 柳紅葉, 高子芳, 高毓婷,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蔡淑貞,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4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4B 呂佩蓓, 柳紅葉, 高子芳, 高毓婷,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蔡淑貞,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9

佳音



978957448565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5A 何孟珊, 林佳慧, 柳紅葉, 高子芳, 高毓婷, 郭書珊, 陳慧珍, 黃美珊, 楊佩純,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66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5B 何孟珊, 林佳慧, 柳紅葉, 高子芳, 高毓婷, 郭書珊, 陳慧珍, 黃美珊, 楊佩純,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73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6A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柳紅葉, 郭書珊,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80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16B 何孟珊, 呂佩蓓, 林佳慧, 柳紅葉, 郭書珊, 黃美珊, 楊佩純, 鄭佩珊, 劉皓心, 蘇盈如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697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A Grace Bu, Jamie Li, Jennie Lee,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Liza Gao, Emily Yuan, Amelia Hsu, Winnie Huang, Ann Yang, Lydia Tsai, Tina Cheng, Evonnie Chi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03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B Grace Bu, Jamie Li, Jennie Lee,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Liza Gao, Emily Yuan, Amelia Hsu, Winnie Huang, Ann Yang, Lydia Tsai, Tina Cheng, Evonnie Chiang Grace Bu, Jamie Li, Jennie Lee,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Liza Gao, Emily Yuan, Amelia Hsu, Winnie Huang, Ann Yang, Lydia Tsai, Tina Cheng, Evonnie Chi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10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2A Zachary Chuang, Winnie Huang, Christine Lin, Lydia Tsai, Ann Yang, Emily Yuan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27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2B Zachary Chuang, Winnie Huang, Christine Lin, Lydia Tsai, Ann Yang, Emily Yuan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34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3A Ethan Chiu, Zachary Chuang, Melissa He, Sara Hong, Amelia Hsu, Jass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Lydia Tsai,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41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3B Ethan Chiu, Zachary Chuang, Melissa He, Sara Hong, Amelia Hsu, Jass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Lydia Tsai,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58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4A Grace Bu, Melissa He, Sara Hong, Amelia Hsu,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Winni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65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4B Grace Bu, Melissa He, Sara Hong, Amelia Hsu,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Winni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7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5A Grace Bu, Bianca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Melissa He, Sara Hong, Jass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Corita Liu, Yvone Shen,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8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5B Grace Bu, Bianca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Melissa He, Sara Hong, Jass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Corita Liu, Yvone Shen,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796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6A Grace Bu, Tina Cheng, Liza Gao, Melissa He, Sara Hong, Amelia Hsu, Joyce Huang, Winnie Huang, Cindy Lin, Corita Li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80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6B Grace Bu, Bianca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Melissa He, Sara Hong, Jass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Corita Liu, Yvone Shen,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81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7A Grace Bu, Tina Cheng, Flora Kao,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Winnie Huang, Cindy Lin, Corita Li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826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7B Grace Bu, Tina Cheng,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Winn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Corita Li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833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8A Grace Bu, Tina Cheng,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Winn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Corita Li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840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8B Grace Bu, Tina Cheng,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Winnie Huang, Flora Kao, Cindy Lin, Corita Liu, Ann Yang Writers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05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9A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Joyc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Ann Yang Writers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5857 節慶本教師手冊=FunFests teacher's manual 卜慶雲, 洪佳雯, 黃淑貞, 劉怡屏, 蘇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864 大野狼與七隻小羊教師手冊= The wolf and the seven little goats teacher's manual卜慶雲, 洪佳雯, 黃淑貞, 劉怡屏, 蘇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871 女孩與玻璃鞋教師手冊= The girl and the glass shoe teacher's manual卜慶雲, 洪佳雯, 黃淑貞, 劉怡屏, 蘇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888 誠實的樵夫教師手冊= The honest woodcutter teacher's manual卜慶雲, 洪佳雯, 黃淑貞, 劉怡屏, 蘇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895 小紅帽教師手冊= Little red teacher's manual 卜慶雲, 洪佳雯, 黃淑貞, 劉怡屏, 蘇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901 龜兔競賽教師手冊= The great race teacher's manual卜慶雲, 洪佳雯, 黃淑貞, 劉怡屏, 蘇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918 FunFests teacher's manual writers Dolphine Su, Eartha Liu, Grace Bu, Kris Huang, Sophia Ho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925 The wolf and the seven little goats teacher's manual writers Dolphine Su, Eartha Liu, Grace Bu, Kris Huang, Sophia Ho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932 The girl and the glass shoe teacher's manual writers Dolphine Su, Eartha Liu, Grace Bu, Kris Huang, Sophia Ho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949 The honest woodcutter Teacher's Manual writers Dolphine Su, Eartha Liu, Grace Bu, Kris Huang, Sophia Ho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956 Little red Teacher's Manual writers Grace Bu, Sophia Hong, Kris Huang, Eartha Liu, Dolphine Su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963 The great race teacher's manual writers Grace Bu, Sophia Hong, Kris Huang, Eartha Liu, Dolphine Su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5970 The three little pigs wee talk! wee play! 教師手冊. Red A吳彥姍, 林佳慧, 高子芳, 錢欣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987 The three little pigs wee talk! wee play! 教師手冊. Red B吳彥姍, 林佳慧, 高子芳, 錢欣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5994 The frog prince wee talk! wee play!教師手冊. Green A吳彥姍, 林佳慧, 黃白如, 劉宗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07 The frog prince wee talk! wee play!教師手冊. Green B吳彥姍, 林佳慧, 黃白如, 劉宗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14 The boy who cried wolf wee talk! wee play!教師手冊. Yellow A吳彥姍, 林佳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21 The boy who cried wolf wee talk! wee play!教師手冊. Yellow B吳彥姍, 林佳慧,高子芳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38 The ugly duckling wee talk! wee play!教師手冊. Orange A吳彥姍, 林佳慧, 高子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45 The ugly duckling wee talk! wee play!教師手冊. Orange B吳彥姍, 林佳慧, 高子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69 FunFests親子手冊 卜慶雲, 邱孟慧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76 The Wolf and the Seven Little Goats親子手冊 卜慶雲, 邱孟慧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83 The Girl and the Glass Shoe親子手冊 卜慶雲, 邱孟慧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090 Uncle Sam's Turnip親子手冊 卜慶雲, 邱孟慧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106 The Honest Woodcutter親子手冊 卜慶雲, 邱孟慧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113 Little Red親子手冊 卜慶雲, 邱孟慧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120 The Great Race親子手冊 卜慶雲, 邱孟慧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137 Joy for little actors. 1, snow white (teaching guide) writers Jessie Ouyang, Wendy Wang, Shawn Chang 平裝 1

9789574486144 Joy for little actors. 2, Cinderella (teaching guide) writers Sophia Yang, Joyce Huang, Camille Chen, Liza Gao, Yu-Wen Chang平裝 1

9789574486151 Joy for little actors. 3, three little pig and seven little sheep (teaching guide)writers Sophia Yang, Jessie Ouyang, Yi-hsuan You 平裝 1

9789574486168 Joy for little actors. 4, the turtle and the rabbit (teaching guide)writers Sophia Yang, Jessie Ouyang, Yi-hsuan You 平裝 1

9789574486175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1A 卜慶雲, 李巧如, 林家榆, 高毓婷, 莊吳謙, 張綺文, 許慧玲, 黃愉甄, 楊佩純, 蔣佩君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182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1B 卜慶雲, 李巧如, 林家榆, 高毓婷, 莊吳謙, 張綺文, 許慧玲, 黃愉甄, 楊佩純, 蔣佩君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199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2A 卜慶雲, 林佳慧, 柯碧真, 袁緒文, 高毓婷, 張綺文, 許慧玲, 黃愉甄, 楊靜怡, 蔣佩君, 鄭佩珊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05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2B 卜慶雲, 林佳慧, 柯碧真, 袁緒文, 高毓婷, 張綺文, 許慧玲, 黃愉甄, 楊靜怡, 蔣佩君, 鄭佩珊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12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3A 林佳慧, 柯碧真, 高毓婷,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29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3B 林佳慧, 柯碧真, 高毓婷,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36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4A 林佳慧, 柯碧真, 高毓婷,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43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4B 林佳慧, 柯碧真, 高毓婷,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50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5A 林佳慧,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67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5B 林佳慧,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74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6A 林佳慧, 高毓婷,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81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6B 林佳慧, 高毓婷,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298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7A 林佳慧, 高毓婷,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304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7B 林佳慧, 高毓婷, 陳麗卿,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311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8A 呂佩蓓, 林佳慧, 高毓婷,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328 Tales of Joy教師手冊. 8B 呂佩蓓, 林佳慧, 高毓婷, 蔣佩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335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1A writers Grace Bu, Esther Chang, Evonnie Chiang, Zachary Chuang, Liza Gao, Amelia Hsu, Winnie Huang, Jamie Lee, Cindy Lin, Ann Yang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6342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1B writers Grace Bu, Esther Chang, Evonnie Chiang, Zachary Chuang, Liza Gao, Amelia Hsu, Winnie Huang, Jamie Lee, Cindy Lin, Ann Yang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6359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2A writers Grace Bu, Esther Chang, Tina Cheng,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Amelia Hsu, Winnie Huang, Evelyn Ke, Christine Lin, April Yang, Emily Yua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366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2B writers Grace Bu, Esther Chang, Tina Cheng,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Amelia Hsu, Winnie Huang, Evelyn Ke, Christine Lin, April Yang, Emily Yua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373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3A writers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Evelyn Ke,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380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3B writers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Evelyn Ke,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397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4A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Evelyn Ke,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03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4B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Evelyn Ke,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10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5A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Christine Li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27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5B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Christine Li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34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6A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41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6B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58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7A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65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7B writers Lillian Chen,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Christine Lin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72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8A writers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Christine Lin, Maureen Lu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89 Tales of joy teacher's manual. 8B writers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Christine Lin, Maureen Lu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496 K.K.音標輕鬆學= Easy K.K. 田超英, 林佳芳, 高嘉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6502 新無敵自修: 英語. 1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19 新無敵自修: 英語. 3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26 教學式講義: 國中英語. 3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33 教學式講義 國中英語. 3(教師用)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40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3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57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3(教師用)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6564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3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71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3(教師用)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88 超級翰將: 國中英語講義. 3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595 超級翰將: 國中英語講義. 3(教師用)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01 教學式講義: 國中英語. 1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18 教學式講義: 國中英語. 1(教師用)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25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1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32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1(教師用)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6649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1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56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1(教師用)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63 超級翰將: 國中英語講義. 1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70 超級翰將: 國中英語講義. 1(教師用)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6687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86694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86700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486717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486724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486731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486748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486755 Tales of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48676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9B writers Evonnie Chiang, Liza Gao, Joyc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Ann Yang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677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0A writers Lillian Chen, Tina Cheng,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786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0B writers Lillian Chen, Tina Cheng,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793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1A writers Tina Cheng,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Lydia Tsai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09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1B writers Tina Cheng, Melissa He, Jassie Huang, Joyc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Lydia Tsai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16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2A writers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Flora Kao, Ylem Li,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23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2B writers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Flora Kao, Ylem Li, Christine Lin, Cindy Lin, Corita Liu, Maureen Lu,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30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3A writers Josephine Chen, Tina Cheng, Liza Gao, Joyce Huang, Flora Kao, Ylem Li,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Sobrin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47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3B writers Tina Cheng, Liza Gao, Melissa He, Joyce Huang, Flora Kao, Corita Liu, Sobrin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54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4A writers Tina Cheng, Liza Gao, Joyce Huang, Flora Kao, Corita Liu, Sobrin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Lydia Tsai,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61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4B writers Tina Cheng, Liza Gao, Joyce Huang, Flora Kao, Corita Liu, Sobrin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Lydia Tsai,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78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5A writers Josephine Chen, Liza Gao, Melissa He, Joyc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Sobrina Liu, Dolphine Su,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85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5B writers Josephine Chen, Liza Gao, Melissa He, Joyce Huang, Flora Ka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Sobrina Liu, Dolphine Su,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892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6A writers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Sobrin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908 Magic joy teacher's manual. 16B writers Tina Cheng, Melissa He, Joyce Huang, Suzana Kuo, Christine Lin, Corita Liu, Sobrina Liu, Maureen Lu, Dolphine Su, Ann Y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915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1A project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6922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1B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6939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2A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6946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2B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6953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3A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6960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3B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6977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4A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6984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4B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6991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5A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004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5B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011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6A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028 Beyond magic: Activity book. 6B 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035 Wee talk! wee play!: The three little pigs(red). A, Teacher's manualeditors Grace Chang, Kenneth Paul, Julia Ti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042 Wee talk! wee play!: The three little pigs(red). B, Teacher's manualeditors Grace Chang, Kenneth Paul, Julia Ti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059 Wee talk! wee play!: The ugly ducking(orange). A, Teacher's manualeditors Grace Chang, Kenneth Paul, Julia Ti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066 Wee talk! wee play!: The ugly ducking(orange). B, Teacher's manualeditors Grace Chang, Kenneth Paul, Julia Ti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073 Wee talk! wee play!: The boy who cried wolf(yellow). A, Teacher's manualeditors Grace Chang, Kenneth Paul, Julia Ti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080 Wee talk! wee play!: The boy who cried wolf(yellow). B, Teacher's manualeditors Grace Chang, Kenneth Paul, Julia Tie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097 Wee talk! wee play!: The three little pigs(red)親子手冊陳慧淳執行編輯; 林瓊真美術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103 Wee talk! wee play!: The ugly duckling(orange)親子手冊陳慧淳執行編輯; 林瓊真美術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110 Wee talk! wee play!: The boy who cried wolf(yellow)親子手冊陳慧淳執行編輯; 林瓊真美術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127 Wee talk! wee play!: The frog prince(green)親子手冊陳慧淳, 吳思穎執行編輯; 周佑達美術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134 Wee talk! wee play!: Pinocchio(blue)親子手冊 吳思穎執行編輯; 周佑達美術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141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1A editors Julia Tien, Jonathan Lai, Sharon Chiu, Lina Chu, Ashlee Chang1st ed. 其他 1

9789574487158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2A editors Julia Tien, Jonathan Lai, Sharon Chiu, Lina Chu, Ashlee Chang1st ed. 其他 1

9789574487165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3A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87172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4A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87189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5A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Rita Chen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196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6A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Rita Chen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202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7A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219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8A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87226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1B editors Julia Tien, Jonathan Lai, Sharon Chiu, Lina Chu, Ashlee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233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2B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240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3B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257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4B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264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5B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Rita Chen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271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其他 1

9789574487288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6B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295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7301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7B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318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其他 1

9789574487325 Tales of joy activity book. 8B editors Julia Tien, Ashlee Chang, Lina Chu 1st ed. 平裝 1

9789574487332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7349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初級.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其他 1

9789574487356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初級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7363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初級.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其他 1

9789574487370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模擬試題初級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于善嘉, 施采彤, 許寶方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7387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Sophia Yang, Rebecca Lee, Timothy Chang, 于善嘉, 賴廷奇撰稿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7394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Sophia Yang, 賴廷奇, Rebecca Lee, Timothy Chang, 于善嘉, 蔡文宜, Jay Acton撰稿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7400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A editors Claudia Shih, Rita Chen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417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2A editors Claudia Shih, Rita Chen,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424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3A editor Claudia Shih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431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4A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448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Sophia Yang, 張如蘋, Kenneth Paul, Rebecca Lee, 蔡文宜, 游懿瑄, 賴廷奇, Nicholas Gibson, Eunice Lin, Jacinta Liu, Jay Acton撰稿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7455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5A editor Claudia Shih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8544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楊淑惠, 陳真真, 蔡文宜, 于善嘉, Jeff Hockett, Kenneth Paul, 賴廷奇, 游懿瑄撰稿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462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6A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479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7A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486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Sophia Yang, Rebecca Lee, Timothy Chang, 于善嘉, 賴廷奇撰稿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7493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8A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509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9A editors Rita Chen,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516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0A editor Michelle Peng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523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Sophia Yang, 賴廷奇、蔡文宜, Rebecca Lee, 于善嘉, Timothy Chang, Jay Acton撰稿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7530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1A editors Michelle Peng, Claudia Shih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547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2A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554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Sophia Yang, 張如蘋, Kenneth Paul, Rebecca Lee, 蔡文宜, 游懿瑄, 賴廷奇, Nicholas Gibson, Eunice Lin, Jacinta Liu, Jay Acton撰稿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7561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Sophia Yang, 陳真真, 蔡文宜, 于善嘉, Kenneth Paul, Jeff Hockett, 賴廷奇, 游懿瑄撰稿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7578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3A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585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4A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592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5A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608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6A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其他 1

9789574487615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B editors Claudia Shih,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622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2B editors Claudia Shih, Rita Chen,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639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課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賴廷奇, 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646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3B editor Claudia Shih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660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課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653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4B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677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5B editor Claudia Shih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684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6B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691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7B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07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課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Sophia Yang, 張如蘋, Kenneth Paul, Rebecca Lee, 蔡文宜, 游懿瑄, 賴廷奇, Nicholas Gibson, Eunice Lin, Jacinta Liu, Jay Acton, 李文容撰稿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714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8B editors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21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課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Sophia Yang, 陳真真, 蔡文宜, 于善嘉, Kenneth Paul, Jeff Hockett, 賴廷奇, 游懿瑄, 張如蘋撰稿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738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9B editors Rita Chen, Claudia Shih,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45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0B editor Michelle Peng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52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1B editors Michelle Peng, Claudia Shih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69 Magic joy activity book. 12B editors Michelle Peng, Claudia Shih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76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3B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83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4B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790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5B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806 Magic joy activity book仿GEPT及高中入學測驗題型. 16Beditors Michelle Peng, Rita Chen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87936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4487943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4487950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4487974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4487981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4487998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4488001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4487813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87820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87844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487851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487868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487882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487899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487905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487912 Joy discover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楊淑惠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4487837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賴廷奇, 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875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929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Sophia Yang, 游懿瑄, 張如蘋, Kenneth Paul, Rebecca Lee, 蔡文宜, 賴廷奇, Nicholas Gibson, Eunice Lin, Jacinta Liu, Jay Acton, 李文容撰稿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7967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聽力及閱讀(練習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listening & reading workbookSophia Yang, 陳真真, 蔡文宜, 于善嘉, Jeff Hockett, Kenneth Paul, 賴廷奇, 游懿瑄撰稿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018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賴廷奇, 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025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124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4488131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4488148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4488155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4488162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4488179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4488186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4488032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88049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88056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488063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488087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488100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488117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4488070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楊淑惠, 張如蘋, Kenneth Paul, Rebecca Lee, 蔡文宜, 游懿瑄, 賴廷奇, Eunice Lin撰稿; 游懿瑄, 楊淑惠, 張如蘋, 李文容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094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Sophia Yang, 陳真真, 蔡文宜, 于善嘉, Kenneth Paul, Jeff Hockett, 賴廷奇, 游懿瑄撰稿; 楊美芳, 李文容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193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再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488209 Magic joy parent's guide親子手冊 田超英主編 修訂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488216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賴廷奇, 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223 Beyond magic student's handbook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88230 Beyond magic student's handbook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88247 Beyond magic student's handbook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488254 Beyond magic student's handbook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488261 Beyond magic student's handbook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488278 Beyond magic student's handbook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488285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蔡文宜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292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Sophia Yang, 游懿瑄, 張如蘋, Kenneth Paul, Rebecca Lee, 賴廷奇, Nicholas Gibson, Eunice Lin, Jacinta Liu, Jay Acton, 李文容撰稿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308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口說及寫作(練習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 writing workbookSophia Yang, 陳真真, 蔡文宜, 于善嘉, Kenneth Paul, Jeff Hockett, 賴廷奇, 游懿瑄撰稿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315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宋治瑾, 李樺倫, 施采彤, Bryan Moore編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322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李樺倫, 宋治瑾, 施采彤, Bryan Moore編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339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宋治瑾, 施采彤, 楊淑惠, Bryan Moore編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346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作(課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施采彤, Bryan Moore, Chuson Chang, Robert Chung編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353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作(練習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宋治瑾, 施采彤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360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作(練習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宋治瑾, 施采彤, 楊淑惠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377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閱讀及寫作(練習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reading & writ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施采彤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384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課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李妍蓉, 張詠翔, 許寶方, 于善嘉, 謝嘉盈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391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課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張詠翔, 許寶方, 謝佩琪, 李妍蓉, 于善嘉, 謝嘉盈編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407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課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謝佩琪, 許寶方, 李妍蓉, 于善嘉, 謝嘉盈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414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課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許寶方, 謝佩琪, 謝嘉盈, 施采彤, 楊淑惠, 于善嘉編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421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練習本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李妍蓉, 張詠翔, 許寶方, 于善嘉, 謝嘉盈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438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練習本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張詠翔, 許寶方, 謝佩琪, 李妍蓉, 于善嘉, 謝嘉盈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445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練習本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謝佩琪, 許寶方, 李妍蓉, 謝嘉盈編 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452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初級聽力及口說(練習本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listening & speaking-elementary level于善嘉, 許寶方, 謝佩琪, 謝嘉盈, 施采彤, 楊淑惠編修訂版 平裝 1

9789574488469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8476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8483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8490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8506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解析. Book 1=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513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解析. Book 2=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520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解析. Book 3=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537 全民英檢贏家寶典: 中級模擬試題解析. Book 4= Perfect GEPT prep practice testSophia Yang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551 My little ABC book a-m: 我的字母小書. 1 楊淑惠, 汪惟詩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568 My little ABC book n-z: 我的字母小書. 2 楊淑惠, 廖名婕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575 My little ABC book A-M: 我的字母小書. 3 楊淑惠, 汪惟詩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582 My little ABC book N-Z: 我的字母小書. 4 楊淑惠, 廖名婕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599 My little ABC book Aa-Mm: 我的字母小書. 5 楊淑惠, 汪惟詩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605 My little ABC book Nn-Zz: 我的字母小書. 6 楊淑惠, 廖名婕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612 Yay!ABCs(Molly & Twix)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29 Yay!ABCs(Danny & Toby)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36 Yay!ABCs(Ted & his family)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43 Yay!ABCs(Mr. Elephant)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50 Yay!ABCs(king lion)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67 Yay!ABCs(Fred & his family)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74 Yay!ABCs(Dolly & Carla)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81 Yay!ABCs(Robby & Diggy)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698 Yay!ABCs(Amy & Andy)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704 Yay!ABCs(Alice & Alex)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711 Yay!ABCs(grandma & grandpa)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728 Yay!ABCs(Tina & Tiny) chief editor Julia Tien 平裝 1

9789574488735 Joy for little actors. 1, snow white fun book writer Roxanne Liang 平裝 1

9789574488742 Joy for little actors. 2, Cinderella fun book writer Roxanne Liang 平裝 1

9789574488759 Joy for little actors. 3, three little pigs and seven little sheep fun bookwriter Roxanne Liang 平裝 1

9789574488766 Joy for little actors. 4, the turtle and the rabbit fun bookwriter Roxanne Liang 平裝 1

9789574488773 Be cool! be smart! workbook. 11 田超英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780 Be cool! be smart! workbook. 12 田超英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8797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5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03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5(教師用)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8810 Wee talk! wee play! purple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ed by Macree, Wing Hsu, P714, Ginar Liu, Renee Lei平裝 1

9789574488827 Wee talk! wee play! purple: town musicians of Bremen(親子手冊)吳思穎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34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 5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41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教師用). 5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58 新無敵自修. 英語. 5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65 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 5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72 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教師用). 5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89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教師用). 5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896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5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902 Teacher's manual(blue). A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平裝 1

9789574488919 GEPT試題全攻略: 初級口說及寫作= GEPT practice test施雅萍, 陳玉婷, 陳慧淳, 彭威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0784 與外師溝通面面觀 Sophia Yang, Ruth Smith, Jeff Hocket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2436 Joy for little actors. 1, snow white教學指引 歐陽心怡, 王冠君, 張詠翔作 平裝 1

9789574482443 Joy for little actors. 3, three little pigs and seven little sheep教學指引歐陽心怡, 游懿萱, Sophia Yang作 平裝 1

9789574482450 Joy for little actors. 5, Jack and the Beanstalk教學指引陳玉婷等作 平裝 1

9789574482535 Joy for little actors. 4, the turtle and the rabbit教學指引歐陽心怡等作 平裝 1

9789574482542 Joy for little actors. 6, pinocchio教學指引 蔡文宜, Sophia Yang, 陳宜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2641 Joy for little actors. 2, Cinderella教學指引 Sophia Yang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502 鋼琴樂理課程習題解析 陳加容編著 平裝 2

9789869931519 鋼琴樂理課程 陳加容編著 二版 平裝 第7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5895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1914–1941郭慧英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106 尋找愚趣園= The garden of foolish indulgences 胡勇輝文字; 許豐定繪; 林韋地, 陳丹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113 「依法治國」的迷思: 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 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喬西.拉賈(Jothie Rajah)作;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49

送存冊數共計：389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季風帶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2406 薰-芳菲絮語: 張貞雯作品集 張貞雯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606 飛虎: 陳納德將軍與美籍志願大隊文物圖誌 彭斯民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226 般若隨筆: 兼懷西屯時代的般若學院 修印法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47233 佛子行三十七頌講記 修印法師講授; 無著賢菩薩造頌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474 長青生前身後事: 了無牽掛回老家= Going home free: settling affairs to complete life周瑞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498 四柱母體玉成= Cultivation of spiritual mentor: four-pillar matrix周瑞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929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10學年度= New faculty handbook劉珠利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837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電子書. 上冊 蕭繼宗作; 王建生選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80844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電子書. 中冊 蕭繼宗作; 王建生選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80851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電子書. 下冊 蕭繼宗作; 王建生選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480912 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彙編 陳惠美, 謝鶯興整理 平裝 2

9789575480936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110學年度 劉珠利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5839 中華郵政招考: 郵政三法(含郵政法、郵政儲金匯兌法、簡易人壽保險法)高朝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5846 中華郵政招考: 洗錢防制法大意(含概要) 高朝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6446 中國地形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453 宜蘭縣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460 羅東鎮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477 宜蘭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484 機車考照全攻略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6491 汽車職業駕照機械常識考題攻略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611 中國愛情詩詞名句析賞(彩色插圖) 呂自揚編著 其他 1

9789579266628 經典詩詞250名句 呂自揚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河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東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時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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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剛山般若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和氣大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松風閣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洛藝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9461 照顧服務員學科訓練指南 照顧服務員編輯小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75726 工商團體、高科技業者與2018年公司法修正 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8695 台灣原住民族智慧語錄 Sudu Tada主編 平裝 1

978626950720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2021 黃哲彥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72500 天醒之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872517 天醒之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7872708 我有一座恐怖屋 我會修空調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872937 第一侯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7872999 庶女攻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3002 庶女攻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3019 庶女攻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3026 庶女攻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3033 庶女攻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873132 第一侯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577873095 第一侯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577873101 第一侯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577873118 第一侯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577873125 第一侯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577873156 我有一座恐怖屋 我會修空調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873163 我有一座恐怖屋 我會修空調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873194 我是個陰陽符師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3200 我是個陰陽符師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3217 我是個陰陽符師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3262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873279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873286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873293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873347 皇帝的獨生女 YUNSUL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3214 別說不行,試試睪固酮!: 婦產科名醫解碼中年過後男人的性危機潘俊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6970 英語教學/商用英語論壇. 2021: 職場英語與全球化= The 11th English Teaching/Business English Forum(ETBEF2021): english for the workplace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段惠珍, 田安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9092 決勝股市關鍵16招 薛兆亨, Tivo168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3203 勝率近100%的可轉債存股術 蕭啟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4

金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根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8738 情緣一世紀: 台南公園 程鉄翼著; 翁秀蟬譯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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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1503 圖解生物學 大石正道作; 洪悅慈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801534 圖解精密切削加工 大坪正人著; 宮玉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01565 圖解建築構造(2021年第六版全譯本)= Building construction illustratedFrancis D. K. Ching作; 林佳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1619 超創業計畫書 井口嘉則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01718 日本中世近代歷史文化合集 河合敦, 外川淳, 愛德華.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著; 陳念雍, 黃秋鳳, 林農凱, 朱炳樹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200 名古屋.金澤.中部北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7版 平裝 2

9789869770224 德國鐵道自由旅行= Railpass trip on Deutschland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六版 平裝 2

9789869770231 札幌北海道自由旅行= An easy trip on Hokkaido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八版 平裝 2

9789869770255 吉隆坡檳城馬來西亞= An easy trip on Kuala-Lumpur,Malaysia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五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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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進水編輯委員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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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智耀編輯委員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4707 福杯滿溢: 經句書畫小集 陳秀菊(悠然)書畫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418 美髮沙龍產業勞基法經營寶典 胡錫賢, 張瑞欽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4303 記憶維度: 江心靜當代水墨創作展. 貳零貳壹= Dimension of memory: 2021 Exhibition of Chiang Hsin-Ching's Contemporary Ink Art江心靜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9101 觀音妙智: 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要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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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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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125 禪的理論與實踐(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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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149 阿嬤的粽子 陳辰著; 菊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5989156 漢傳佛教的智慧生活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9163 止觀禪: 打開心門的鑰匙 釋果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170 修行在红尘: 维摩经六讲 圣严法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187 佛法綱要: 四聖諦、六波羅蜜、四弘誓願講記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9194 漢傳佛教復興: 雲棲袾宏及明末融合 于君方著; 方怡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200 佛陀遺教: 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講記聖嚴法師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9217 日韓佛教史略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雅國際美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抱雲齋人文藝術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亞博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青雲印刷月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采晴出版工作室



9789575989224 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575989231 大智慧到彼岸: 心經講記 釋寬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248 是非要溫柔: 聖嚴法師的禪式管理學(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255 話頭禪指要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327 幸運到老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阿尼蔣秋卓瑪藏譯中二版 平裝 1

9789869785334 在家修行: <>講記 龍樹菩薩根本頌;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中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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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訂初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208 我的好人卡王子 月影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215 不會通靈的寵物溝通師: 關於愛的練習 劉凱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222 在時間盡頭等妳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239 千年,查無此人 梨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8539 臺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形上形下. 幻影篇 洪東標, 張家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553 預防出生缺陷,孕育健康寶寶: 妳的產檢做對了嗎?鄭忠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21566 寓言世紀夢公園 和裕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947428 詩經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947442 孟子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947480 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的故事 和裕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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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647 斗姆元尊先天一炁九皇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654 神農大帝真經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2407 導覺箴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45702 KO會考-國文總複習講義. 5-6冊 李惠惠, 許恩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6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 1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7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1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8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1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9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2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0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2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1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2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2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3下 楊衝, 寧媗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3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3下 啟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4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3下 李軒, 高育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5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4下 楊衝, 寧媗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6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4下 啟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7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4下 黃小玲, 亭亭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忠義行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法源文化



978986074098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5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99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5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0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5下 楊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1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6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2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南). 6下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3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6下 一中, 楊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4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3下 蔡喆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5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3下 劉慕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6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3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7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4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8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4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09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4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10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5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11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5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12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5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13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6下 鄧方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14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南). 6下 林宜瑄, 張亭婕, 劉慕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15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6下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443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5450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5467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康)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45474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45481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45498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翰)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5504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翰)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5511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翰)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45528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翰)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45535 學習作業-國中地理科(翰)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45542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5559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5566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45573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45580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翰)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5597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翰)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5603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翰)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45610 學習作業-國中歷史科(翰)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45627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5634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5641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45658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45665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翰)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5672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翰)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5689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翰)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45696 學習作業-國中公民科(翰)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45719 KO會考-數學總複習講義. 5-6冊 謝惠萍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726 KO會考-理化總複習講義. 5-6冊 張嘉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733 國小國數複習營. 1升2 平裝 1

9789860745740 國小國數複習營. 2升3 平裝 1

9789860745757 國小國數複習營. 3升4 平裝 1

9789860745764 國小國數複習營. 4升5 平裝 1

9789860745771 國小國數複習營. 5升6 平裝 1

9789860745788 KO基測-英文法寶典 陳美美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900 進會考 國文講義(康版). 國中二上 何昀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917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低年級1 劉珮昕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924 國小國語 閱讀好識多. 低年級2 劉珮昕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931 新絲路: 閱讀素養特攻 譚云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5948 進會考: 國文講義(翰版). 國中二上 何昀倪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2455 Let's talk Kentucky. book1, workbook A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9932462 Let's talk Kentucky. book1, workbook B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9932493 Let's talk kentucky(student's book). book 4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平裝 1

9789860676600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B). book 4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平裝 1

9789860676617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A). book 4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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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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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6406 張廣博的智慧人生(三部曲) 張廣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906 女生科學嗎!? 楊慕理, 林子軒, 蔡佩芳著作 平裝 1

9789866358920 美しさ.剪影: 風景攝影集 方昱凱攝影; 方昱凱, 楊慕理文字 平裝 1

9789866358951 囚: 紙上電影暨攝影集 劉清華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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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845 情感教育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林乃慧著 平裝 1

9789866358852 國民中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專業成長之研究 孫國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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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6305 Staub鑄鐵鍋料理全書: 原汁原味肉料理不失敗 大橋由香作; Allen H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312 Staub鑄鐵鍋料理全書: 澎派海鮮料理不失敗 大橋由香作; Allen H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541 你並非一無所有 萬特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6527 你不用看別人臉色也可以活得很好: 果斷拒絕利用你的善良來削感情的人 = 당신 생각은 사양합니다韓慶恩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558 露營杯72道料理: 專為登山露營愛好者設計,一杯到底!快買快煮!減輕負重!蓮池陽子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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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25 名中醫的兒科診療法 孫茂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32 醫生保證瘦的減醣料理 小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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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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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幸運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大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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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70

肯塔基文教企業



9789865536749 飲食決定去濕力: 去濕中藥茶湯,補脾不生病 楊淑媚, 蔡昆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56 0秒說明!遠距工作!立即見效的紙一張簡報術 淺田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63 寫出你的村上春樹FU: 用47個村上式造梗技巧,找出自己的寫作風格中村邦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87 95組超燃脂鍛鍊 李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94 我那麼拼命,就是不想平庸至死 慕新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848 一流的人,都懂得如何做選擇 土井英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909 累死你的不是工作,是工作方法 李文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916 只要30秒,超、超、超硬的身體都能放鬆: 日本知名物理治療師的神奇伸展操OGATORE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7532 阿里布達年代記. 1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549 東京吸血鬼傳說. 4 閒來無事著 其他 1

9789862937563 阿里布達年代記. 2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617 阿里布達年代記. 5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624 阿里布達年代記. 4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648 阿里布達年代記. 3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686 冰峰魔戀. 1 豬一般持久著 其他 1

9789862937730 冰峰魔戀. 2 豬一般持久著 其他 1

9789862937747 阿里布達年代記. 6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754 阿里布達年代記. 8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761 冰峰魔戀. 3 豬一般持久著 其他 1

9789862937778 阿里布達年代記. 7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792 東京吸血鬼傳說. 5 閒來無事著 其他 1

9789862937822 阿里布達年代記. 14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877 阿里布達年代記. 13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884 阿里布達年代記. 11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907 阿里布達年代記. 10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914 阿里布達年代記. 16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7945 阿里布達年代記. 9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8003 阿里布達年代記. 15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8010 阿里布達年代記. 12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8270 阿里布達年代記. 18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8324 阿里布達年代記. 19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8478 阿里布達年代記. 17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8768 阿里布達年代記. 20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703 聽雪譜. 3 弄玉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72827 人類圖,愛、關係與性: 穿揭開戀人相互吸引的祕密,找到對的相處模式,從此不再為愛窒息安德莉亞.萊克-沃夫(Andrea Reikl-Wolf), 蘇嘉.G.舒拉莫(Shurga G. Schrammel)著; 趙崇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2858 人類圖,愛、關係與性: 揭開戀人相互吸引的祕密,找到對的相處模式,從此不再為愛窒息安德莉亞.萊克-沃夫(Andrea Reikl-Wolf), 蘇嘉.G.舒拉莫(Shurga G. Schrammel)著; 趙崇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2902 美國第一健身強人科學化鍛鍊全書 麥克.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2919 美國第一健身強人科學化鍛鍊全書 麥克.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2926 讓你說話更有趣的40個技巧 櫻井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73053 充滿祕密的魔石館. 1, 藏在戒指裡的紅眼惡魔 廣嶋玲子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060 牙刷超人幫幫忙! 丁希在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084 冰箱家族!合力搶救冰淇淋 尹貞珠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091 小小建築師: 童話裡的建築大師 傑瑞.貝利著; 穆允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114 讓你說話更有趣的40個技巧 櫻井弘著; 趙君苹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73138 小小建築師: 動物界的建築大師 莎蘭.泰勒著; 穆允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145 如果可以,你最想變成誰? 蘇菲.薛華德(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斯(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190 充滿祕密的魔石館. 1, 藏在戒指裡的紅眼惡魔 廣嶋玲子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06 小小建築師: 童話裡的建築大師 傑瑞.貝利著; 穆允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13 小小建築師: 動物界的建築大師 莎蘭.泰勒著; 穆允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20 牙刷超人幫幫忙! 丁希在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采實文化



9789865073237 冰箱家族!合力搶救冰淇淋 尹貞珠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51 如果可以,你最想變成誰? 蘇菲.薛華德 (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斯(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367 圖解: 最高勝率手機當沖 劉家誠(Jaspe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466 圖解: 最高勝率手機當沖 劉家誠(Jaspe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4739 激瘦食物燃脂飲食法: 揭開「激瘦食物」的祕密,2大階段x14天飲食計畫,啟動瘦子基因,高效減掉體脂肪艾登.高金斯(Aidan Goggins), 格林.馬登(Glen Matten)著; 王念慈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3823 CG6013(2021)公司治理制度評量作業說明書 劉文正, 林嬋娟作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924 腦垂體專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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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4733 兒童青少年口腔保健防齲及飲食指導 王俊勝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948 日日的祈禱: 祈禱神、自然、人的大調和 谷口雅宣作; 宗教法人「生長之家」譯 初版 精裝 第2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657 疑似不適任教師處理法規與實務: 教師專業審查會篇吳昌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3918 紅鼻小孩: 葉道瑝與紅鼻子醫生 葉道瑝, 紅鼻子醫生作; 葉道瑝, 心藝製作所繪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611 愛裡無刑罰: 終結我們與懲罰之間的愛恨情仇= Unpunishable: ending our love affair with punishment丹尼.席克(Danny Silk)著; 王建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9873 復興禱告小組: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880 職場轉化=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816 得勝的職場禱告文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7210 翻轉 黃奕睿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會計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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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師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分泌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596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21第十六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21陳財榮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814 明日廚神手把手教你土雞宴客菜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2285 「奠基.傳承.開展」. 第四輯 張雪琴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662292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特刊. 第25屆 張雪琴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8901 兒童詩歌系列: 聲韻與節奏 王曉嵐, 陳譽齡文; 黃慧彤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0678918 兒童詩歌系列: 聲韻與節奏 王曉嵐, 陳譽齡文; 黃慧彤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1036 弟子規教學讀本. 初級. 三 華藏淨宗學會編著 初版二十六刷 平裝 1

9789869881043 弟子規圖說 勞承浩居士繪圖 初版二十三刷 平裝 1

9789869881067 二十四孝圖說 華藏講記組執行文編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124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會刊. 2020年 許福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2308 耶穌是誰? 唐崇榮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751 科技廠防火安全工程性能式設計 邱晨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5742 植牙骨質解碼 吳岳龍, 林紘毅, 林聰勝, 張陽明, 黃斌洋, 黃異臼, 黃啟洲作; 黃斌洋總編輯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446 台灣北社20周年紀念: 北社評論文集 李川信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9305 生活環境安全與衛生 鄭世岳, 許榮錦, 廖博毅, 張世儒, 姜霈鐿, 陳秋貴, 林明玉, 譚家蘭, 劉育榕, 林國評, 黃惠榆, 黃再輝編著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生活環境安全與衛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牙醫植體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北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基督教唐崇榮國際佈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公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歷屆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文化教育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雞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2846 桃園市地名辭典 陳國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605 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摘要集. 第十屆第十屆地球觀測及社會衝擊國際研討會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0918 110年長照管理暨個案發表研討會暨第十六屆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會論文集李宜昌, 張怡秋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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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幸真編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911 台灣電子設備產業白皮書. 2021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白皮書專家委員會編輯委員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0805 李謀監(牛川)教授榮退文集: 晴耕雨讀農鄉情 李謀監撰稿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507 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 第十二屆: 論文摘要集= The 12th Symposium on Taiwan Wetland Ecosystem方偉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2514 臺灣濕地學. 坔卷= Taiwanese Wetlands 林幸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2521 臺灣濕地學. 人卷= Taiwanese Wetlands 林幸助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267 環境荷爾蒙: 認識偷走健康.破壞生態的元凶: 塑化劑、雙酚A、戴奧辛、壬基酚、汞...張筧執筆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011 小紅帽的成長任務: 關於你需要知道的月經大小事(國中國小版)林薇, 謝佳欣作; 小紅帽Little Red Hood編著 平裝 1

9789860625011 小紅帽的成長任務: 關於你需要知道的月經大小事(國中國小版)林薇, 謝佳欣作; 小紅帽Little Red Hood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8859 一個快樂的念佛人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712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2020: 覓= Guandu International Nature Art Festival: seek韓筱賢, 葉瑞方, 孫霖琳, 吳琴萱撰文; 何麗萍總編輯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念佛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環境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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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農場經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濕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食品安全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地球觀測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長照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地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847 謝主聾恩: 台灣聽障宣教百年歷史的追尋與展望陳育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770 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 基礎1B= Elijah house school for prayer ministry- basic I約翰.桑德福(John Sandford), 寶拉.桑德福(Paula Sandford)作; 林國仁, 劉代華翻譯修訂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6250 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 第六輯 陳秀琪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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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巧玟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756 綠無限.愛無界: 園藝治療的外連與內涵: 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 第14屆= The connecting and containing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14th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Therapy Conference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5004 金漳浦山城吳氏族譜 吳德昌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5011 種德輝煌: 漳浦山城吳氏種德堂重修慶成紀念特刊吳德昌, 吳建國編製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9406 我的第一本美甲攻略 黃敏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8057 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 2021: 理論及Spark實作 鄧立國, 佟強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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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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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05839 兒科好醫師最新營養功能醫學: 預防、治療、照護: 兒童異位性皮膚炎、過動、自閉、尿床、身材矮小、體重過輕、糖尿病、白血病胡文龍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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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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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05877 戰狼來了: 關西機場事件的假新聞、資訊戰 洪浩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5891 自律神經失調: 冷處理、抗發炎 梁恆彰, 楊翠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842 王一明廣播會客室,放送人間溫馨情 王一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880 如果最終目標是賺錢,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學習如何理財王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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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漳浦山城吳氏族譜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評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手語雙福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9789869929813 只就是周哲先生畫的畫 周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9820 只有香如故: 胡克敏 胡克敏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9837 胡克敏.敦煌 胡克敏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3575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君子時中章第四 平裝 1

9789869863582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鬼神之德章第三 平裝 1

9789869863599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君子之道章第五 平裝 1

9789860668803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大德受命章第六 平裝 1

9789860668810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聖人之道章第七 平裝 1

9789860668827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哀公問政章第八 平裝 1

9789860668834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至聖至誠章第九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6809 禪繞畫之書= The book of Zentangle 芮克.羅伯茲(Rick Roberts), 瑪利亞.湯瑪斯(Maria Thomas)著; 好心藝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6816 禪繞畫入門= Zentangle primer 芮克.羅伯茲(Rick Roberts), 瑪利亞.湯瑪斯(Maria Thomas)著; 好心藝團隊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827 當直覺綻放,神性甦醒,會發現: 自己就是一個寶藏王靜蓉文.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8200 若你傾聽: <>: 作者趙南柱首部得獎長篇小說 趙南柱作; 郭靜樺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17 獻給柯曼妮奇: <>作者趙南柱最強力作 趙南柱作; 郭靜樺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24 托爾斯泰短篇作品選. 2 列夫.托爾斯泰原作; 翁曼寧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31 兩朋友 伊凡.屠格涅夫原作; 吳旼娟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48 志賀直哉集 志賀直哉原作; 陳子竹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55 愛倫坡故事集 埃德加.愛倫.坡原作; 王子芸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62 左拉短篇小說選 埃米爾.左拉原作; 溫慧怡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79 月亮下去了. 上 約翰.史坦貝克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86 月亮下去了. 下 約翰.史坦貝克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9860658293 希臘神話 古希臘一系列民間神話故事原作；翁曼寧朗讀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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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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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669626 小婦人 露意莎.梅.奧爾柯特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9860669633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原作; 阮何凰美朗讀 其他 1

9789860669640 金銀島. 上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9860669657 金銀島. 下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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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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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669688 她的一生. 上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9860669695 她的一生. 中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9860670202 她的一生. 下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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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670226 磨坊之役 埃米爾.左拉原作; 翁曼寧朗讀 其他 1

9789860670233 莫泊桑短篇小說選 居伊.德.莫泊桑原作; 溫慧怡朗讀 其他 1

9789860670240 愛的受難. 上 查爾斯.利德原作; 李軍翰朗讀 其他 1

9789860670257 愛的受難. 下 查爾斯.利德原作; 李軍翰朗讀 其他 1

9789860670264 紅字. 上 納撒尼爾.霍桑原作; 風如芳朗讀 其他 1

9789860670271 紅字. 下 納撒尼爾.霍桑原作; 風如芳朗讀 其他 1

9789860670288 浮華世界. 上 威廉.梅.薩克萊原作; 王子芸朗讀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兩儀開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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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易趣



9789860670295 浮華世界. 中 威廉.梅.薩克萊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02 浮華世界. 下 威廉.梅.薩克萊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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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05026 安徒生童話選 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原作; 吳欣芸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33 青鳥 莫里斯.梅特林克原作; 溫慧怡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40 原來如此. 上 魯德亞德.吉卜林原作; 阮何凰美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57 原來如此. 下 魯德亞德.吉卜林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64 富美子的腳 谷崎潤一郎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71 湯姆歷險記. 上 馬克.吐溫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88 湯姆歷險記. 下 馬克.吐溫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095 傲慢與偏見. 上 珍.奧斯汀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01 傲慢與偏見. 下 珍.奧斯汀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18 愛麗思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羅原作; 風如芳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25 舞姬 森鷗外原作; 劉姿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32 羅賓漢故事. 上 M.E.蘭辛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49 羅賓漢故事. 下 M.E.蘭辛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56 地瓜袪病減肥法 李鴻奇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63 別亂教你的狗: Help!我的狗會咬人 漢克(吳建宏)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70 風先生和雨太太 保羅繆塞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87 超級蔬果綠拿鐵 素人天然食研究會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194 蘆薈這樣用: 養顏美容保健康 李鴻奇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00 草枕. 上 夏目漱石原作; 翁曼寧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17 思考致富聖經(珍藏版) 拿破崙希爾原作; 李軍翰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24 空屋筆記: 免費的自由 楊宗翰原作; 蕭辰倢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31 聽不見的力量 陳昆聯原作; 許芳寧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48 玫瑰與指環. 上 威廉.梅.薩克萊原作; 溫慧怡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55 護眼三劍客: 葉黃素,胡蘿蔔素,山桑子 蕭千佑原作; 李軍翰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62 如何吃香蕉最健康 李鴻奇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79 漂流木: 野生藝術家優席夫的流浪傳奇 優席夫原作; 李軍翰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86 薑療養生秘方: 這樣吃薑,調理體質、增強抵抗力李鴻奇原作；李軍翰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293 好業務,是獵出來的: 從人脈變錢脈的50個心法莊秀鳳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09 三姑六婆妒婦佳人: 古典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林保淳原作; 于承右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16 人鼠之間 約翰.史坦貝克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23 (新譯)堀辰雄的孤獨日常: 收錄<榆樹之屋>、<菜穗子>生命徬徨時的心靈對白堀辰雄原作; 邱佩轝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30 我們都有病: 逃避有什麼關係,致為病拼搏的年輕世代我們都有病, 謝采倪原作; 鄭焙檍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47 (新譯)谷崎潤一郎: 優雅的惡女: 收錄<盲目物語>、<刺青>,對官能之美的執念谷崎潤一郎原作; 許芳寧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54 絕對之探求. 上 歐諾黑.德.巴爾札克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61 絕對之探求. 下 歐諾黑.德.巴爾札克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78 (新譯)小川未明的大人童話 小川未明原作; 鄭焙檍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85 白利與露西 羅曼.羅蘭原作; 風如芳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392 伊朗童話集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08 能言樹 麥克唐妮爾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4

9786267005408 能言樹 麥克唐妮爾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4

9786267005408 能言樹 麥克唐妮爾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9

9786267005415 國木田獨步集 國木田獨步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22 戰地春夢. 上 厄尼斯特.海明威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797 別是一番滋味 潘敦(Steven Pan)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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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73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橋社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6085 Sounds & Letters聲音與字母口訣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6502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66519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66526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66533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46835 蘑菇魔女 樋口橘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6965 落果的α王 中村まきの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7207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47474 輝夜傳 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47481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Ω 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7498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Ω 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7504 慵懶的戀愛了 星森雪最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7511 慵懶的戀愛了 星森雪最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7528 初戀x再一次 華谷艷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7535 初戀x再一次 華谷艷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7542 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 八田鮎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7542 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 八田鮎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7559 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 八田鮎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7566 天空色檸檬和迷路的貓 里中実華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7573 天空色檸檬和迷路的貓 里中実華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47580 學長、養我吧! 原田唯衣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7597 去不了學校的我們: 成蛹後的覺醒 惠蘋果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7603 青春播放不間斷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7610 青春播放不間斷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47627 月島的刺殺方法 藤原飛呂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7634 刺客守則ASSASSINSPRIDE 天城ケ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47641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47658 XXX的關係 中路有紀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7665 新白袍之戀: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47672 新白袍之戀: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47689 王者天下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047696 貓田、來我這裡 赤佐たな作; 揪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7702 你是醫生 丼丸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47719 嵐電和嵯峨 會川風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4493 渣男出沒中 花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4509 男妃在上 兩百斤道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94516 男妃在上 兩百斤道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00929 因為被愛也想愛! 鰤尾滿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6921 鄰居的(疑似)小白臉極品到令人受不了。 椎葉奈那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6945 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 紘千尋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06952 再也無法品嚐的果實之味 雛倉紗梨惠原作; 藤峰大和漫畫;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6969 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 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06976 鯊魚和小褲褲 八神千歲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06990 理想的男朋友 綾瀨羽美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07003 理想的男朋友 綾瀨羽美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07027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07034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07041 吻過傷痕 あまきいお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長鴻

佳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頸鹿文化



9786260007065 負荷不了的男友 星野瑞希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07072 負荷不了的男友 星野瑞希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07386 Sugar & Mustard: 砂糖與黃芥末 はなさわ浪雄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393 DKB+: 男子高校弓道社+ 佑羽栞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416 那位神明是抖S むつきらん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423 青春播放不間斷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07447 關於青梅竹馬是魔女這件事 縞安里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454 再見.星期五 岡本K宗澄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461 膽小的沉思者 西原ケイタ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478 深夜中的庭園 塔夜綴作; 某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492 歡迎來到妖怪世界 赤瓦裳留夢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515 不要被魔吃嗎? 柴宮幸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522 愛獸 吉永だらお作; LYT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539 寂寞難耐的抱枕 白松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07546 隱密的性愛inside sex 七ノ日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7841 純粹暴走Honey 秋吉菜魚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7865 草之冠星之冠 テクノサマタ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872 草之冠星之冠 テクノサマタ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7889 草之冠星之冠 テクノサマタ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7896 草莓奶昔Sweet 林家志弦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902 草莓奶昔Sweet 林家志弦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015 起風的季節 大谷博子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039 迷你美少年 吹山莉子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053 迷你桃太郎 藤成ゆうき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060 迷宮百年的睡魔 スズキユカ作; 森博嗣原作; 何軒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084 迷宮街輪舞曲 結城さくや漫畫; 林亮介原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091 迷宮街輪舞曲 結城さくや漫畫; 林亮介原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107 迷宮街輪舞曲 結城さくや漫畫; 林亮介原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114 海賊騷動記: THE PAST LOG PINKISH.2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138 海賊騷動記: THE PAST LOG PINKISH.2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176 消不去的齒痕 タカヒサ享作; 海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213 涉谷大戰爭: 夢想王外傳 小幡文生作畫; 俵家宗弓一原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244 涉柿信介事件簿. 2, 遙不可及的微笑 河內實加作; 二階堂黎人原作; 謝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268 特甲少女 鯊魚小判作畫; 沖方丁原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312 特別法第001條: DUST流刑島 壱臣作畫; 山田悠介原作; A!Kum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329 特殊郵件宅急便 左近堂絵里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343 狸幻學園 雨隱ギト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367 狸幻學園 雨隱ギト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381 狸幻學園 雨隱ギト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398 班長&俺!俺!! 御鹿琴子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404 病毒新人種 よねやませつこ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428 病毒新人種 よねやませつこ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442 真心的眼淚 櫻井麻知子, 貓山宮緒, 美奈都鈴, 實津矢小見, 新家藻繪梨, 高橋利枝作; 龔千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466 真田的心♥刃 上田キク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473 真田的心♥刃 上田キク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480 真田的心♥刃 上田キク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503 真要再見.期待再見!! シギサワカヤ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510 真夏的迷宮 桂よしひろ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527 真夏的迷宮 桂よしひろ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589 真愛不分年齡 五十嵐嵐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619 真愛就在那裡 高瀨由香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626 真實魔鬼遊戲 杉山敏作; 山田悠介原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633 真魷意思 留雲津作; 意澄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640 真魷意思 留雲津作; 意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657 破天荒滅神紀 祭丘日出雪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664 破道之門 東元俊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671 破道之門 東元俊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688 破道之門 東元俊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695 破道之門 東元俊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701 破道之門 東元俊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28718 破道之門 東元俊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28725 破道之門 東元俊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28732 破曉圖書館 埜納多緒作; 紫苑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749 神的試練 あき作; lingso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756 神的試練 あき作; lingsou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763 神的試練 あき作; lingsou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770 極樂咖啡 麻麻原繪里依作; 石龍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794 極道料理王 三田武詩原作; 宮田淳一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800 極道料理王 三田武詩原作; 宮田淳一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817 極道料理王 三田武詩原作; 宮田淳一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824 極道料理王 三田武詩原作; 宮田淳一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831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848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855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862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879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28886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28893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28909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28916 極道美食王 土山滋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28923 極道花嫁男 七瀨かい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930 極道少女: 保鏢新娘 元長柾木原作; 大熊由護作畫;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947 極道少女: 保鏢新娘 元長柾木原作; 大熊由護作畫;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954 極落語: 柳亭奇譚 安江うに原作; 平松伸二劇畫;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985 極貧.島之內一家 魚乃目三太作;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9043 極秘潛入搜查官D.D.T= Dangerous dive taskforceかさはら倫尚原作; 渡辺みちお劇畫; 鄭世彬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9067 極秘潛入搜查官D.D.T= Dangerous dive taskforceかさはら倫尚原作; 渡辺みちお劇畫; 鄭世彬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9081 極秘潛入搜查官D.D.T= Dangerous dive taskforceかさはら倫尚原作; 渡辺みちお劇畫;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9210 極食王 土山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9227 極食王 土山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9234 極食王 土山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9241 極食王 土山滋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9265 極東追憶博物館 遙遙アルク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9289 極王 やざま優作原作; 富田安紀子作畫;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9302 新選組: 淺黃色的鎮魂歌 田村純子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9333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9364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王麗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9371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王麗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9463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29470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29487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29500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29524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29531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0029555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0029562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0029579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6260029586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0029593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0029616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0029623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0029630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6260029654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6260029678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6260029685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6260029692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6260029708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0029715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0029739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6260029746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6260029388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9395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29401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29418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29432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29456 抓狂一族(新裝版)=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0452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483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490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0506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0520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0537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0544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0568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0582 蟲蟲危機: 稻穗昆蟲檔案 藤見泰高原作; 上村晉作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0469 準備上場囉?近藤美眉! 宗我部利典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476 準備上場囉?近藤美眉! 宗我部利典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513 溫柔的讓我心死。 鈴倉溫作; 神奈木智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551 煩惱寺 秋★枝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575 煩惱寺 秋★枝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599 煩惱寺 秋★枝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0605 當代幻想博物誌 片山愁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612 當代幻想博物誌 片山愁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629 當代幻想博物誌 片山愁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0636 森之魔女 桐原和泉作; 伸卡球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643 森林女神的種子 藤村あゆみ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650 森林女神的種子 藤村あゆみ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667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柯南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681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柯南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698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柯南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0674 殘膚 治島カロ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704 渡職人殘俠傳: 慶太之味 橋本孤藏作; 許奕璿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711 渡職人殘俠傳: 慶太之味 橋本孤藏作; 許奕璿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728 渡職人殘俠傳: 慶太之味 橋本孤藏作; 許奕璿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0735 渡職人殘俠傳: 慶太之味 橋本孤藏作; 許奕璿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0742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黎子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0759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黎子戌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0766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黎子戌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0780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黎子戌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0773 渴望的眼神 宝井咲季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797 無敵爆金鋼 清水榮一X下口智裕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827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0803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0810 藍海美人礁 恋緒MINATO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0834 焰之眼 押切蓮介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841 焰之眼 押切蓮介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858 然後,就這樣愛上你 井上雅斗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865 畫布上的夢想 松橋犬輔作; 娜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872 戰國活屍: 百鬼之亂 柴田一成原案; 橫山仁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889 戰國活屍: 百鬼之亂 柴田一成原案; 橫山仁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896 戰國活屍: 百鬼之亂 柴田一成原案; 橫山仁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0902 戰國活屍: 百鬼之亂 柴田一成原案; 橫山仁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0919 戰國活屍: 百鬼之亂 柴田一成原案; 橫山仁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0926 戰國男公關俱樂部= Sengoku host club 松永冴作; HI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933 戰國男公關俱樂部2號店= Sengoku host club 松永冴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940 戰國男公關俱樂部3號店= Sengoku host club 松永冴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957 學園夢偵探 貘 鹿島麻耶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964 學園法庭 友美伊知郎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0971 學園兵器mitsumaru= School weapon 橋本エイジ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0988 學園兵器mitsumaru= School weapon 橋本エイジ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0995 畫布上的夢想 松橋犬輔作; 喵小布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008 畫布上的夢想 松橋犬輔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015 發展途上戀愛 日高明日馬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022 盜之印Chalk 竹美家らら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039 盜之印Chalk 竹美家らら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046 窗外戀花開 野口智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053 童貞救世主RE 廣瀨周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060 學園天使的考驗= Double school kids 藤珠樹作;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084 童顏刑事 市東亮子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091 童顏刑事 市東亮子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077 黎明前偷偷愛你 鷹丘志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107 鄰居來敲門 久我有加原作; 麻生海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114 結婚的妙方 阿曾利子作; 卡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121 結晶物語 前田とも作畫; 前田荣原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145 結晶物語 前田とも作畫; 前田荣原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152 結晶物語 前田とも作畫; 前田荣原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169 結晶物語 前田とも作畫; 前田荣原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1176 結晶物語 前田とも作畫; 前田荣原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1138 趣味的問題 石田育繪作; 碧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183 賣王-風雲商人傳 梶研吾原作; 土山しげる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206 賣王-風雲商人傳 梶研吾原作; 土山しげる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190 絕口不提愛你 七巡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213 絕對君主症候群 岩下繁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220 絕對君主症候群 岩下繁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237 賞金少女 Project Leviathan原作; 廣瀨周作畫;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244 請將我撿回家 日高明日馬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251 絕對服從!大小姐 七竈アンノ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268 請把媽媽交給我! 新井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275 請把媽媽交給我! 新井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299 請把媽媽交給我! 新井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282 絕對的「美」 橋本實蔓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305 給你愛的承諾 梅太郎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329 華麗的使壞 真山純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312 請別將心上鎖 こいでみえこ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336 課長的男友 小池マルミ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343 萌系魔法師 大和田秀樹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350 萌鬼上身! 森美咲作; SHi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367 誰說魔法是萬能的!? 松崎豊作; 娜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374 萌鬼上身! 森美咲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381 萌想♡成真 改真志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398 萌想♡成真 改真志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404 誰說魔法是萬能的!? 松崎豊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411 虛數靈 むらかわみちお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428 漢學院草紙: 衛愛忍者 嶋田尚未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435 象的背影: 兒子 飯星シンヤ作; 秋元康原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442 蝶兒占卜師 藤田貴美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459 象的背影: 追憶之床 林久美子作; 秋元康原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466 超S男說了算! 兄崎遊南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473 超上相☆戀人 井上雅斗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480 超女AIKa: R☆16 藤島真ノ介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497 超牛班比 柏木晴子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503 超牛班比 柏木晴子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510 超牛班比 柏木晴子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527 蝴蝶公主= Butterfly princess 水谷悠珠, かえで透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534 稻田小鬼物語 大石勝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541 熱球時代 渡辺保裕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558 熱鬥烏丸學園. side A= Karasuma gakuen gun smokysたもりただぢ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565 熱鬥烏丸學園. side B= Karasuma gakuen gun smokysたもりただぢ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640 曉之盾 藤原芳秀作; 七月鏡一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657 曉之盾 藤原芳秀作; 七月鏡一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664 曉之盾 藤原芳秀作; 七月鏡一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671 曉之盾 藤原芳秀作; 七月鏡一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1688 曉之盾 藤原芳秀作; 七月鏡一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1695 曉之盾 藤原芳秀作; 七月鏡一原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1572 熱血魔投.辰 貞安圭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589 熱血魔投.辰 貞安圭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596 熱血魔投.辰 貞安圭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602 熱血魔投.辰 貞安圭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1619 橙星 群青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626 橙星 群青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633 橙星 群青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718 藍色的淚滴= Tears of Ao 未槻直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701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725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732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749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1756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1763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1770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1787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1794 機械巨神: 地球燃盡之日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1800 薰&嵐 吹山りこ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817 機械巨神: 巴貝魯籠城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今川泰宏腳本; M.L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824 機械巨神: 巴貝魯籠城 戶田泰成作畫; 橫山光輝原作; 今川泰宏腳本; M.L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831 翻天覆地二人組-石田與朝倉 マサオ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848 澤飯家的型男大主廚.光 山田可南作; 凱薩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855 澤飯家的型男大主廚.光 山田可南作; 凱薩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862 激辛上菜 渡瀨希美作畫; 白川晶原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879 激情天堂島 鮎川未緒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886 獵兔-Rabbit Hunting TONO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893 獵兔-Rabbit Hunting TONO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4

9786260031909 韓國美眉女舍日誌 Tiv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916 韓國美眉女舍日誌 Tiv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923 闇鍵師 中島かずき原作; 赤名修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930 闇鍵師 中島かずき原作; 赤名修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947 闇鍵師 中島かずき原作; 赤名修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1954 燃燒剛速球 內山守作; 曾士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1961 燃燒剛速球 內山守作; 曾士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1978 獨角獸 葉月暘子作; 張靜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1992 醜陋美世界= This ugly and beautiful world GAINAX/醜美委員会原作; 森見明日作; 吳佳玲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005 醜陋美世界= This ugly and beautiful world GAINAX/醜美委員会原作; 森見明日作; 吳佳玲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029 醜陋美世界= This ugly and beautiful world GAINAX/醜美委員会原作; 森見明日作; 吳佳玲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1985 盧貝特的奇石 室井正音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012 盧貝特的奇石 室井正音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036 親吻和咖啡的化學反應 日向透留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043 還差5公分的愛。 Lee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050 還不懂愛情= I haven't know about love yet. いとうかれん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074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鄭佳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081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鄭佳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098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鄭佳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067 輾轉難眠的戀人 梅太郎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203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2210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32227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32241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32104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111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128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135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2142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2159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2166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2173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2197 海咪咪VS飛機場: 百貨雙姝 高倉敦子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2326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2180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2234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2258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2265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2272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2296 親吻和鬥志 宮川匡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2289 海底6000米下的恐懼= The deep sea of madness 小池ノクト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302 海底6000米下的恐懼= The deep sea of madness 小池ノクト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319 海底6000米下的恐懼= The deep sea of madness 小池ノクト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333 海底6000米下的恐懼= The deep sea of madness 小池ノクト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2340 親親小草莓 吹山莉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357 親親小草莓 吹山莉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364 親親小媽!! 高瀨由香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371 浴火美人心= A hot fire fighter 逢坂三重子作; 陳立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388 貓NEKO 夏村駿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395 浴火美人心= A hot fire fighter 逢坂三重子作; 李佩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401 浴火美人心= A hot fire fighter 逢坂三重子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418 浴火美人心= A hot fire fighter 逢坂三重子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2425 貓女神偷. 9 奧瀨乍伎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432 貓女神偷. 9 奧瀨乍伎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487 浮士德的契約 里見桂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494 浮士德的契約 里見桂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500 浮士德的契約 里見桂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463 浮士德的契約 里見桂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2524 浮士德的契約 里見桂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2449 貓女神偷. 9 奧瀨乍伎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456 貓耳少女的守護者 三浦靖冬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470 貓耳娘戰隊 塩野干支郎次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517 貓科男友的逗弄方法 左京亞也作; 杏仁譯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0032531 戰場的禁斷之愛 安曇もか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548 浪漫豪奢= Luxurious romance 北沢きょう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555 整型: 醜&罪 樋口真里奈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562 浪漫精品店 田村純子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579 浪漫滿星的氣息 御鹿琴子作; 張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586 別想打擾我學習 月流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685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2593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609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616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623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2630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2647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2654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2661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2678 浪漫追星社 柏原麻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2692 浪漫成真大飯店 九州男児作; 碧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708 健康男子育成計畫 今井車子作; 王子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715 假面忍者赤影Remains 橫山光輝原作; 神崎將臣漫畫;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722 假面忍者赤影Remains 橫山光輝原作; 神崎將臣漫畫;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739 鬼櫃 南国ばなな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746 鬼道天外 乾良彥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753 鬼道天外 乾良彥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760 鬼道天外 乾良彥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777 鬼迷藏 黑柾志西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784 鬼迷藏 黑柾志西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791 鬼迷藏 黑柾志西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2807 鬼迷藏 黑柾志西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2814 鬼門之家 桵澤未知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821 無雙!天下御免: 櫻道樂都 月並甲介漫畫; BaseSon原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838 無雙!天下御免: 櫻道樂都 月並甲介漫畫; BaseSon原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845 詛咒少女 久遠まこと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852 詛咒少女 久遠まこと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869 想要握緊你的手 花村一千花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876 新月的野獸 牛込トラジ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883 溫柔的荊棘與蒼藍的雪 葉芝真己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890 試愛Angel 加地君也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975 鬼之作左 西条真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2982 鬼之作左 西条真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2906 跨越千年之刻 水名瀬雅良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913 僧職高校男子寮 KOUKI.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999 高格調!紳士: 茱莉亞學園騎士科 皇リん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002 高格調!紳士: 茱莉亞學園騎士科 皇リん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026 高校謎戰記 式部玲作; SHi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920 輕輕擁抱我 瀨蘿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088 高杉家的愛心便當 柳原望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095 高杉家的愛心便當 柳原望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101 高杉家的愛心便當 柳原望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118 高杉家的愛心便當 柳原望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3125 高杉家的愛心便當 柳原望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3149 高杉家的愛心便當 柳原望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2937 鳴高飼育社 藤乃繪美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944 廢柴惡魔養成! MUSASHIMARU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951 縫製你我的戀曲 九重釋夢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2968 薔薇與野草 日高明日馬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019 戀上老公有何不可? 藤原晶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033 戀上老公有何不可? 藤原晶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040 難忘的那一天 樋口真里奈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057 霧都櫻花戀 名香智子作; YU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064 願望迎著陽光 かつらぎ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071 小林博美傑作集: 寶石怪盜之吻 小林博美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132 蘋果堂書店.本店。 たうみまゆ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156 警犬太郎! 村枝賢一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163 警花機動隊Reckless Ⅴ 山口克己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170 警花機動隊Reckless Ⅴ 山口克己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194 警花機動隊Reckless Ⅴ 山口克己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187 隼: 真田電擊帖 松永空也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200 警視廳搜查一課: 打工警花 深沢佳澄作; HI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217 警察敬禮 Terry山本作; 鶴田一文原作; 張明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224 隼: 真田電擊帖 松永空也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231 隼: 真田電擊帖 松永空也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248 警察敬禮 山口克己作; 鶴田一文原作; 楊季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255 警察敬禮 Terry山本作; 鶴田一文原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262 攝影師之戀 川唯東子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279 轟隆!鐵骨少年 佐藤誠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286 轟隆!鐵骨少年 佐藤誠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392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3408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33293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309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323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3347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3361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3378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3385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3330 驅魔5美眉 秋月彌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354 驅魔5美眉 秋月彌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415 魔女的騎士 二之瀨泰德作; 豐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422 魔幻變奏曲 木木作; 余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439 閃靈怪醫= Leviathan 大塚英志原作; 衣谷遊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446 魔王愛勇者Cross ichtys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453 魔王愛勇者Cross ichtys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460 魔王愛勇者Cross ichtys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477 魔王愛勇者Cross ichtys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3484 魔王愛勇者Cross ichtys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3491 魔王愛勇者Cross ichtys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3507 魔法☆變女体 ホームラン.拳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514 魔法☆變女体 ホームラン.拳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521 魔法☆變女体 ホームラン.拳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538 魔法少女: 鬼塚櫻 小林正人漫畫; 本川耕平腳本; 娜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545 魔法少女不思議大作戰 松浦円漫畫; 原田重光原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552 魔法少女不思議大作戰 松浦円漫畫; 原田重光原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569 魔法少女不思議大作戰 松浦円漫畫; 原田重光原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576 魔法少女可可亞 宮越良月作; 何軒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583 魔法少女可可亞 宮越良月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590 魔法未來的正体 羽央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606 閃亮亮的愛 三池romuco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613 閃亮亮的每一天 山上梨由作; 張瑞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620 閃亮亮☆甜蜜的家= Kirakira☆sweet home 後藤晶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637 閃亮的新生命 河崎芽衣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644 閃亮的新生命 河崎芽衣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651 閃亮的新生命 河崎芽衣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668 閃光阿修羅 山本夜羽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675 閃*亮*七*姬!! 水谷悠珠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682 閃*亮*七*姬!! 水谷悠珠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699 閃*亮*七*姬!! 水谷悠珠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705 逆轉命運的人 上杉可南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712 逆轉命運的人 上杉可南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729 逆轉命運的人 上杉可南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736 逃離樂園 宮崎雪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743 逃生梯的秘密約會 村上左知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750 追捕怪物卡車 六田登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767 追捕怪物卡車 六田登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774 追捕怪物卡車 六田登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781 追捕怪物卡車 六田登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3798 追捕怪物卡車 六田登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3804 迷途的龍子 池玲文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811 TEST LOVE同居試愛 MAME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828 TEST LOVE同居試愛. 番外 MAME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835 公寓新樂園 中山乃梨子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842 LARRY IN A MANSION: 公寓大集合 猪俣ユキ原作; 六本木綾作畫; YU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859 LARRY IN A MANSION: 公寓大集合 猪俣ユキ原作; 六本木綾作畫; YU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866 公主小妹: Romantic Princess 藤田和子作; 龔千芳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873 公主小妹: Romantic Princess 藤田和子作; 龔千芳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880 公主小妹: Romantic Princess 藤田和子作; 龔千芳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897 公主小妹: Romantic Princess 藤田和子作; 龔千芳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3903 元寶!抓狂一族=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 浜岡賢次作; 吉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910 元祖江戶前壽司達人與兵衛 白川晶原作; 內山守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3927 元祖江戶前壽司達人與兵衛 白川晶原作; 內山守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3934 元祖江戶前壽司達人與兵衛 白川晶原作; 內山守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3941 元祖江戶前壽司達人與兵衛 白川晶原作; 內山守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3958 元祖江戶前壽司達人與兵衛 白川晶原作; 內山守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3965 元祖!抓狂一族爆笑4格劇場= Super radical gag family浜岡賢次, 抓狂4格漫製作委員會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972 元祖!抓狂一族全員爆笑遊戲書 浜岡賢次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989 元氣鍊金術少女 越智善彥作; 王志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3996 元氣女主播向子= MUKIKO! 玉置一平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009 今晚也焦躁 きたざわ尋子原作; 浅田めいこ作畫;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016 今宵狂戀的荊棘 千代古レイト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030 銀座人生 みね武作; 倉科遼原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047 銀座人生 みね武作; 倉科遼原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054 銀座人生 みね武作; 倉科遼原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023 今日的運勢 二宮悅巳作; 長鴻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061 齊藤小姐 小田由亞作; 程綺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078 齊藤小姐 小田由亞作; 吳思慧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085 今天我也盡情享用囉。 橋本あおい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092 齊藤小姐 小田由亞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108 齊藤小姐 小田由亞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4115 今天也來玩棒球= Playball 都築春作; 夏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139 墮天之月 蓮見桃衣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146 仁心保鏢 倉科遼原作; 杉浦要之介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160 仁心保鏢 倉科遼原作; 杉浦要之介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153 墮天使輪舞 花田祐實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177 影虎 岡村賢二作; 神尾龍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184 影虎 岡村賢二作; 神尾龍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191 憂愁.柔情 大槻ミゥ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207 撲克臉名偵探division-ø 渡邊瑞樹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221 撲克臉名偵探division-ø 渡邊瑞樹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245 撲克臉名偵探division-ø 渡邊瑞樹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269 撲克臉名偵探division-ø 渡邊瑞樹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4283 撲克臉名偵探division-ø 渡邊瑞樹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4214 什麼鬼神木Nanja Monja 伊藤靜作; 郎偉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238 什麼鬼神木Nanja Monja 伊藤靜作; 郎偉彤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252 什麼鬼神木Nanja Monja 伊藤靜作; 郎偉彤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276 什麼鬼神木Nanja Monja 伊藤靜作; 郎偉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4290 什麼鬼神木Nanja Monja 伊藤靜作; 郎偉彤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4306 什麼鬼神木Nanja Monja 伊藤靜作; 郎偉彤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4313 樂園Node 上杉匠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337 不顧一切愛上你 長江朋美作; 野菜咖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320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344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351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368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4375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4399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4412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4429 樂園的心機 藤田麻貴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4382 不顧一切愛上你 長江朋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405 不顧一切愛上你 長江朋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436 模型少女戰役 おかだまつおか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443 模特兒之戀 神崎貴至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450 不適任偵探 龜井高秀作; KIN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467 不請自來的女人與貓= A woman and a cat come, when not calling.小池田マヤ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474 不眠野獸= The beast lives twice 高橋秀武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481 不眠野獸= The beast lives twice 高橋秀武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498 不眠野獸= The beast lives twice 高橋秀武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504 潘朵拉型男餐廳 相良梨梨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511 熟人之路 紺野キタ作; 程綺楨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528 熟女大改造 狩尾菫作; 蕓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535 熟女搖滾青春 富樫準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542 熟悉的無名指 梅太郎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580 熱血女主播 海野空太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597 熱血女主播 海野空太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603 熱血女主播 海野空太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4610 熱血女主播 海野空太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4559 話題女王!= Live variety show 杜野亞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566 話題女王!= Live variety show 杜野亞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573 話題女王!= Live variety show 杜野亞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627 熱血老師與學生偵探事件簿: 浪花少年偵探團 沖本秀子作; 東野圭吾原作; 姚采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634 熱血得分王: 櫻花綻放. 前篇 麻生いずみ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641 熱血得分王: 櫻花綻放. 後篇 麻生いずみ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658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665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672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689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4696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4702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4719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4726 遊鬥異世界 篠房六郎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4825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4832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34849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34856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34863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34870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0034887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0034894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0034733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4740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4757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4764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4771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4788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4795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4801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4818 聖鬥士星矢EPISODE. G 車田正美原作; 岡田芽武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4924 辦公室之戀 萩森千聖作; 徐華穗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00 義俠船 森遊作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17 禁斷兄弟情 祐也作; 吳美嬅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48 辦公桌下的戀愛術 砂河深紅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31 禁斷之翼 山本修世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62 遺產的七個考驗 宏橋昌水作; 呂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55 禁錮與愛的契約 和泉桂原作; 嘉原沙也作畫;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79 遺跡の人 渡部淳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86 禁止介入的愛戀 こいでみえこ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4993 鋼鐵貝比.綠葉 スナエハタ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006 錢刑事: 外道刑法 渡辺保裕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013 禁止入侵!!純血特區! 本田有馬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037 禁止入侵!!純血特區! 本田有馬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044 禁止入侵!!純血特區! 本田有馬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020 閻魔妹妹 加賀美文緒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051 頭條男孩 橘皆無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068 餐桌騎士 今泉伸二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082 餐桌騎士 今泉伸二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099 餐桌騎士 今泉伸二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075 碰觸瞬間的愛 鰍葉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105 碎片拼湊的幸福 川上駒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112 龍的女人 和気一作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129 龍的女人 和気一作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136 償還 太田紅美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35143 償還 太田紅美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35150 優質王子VS名流公主 8MITSU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167 糟透的戀愛目錄 水谷愛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174 糟透的戀愛目錄 水谷愛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181 縱愛保健室 兜丸蝶子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198 繁星中的你 松本MIECOHOUSE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204 繆斯願祝福的人 日輪早夜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211 繆斯願祝福的人 日輪早夜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228 翼琴之歌 上地優步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235 翼琴之歌 上地優步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242 聲優×聲優之戀 越智千文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259 聲優花道 高遠壘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266 臉紅心跳萌萌社 水兵木黃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273 薔薇少女(TV動畫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280 薔薇少女(TV動畫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297 薔薇少女(TV動畫版) PEACH-PIT作; 龔千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303 薔薇色呼吸 吹山莉子作; 李碧娥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310 薔薇色呼吸 吹山莉子作; 李碧娥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327 薔薇色預報 吹山莉子作; KIN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334 薔薇與獅子 山田櫻子作; 吳佳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341 薔薇與獅子 山田櫻子作; 吳佳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358 謊言.真愛 印東砂久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365 謊言惑星 ヨシザワ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372 謊言惑星 ヨシザワ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389 謊言惑星 ヨシザワ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396 謠言會社 蓮見ナツメ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402 謠言會社 蓮見ナツメ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419 謠言會社 蓮見ナツメ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426 謠言會社 蓮見ナツメ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5433 藥局甜心 新井葉月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440 藥局甜心 新井葉月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457 魔女鍊金術師. I 塩野干支郎次作; 吳佳伶譯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0035464 魔女鍊金術師. II 塩野干支郎次作; 吳佳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471 魔女鍊金術師. III 塩野干支郎次作; 吳佳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488 魔女鍊金術師. IV 塩野干支郎次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495 魔女鍊金術師. V 塩野干支郎次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01 魔女鍊金術師. VI 塩野干支郎次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18 魔女鍊金術師. VII 塩野干支郎次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25 魔女鍊金術師. VIII 塩野干支郎次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32 魔女鍊金術師. IX 塩野干支郎次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49 瘀青與毒蘋果 九重釋夢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56 當鋪小女婿 やまざきみき原作; 引野真二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63 當愛情沒了意義 村上左知作; KIN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70 當牧師碰上布丁小姐 長江朋美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587 當百合遇上莉莉= Sayuri & Lily 濱元隆輔作; 娜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594 當百合遇上莉莉= Sayuri & Lily 濱元隆輔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600 塵年往事= A long long time ago 三浦紫苑原作; 西田番作畫; 錢形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617 夢向彩虹的彼方 鈴木有布子作; 龔千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716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5723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35730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35648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655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5662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5679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5686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5693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5709 變異體少女 岡本倫作; ENTEI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5631 夢幻酷型男 霧壬裕也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785 夢中人 田中鈴木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747 變貓少女 山野りんりん作; 唯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754 羈絆: 我倆之間 片瀨若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761 讓暑假666倍樂歪的方法 橫山仁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778 讓暑假666倍樂歪的方法 橫山仁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792 靈媒: 小田霧響子的謊言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808 靈媒: 小田霧響子的謊言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815 靈媒: 小田霧響子的謊言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822 靈媒: 小田霧響子的謊言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5839 靈媒: 小田霧響子的謊言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5846 靈媒: 小田霧響子的謊言 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5853 江戶壽司王特別篇: 壽司魂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891 江戶壽司王特別篇: 壽司魂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907 江戶壽司王特別篇: 壽司魂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5914 江戶壽司王特別篇: 壽司魂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5921 江戶壽司王特別篇: 壽司魂 九十九森原作; さとう輝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5860 靈媒: 小田霧響子的謊言 甲斐谷忍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877 靈感應工務店Repair. 妖之卷 池田沙荳美作; may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884 靈感應工務店Repair. 怪奇之卷 池田沙荳美作; may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938 靈感應工務店Repair. 異之卷 池田沙荳美作; may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5945 靈魂代言人 北川翔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952 靈魂代言人 北川翔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969 鷹司家的花美忍者 立野真琴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976 鷹司家的花美忍者 立野真琴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5983 灣岸二課Gulf Trigger 藤川祐華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5990 灣岸二課Gulf Trigger 藤川祐華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6003 鬣狗: 闇黑金融師 藤原聰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6157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6164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36195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36232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36249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36263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0036010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6027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6041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6058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6065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6089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6102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6126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6133 達令♥抱抱 酒井美羽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6034 貘: BAKU びっけ作; 小狼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6072 貘: BAKU びっけ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6096 貘: BAKU びっけ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6119 貘: BAKU びっけ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6140 貘屋鶴龜放浪譚 群青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6171 轉學生.神野紫 田中鈴木作; 海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6188 轉學生.神野紫 田中鈴木作; 海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6201 轉學生.神野紫 田中鈴木作; 海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6218 鎖國戀愛 DUO BRAND.作; 周穎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6225 雙子的夏日回憶 久世番子作; 李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6256 雙子瘋武士! 梅本進吾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6270 雙重角色Double Cast 麻麻原繪里依作; 水橋貴奈原作;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7659 不畫的漫畫家 Erichin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7666 不畫的漫畫家 Erichin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7673 不畫的漫畫家 Erichin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7697 不畫的漫畫家 Erichin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7697 不畫的漫畫家 Erichin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7727 不畫的漫畫家 Erichin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7796 不動的夜街 觀月昴原作; 奧道則作畫;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7819 不動的夜街 觀月昴原作; 奧道則作畫;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7826 不動的夜街 觀月昴原作; 奧道則作畫;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7918 不能告訴爸爸的事 松山花子作; KIN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7956 SARASA-肉食系美少女 中山文十郎原作; 平手將之作畫;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7963 SARASA-肉食系美少女 中山文十郎原作; 平手將之作畫;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7987 Rock'n Roll is DEAD: 死神搖滾 清水栄一, 下口智裕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7994 RING: 飛輪王 島袋光年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014 RING: 飛輪王 島袋光年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021 RING: 飛輪王 島袋光年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8045 Reversibleman反轉人 中谷D.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052 Reversibleman反轉人 中谷D.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175 REVEREND D: 聖職獵魔團D 藤沢亨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182 REVEREND D: 聖職獵魔團D 藤沢亨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199 出租情人= Rental lover 葛井美鳥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205 RADIO HEADS-電台司令 向浦宏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212 RADIO HEADS-電台司令 向浦宏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229 Puppy★犬樣情人 凪まゆこ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236 Princess Game公主遊戲 祐也作; 夏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243 Pretty Babies-漂亮寶貝 麻麻原繪里依, 岩本薰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250 PK惡球王 沖田龍兒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267 Pink-桃色佳人 長浜幸子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274 Pink-桃色佳人 長浜幸子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281 Piece-心靈保健室 坂口美紅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298 Peach fight!小桃,加油! 今村陽子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304 PaPa!歡迎回家 梅太郎作; 程琦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311 PaPa!歡迎回家 梅太郎作; 程琦楨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328 ORANGE STAR: 櫻星男排 蒼木雅彥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335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342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359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8366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8373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8397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8403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8410 巴比倫2世= The returner 野口賢作; 橫山光輝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8427 心的飼育方法 小谷陽子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441 心的飼育方法 小谷陽子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458 心的飼育方法 小谷陽子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8465 心的飼育方法 小谷陽子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8472 心的飼育方法 小谷陽子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8489 心的飼育方法 小谷陽子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8434 OPEN MIND-心靈診療師 芳崎世夢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496 On Your Mark: 心中的印記 竹美家らら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502 心春要戀愛 藤坂リリツク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519 心碎的邊緣 花村一千花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526 Office Romance: 情定辦公室 金田正太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595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8618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38625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38649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38656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38663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0038687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0038533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8540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8557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8564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8571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8588 心跳在今夜 池野戀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8601 異眼少年= Odd eye boy 銅☆萬福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632 異眼少年= Odd eye boy 銅☆萬福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670 O與K之間= The place between O and K 平尾アウリ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694 兒童失格= No longer children 友利卓司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700 scarlet緋紅愛戀 斑目ヒロ作; 賴俊帆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0038717 News Parade: 異界遊記 久米田夏緒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724 Scratch!!音樂救地球 茶谷るみ作; 蘇黎衡譯; 狐屋草明原案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731 Scratch!!音樂救地球 茶谷るみ作; 蘇黎衡譯; 狐屋草明原案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748 neun-少女兵器 村崎久都作; 娜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755 Select愛抉擇 九条AOI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762 SEVEN GUNNERS生存遊戲大戰 內內けやき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779 NECROMANCER: 死靈復生 蘇我紫菜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786 NECROMANCER: 死靈復生 蘇我紫菜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793 NECROMANCER: 死靈復生 蘇我紫菜作; ON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8809 NECROMANCER: 死靈復生 蘇我紫菜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8816 SEXY EFFECT 96. 2, HOT STYLE激愛危機 真山純作;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823 SEXY EFFECT 96: 性感效應 真山純作;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830 SHOUT!地下格鬥場 奧嶋ひろまさ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847 SHOUT!地下格鬥場 奧嶋ひろまさ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854 SHOUT!地下格鬥場 奧嶋ひろまさ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8861 SHOUT!地下格鬥場 奧嶋ひろまさ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8878 SHOUT!地下格鬥場 奧嶋ひろまさ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8885 SHOUT!地下格鬥場 奧嶋ひろまさ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8892 M式公主= Masochistic princess 酒井美羽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908 M式公主= Masochistic princess 酒井美羽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915 M式公主= Masochistic princess 酒井美羽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8922 M式公主= Masochistic princess 酒井美羽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8939 Silence無聲無息的愛 秋山小系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946 Snow Blossom雪花之戀 日高明日馬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960 Spice Beam不可思議的刺激 深谷陽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8953 Mr.Morning早安乘務員 高山しのぶ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977 Mr.Morning早安乘務員 高山しのぶ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8984 Spirytus衝擊命運的愛 上杉可南子作; 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8991 Spirytus衝擊命運的愛 上杉可南子作; 萱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9004 MR.APPLICANT旅途上的乘務員 高山しのぶ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011 MONSTER HUNTER外傳: 狩獵戰線物語 伊藤龍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028 Monkey!Money!!極樂錢道 西条真二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035 元神!抓狂一族. 1, 春卷遇難篇 浜岡賢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042 元神!抓狂一族. 2, 小茜受難篇 浜岡賢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066 元神!抓狂一族. 3, 垣&鬼母篇 浜岡賢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080 元神!抓狂一族. 4, 小鐵放暑假篇 浜岡賢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127 銀色童話 魚猫らび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141 辣警花&AI巡邏車 八木澤景一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165 赫焉的雛菊 砂原真琴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196 赫焉的雛菊 砂原真琴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9226 豪快girl&軟弱boy 森繁拓真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233 豪快girl&軟弱boy 森繁拓真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9240 豪快girl&軟弱boy 森繁拓真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9264 豪快girl&軟弱boy 森繁拓真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9288 說到那個啊… 野村宗弘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332 說、說、說 佐藤多佳子原作; 勝田文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509 裸者與裸者: 孤兒部隊的世界永久戰爭 打海文山原作; 七竈アンノ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547 蜜糖陷阱 高井戶あけみ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561 蜜味達令= Honey darling 羽田伊吹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738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39608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622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9646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9653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9660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39677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39691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39707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39714 蒼海訣戰= God save the empress 納都花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39806 舞-乙HiME 嵐 矢立肇原作; 佐藤健悅作畫; A!Kum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837 舞-乙HiME Zwei 矢立肇原作; 阿部野Chaco作畫; A!Kum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39851 舞-乙HiME 矢立肇原作; 佐藤健悅作畫;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868 舞-乙HiME 矢立肇原作; 佐藤健悅作畫;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9875 舞-乙HiME 矢立肇原作; 佐藤健悅作畫;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9899 舞-乙HiME 矢立肇原作; 佐藤健悅作畫;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9905 舞-乙HiME 矢立肇原作; 佐藤健悅作畫;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0048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40055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40062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40079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40086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39950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39967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9974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39981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39998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0000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0017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0024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0031 綺羅羅的壽司 早川光原作; 橋本孤藏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0093 賽馬風雲 河村清明原作; 小松大幹漫畫;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109 賽馬風雲 河村清明原作; 小松大幹漫畫;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116 賽馬風雲 河村清明原作; 小松大幹漫畫;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0130 賽馬風雲 河村清明原作; 小松大幹漫畫;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0147 賽馬風雲 河村清明原作; 小松大幹漫畫;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0154 賽馬風雲 河村清明原作; 小松大幹漫畫;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0161 賽馬風雲 河村清明原作; 小松大幹漫畫;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0123 只有為妳: 楠木正成繪卷 飴霰作; KIN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178 叫我哥哥大人! 神奈梓美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185 可以回頭看看我嗎? 阿部茜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192 可愛伊人。Cute 御園えりい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208 可愛伊人。Pure 御園えりい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215 可愛至極♥蘿莉妻 環煉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222 Mein Ritter: 我的騎士 片山愁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239 Mein Ritter: 我的騎士 片山愁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246 可愛無敵!!Lovelys 東雲水生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253 Majyo★Rin魔女的愛情考驗 米山節子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260 Majyo★Rin魔女的愛情考驗 米山節子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277 外神退散 齋藤岬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284 外神退散 齋藤岬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291 外神退散 齋藤岬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0307 外神退散 齋藤岬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0314 外神退散 齋藤岬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0321 外神退散 齋藤岬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0338 MAEBARI美少女大對決! 瀨菜MONACO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345 MADNESS: 狂 霜月かいり作; 林政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352 央央的幸福 安孫子三和作; 張瑞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369 市東亮子短篇集. 1, 深思 市東亮子作; 呂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376 MADNESS: 狂 霜月かいり作; 米沽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383 市東亮子短篇集. 2, 喜劇 市東亮子作; 呂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390 M＠te!!: 驅魔信差 青鹿ユウ作; 花兒法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406 市東亮子短篇集. 3, 奇幻 市東亮子作; 呂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413 打是情,罵是愛? 日高万里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420 M, comicer百萬漫畫家= Millionaire 水原けんた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437 未來女醫奮鬥記 內田小鳩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444 未來女醫奮鬥記 內田小鳩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451 未來女醫奮鬥記 內田小鳩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0468 未來女醫奮鬥記. 醫院實習篇 內田小鳩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475 未知的甜蜜熱度 高山晴凪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482 正妹男孩 井上行広作; Lai Jyun-F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499 BUS GAMER: 三次元遊戲 峰倉かずや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505 美食薔薇派 松苗明美作;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512 美食薔薇派 松苗明美作;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529 峰倉かずや短篇集: 蜂巢 峰倉かずや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536 真.異種格鬥大戰 相原弘治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543 真.異種格鬥大戰 相原弘治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550 真.異種格鬥大戰 相原弘治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0567 真.異種格鬥大戰 相原弘治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0574 偽裝男子 東屋めめ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581 現代寓言 榎本奈梨子作; 方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598 最遊記RELOAD 峰倉かずや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604 最遊記RELOAD 峰倉かずや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0611 最遊記RELOAD 峰倉かずや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0628 最遊記RELOAD 峰倉かずや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0635 最遊記RELOAD 峰倉かずや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0642 漫畫家失格 市橋俊介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659 摩登姊妹花 松苗明美作;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666 變身 桜壱バーゲン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727 Love+α人鬼三角戀 神崎貴至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734 Love Wars-愛情戰爭 神部輝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765 LOVE♥120! 東皓司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772 LOVE♥120! 東皓司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796 LOVE×EROS愛慾交錯 神崎貴至作; 伊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819 LOVE KNOT-愛情的結 一城れもん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826 Lost Memories過往的回憶 千代古レイト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673 我在愛的正中央♡ 宮川匡代作; 惠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680 我在愛的正中央♡ 宮川匡代作; 惠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697 我在愛的正中央♡ 宮川匡代作; 惠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0888 LOSER獵捕破門者 コウノコウジ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918 little bird☆little love小小鳥之戀 雪野ツナコ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956 Limit愛的極限 桃井ジョン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703 我和他們與她的怪談 十二月一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710 我在愛的正中央♡ 宮川匡代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0741 我和她和老師的故事 トジツキハジメ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758 我的Man計劃 有間しのぶ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789 我的女友是保鏢 高田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802 我的世界只要你 花村一千花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833 我的加味人生 伊藤理佐作; SAKUR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840 我的加味人生 伊藤理佐作; SAKUR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864 我的加味人生 伊藤理佐作; SAKUR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0871 我的加味人生 伊藤理佐作; SAKUR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0857 Lost Child-消失的孩子 十峰空也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895 我的加味人生 伊藤理佐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0901 我的加味人生 伊藤理佐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0925 我的男友是老派咖 鬼丸すぐる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932 我的私人管家 霧嶋珠生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949 我的幸運數字13 山本小鉄子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963 我的幸運數字13 山本小鉄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0970 Like a dog, as a dog-狗的報恩 田中鈴木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0987 我的抱歉女友 綾小路綾之原作; 前川一夫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0994 我的抱歉女友 綾小路綾之原作; 前川一夫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014 我的抱歉女友 綾小路綾之原作; 前川一夫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007 Life of Green-綠愛人生 亜麻野なな作; 張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021 東京活屍= Tokyo summer of the dead 玖倉しいち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038 東京活屍= Tokyo summer of the dead 玖倉しいち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052 東京活屍= Tokyo summer of the dead 玖倉しいち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069 東京活屍= Tokyo summer of the dead 玖倉しいち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1045 LIAR GAME詐欺遊戲roots of A: 甲斐谷忍短篇集甲斐谷忍作; 小鐵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0041113 Level 4: 萌闖星河 岬下部せすな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137 Level 4: 萌闖星河 岬下部せすな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076 東京偵探姬 鳥居敦子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083 東京偵探姬 鳥居敦子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090 東京偵探姬 鳥居敦子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106 東京闇虫: 潘朵拉 本田優貴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120 東京闇虫: 潘朵拉 本田優貴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144 東海道HISAME: 陽炎 松永空也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151 東海道HISAME: 陽炎 松永空也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168 東海道HISAME: 陽炎 松永空也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175 東海道HISAME: 陽炎 松永空也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1182 松之丘暴走天使 MAYBE作; A!Kum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199 武死道 ヒロモト森一作; 朝松健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205 武死道 ヒロモト森一作; 朝松健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212 武死道 ヒロモト森一作; 朝松健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229 武死道 ヒロモト森一作; 朝松健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1236 泌尿科白衣天使!! 高倉敦子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243 玩命遊戲 峰倉かずや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250 Legacy Dog. LZH-遺產怪盜 竹山祐右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267 KAGUYA竹取貴公子 ぺぷ作; 松楓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274 JOKER-我的同居小鬼 上杉可南子作; 紫苑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281 JOKER-我的同居小鬼 上杉可南子作; 紫苑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298 JOKER-我的同居小鬼 上杉可南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304 INSECTS R-巨蟲戰場 杉山敏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311 INSECTS R-巨蟲戰場 杉山敏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328 玩酷機車妹 アキヨシカズタカ作; 梓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342 玩酷機車妹 アキヨシカズタカ作; 梓庭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335 Inferno-輪迴之謎 厘のミキ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359 直擊你的心 夏目イサク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373 in Grid神殿騎士 酒卷行里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380 in Grid神殿騎士 酒卷行里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366 空姐偵探事件簿: 空中殺人現場 浦川雅流＆佳彌作; 東野圭吾原作; SAKURA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397 花之男 葵二葉, 紅三葉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403 花心少女隊Bloom Heart! 石田敦子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410 花心少女隊Bloom Heart! 石田敦子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434 花心少女隊Bloom Heart! 石田敦子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427 i. d.-女性的戰鬥 岸虎次郎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441 花守之家 深沢佳澄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458 花守之家 深沢佳澄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465 I LOVE BROTHERS! 高橋ゆう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472 花殉純愛 小路龍流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489 花忍之戀 小池マルミ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496 Hybrid Stardust: 混血星塵 ウノハナ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502 花族華爾滋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519 花族華爾滋 碧也ぴんく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526 HOUND-首獵犬 橫川直史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533 花嫁の風 ありのひろし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540 花嫁の風 ありのひろし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557 迎夏生作品集: 極東平原 迎夏生作; A!Kum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564 HOT LIMIT-熱情界限 神部輝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571 金匠的情人 タカヒサ享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41588 金匠的情人 タカヒサ享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41595 金色提琴銀色旋律 美里美夕稀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601 Honey*Smile 宮沢由羅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618 金魚屋古書店出納帳 芳崎世夢作; 石龍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625 HOLUS-絕命搜索戰= Human operation location universal system season 1yono☆志郎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632 HELL ALL-5地獄王子 御船麻砥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649 Heaven's Love: 蜜友之愛 霜月灰吏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656 HEAVEN COMPANY 中路有紀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663 Heart Stop-愛的停靠站 九条AOI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1762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41779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41786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41793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41809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41816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0041670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1687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1694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700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1717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1724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1731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1748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1755 GAMBLE FISH: 鬥魚 青山廣美原作; 山根和俊作畫;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1908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41915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41922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41939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41946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41953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0041960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0041977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0041984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6260041991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0041823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004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0042011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0042028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0042035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6260042042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6260042059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6260042066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6260042080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6260042097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0042103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0041830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127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6260042134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6260042141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6260042158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6260042165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6260042172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6260042189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6260041847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1854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1861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1878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1885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1892 江戶壽司王 さとう輝作; 九十九森原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2219 她是官能小說家 後藤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233 她是官能小說家 後藤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2240 她是官能小說家 後藤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2257 她是官能小說家 後藤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2264 她是官能小說家 後藤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2271 好白夢&壞黑夢 榧世シキ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295 好想當你的貓 平喜多柚也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301 好像發燒了? 真山純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332 好學國度 四宮しの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349 妄想力☆男子 新也美樹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363 妄想之城 葉月京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370 妄想之城 葉月京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387 妄想之城 葉月京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2417 妄想願望的開關 荒生直也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424 妄戀 上杉可南子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431 宅男的真愛 中臣亮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448 宅男的真愛 中臣亮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455 宅男的真愛 中臣亮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2578 陽光醫生 幸野武史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585 陽光醫生 幸野武史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592 陽光醫生 幸野武史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2608 雄辯: 極道律師豆柴留雄 オオイシヒロト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622 黃昏催眠曲 松木加齋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639 黃金色的輪唱曲 石塚夢見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660 黑地旅記= Chaos Aisle ゆづか正成作; Lai Jyun-F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677 黑地旅記= Chaos Aisle ゆづか正成作; Lai Jyun-F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684 黑色羔羊的罪 香坂透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691 黑社會經紀人 酒井美羽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714 黑假面 葉月暘子作; 和田慎二原作; 水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721 黑甜貘屋藥帖 群青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745 黑道少爺與詐欺師之戀 三池romuco作; 渡海奈穗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806 黑與白 原のり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820 黑獸 紅林直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837 亂世今生的愛戀 日輪早夜作; K.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844 亂世今生的愛戀 日輪早夜作; K.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868 傭兵女醫 那須輝一郎作; 山口都志瑪原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875 傭兵女醫 那須輝一郎作; 山口都志瑪原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899 傾國繆斯女神 佐久間智代作; 李碧娥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905 傾聽戀愛的開始 山上梨由作; 野守美奈story;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912 圓桌姬士! 丸山巴央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929 圓桌姬士! 丸山巴央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2936 圓桌姬士! 丸山巴央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2943 媽媽,謝謝妳! 折原美都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967 幹架專家 小幡文生, 俵家宗弓一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2981 微"色"生活。 氷室芹夏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2998 微笑的惡魔 斑目ヒロ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018 微能力少女 野間美由紀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117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43025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032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049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056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3063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3070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3087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3094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3100 微熱少女 宮坂香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3131 想吃什麼?: 我來! 丸山のりこ作; 拉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148 想吃什麼?: 我來! 丸山のりこ作; 拉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179 想說愛的心 竹美家らら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193 想談戀愛就來這裡 阿部茜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209 惹人憐愛的你 やしきゆかり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223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223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223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254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254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254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278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278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278 意外 熊倉隆敏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315 意外 熊倉隆敏作; 何軒瑋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3339 意外 熊倉隆敏作; 何軒瑋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3353 意外 熊倉隆敏作; 何軒瑋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3360 意外 熊倉隆敏作; 何軒瑋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3377 愛!! 金沢有倖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391 愛人是背叛者 松本蜜柑作; 程綺楨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407 愛人專科 北里千壽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414 愛人教師 兜丸蝶子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438 愛上天兵機器人! 伊藤倭人作; 張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452 愛上在森林午睡的你 永野クロエ作; 唯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469 愛上官能小說家 山田可南作; 李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476 愛上阿卡貝拉 咲良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506 愛上英文老師 山田史佳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551 刃牙外傳: 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浦秀光協力; 格長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568 刃牙外傳: 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浦秀光協力; 格長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575 刃牙外傳: 創面 板垣惠介原作; 山內雪奈生作; 浦秀光協力; 格長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582 千之月 榧世シキ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599 千金女與窮學生的親蜜接觸 琴慈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605 千金女與窮學生的親蜜接觸 琴慈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612 千金小姐的奇幻遊戲= Alica alive 綾乃れな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629 大川端偵探社 田中亞希夫作; DKHATUNE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636 大川端偵探社 田中亞希夫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643 大川端偵探社 田中亞希夫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650 大川端偵探社 田中亞希夫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3667 大吉蕎麥 橋本孤藏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674 正港男一匹 たーし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681 正港男一匹 たーし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698 正港男一匹 たーし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704 正義之鬼: 艮 所十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711 正義美少女NOVA 藤枝雅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728 正義美少女NOVA 藤枝雅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735 正義美少女NOVA 藤枝雅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742 正義美少女NOVA 藤枝雅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3759 永遠的怪獸 伊藤伸平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766 永遠的途中 笹田明日香作; 凱薩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773 白狗/黑貓 富田安紀子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780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797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803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810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3827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3834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3841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3858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3865 白砂村 今井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3872 白銀之王 碧門たかね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889 白銀之王: Funrir Craft 碧門たかね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896 白銀之王: Funrir Craft 碧門たかね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902 亙古不變之戀 藤原規代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919 任性君王駕到 桃井ジョン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926 任俠沉沒 山口正人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933 任俠沉沒 山口正人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3940 任俠沉沒 山口正人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3957 企業戰隊: 白領超人 三田直槻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964 伊甸園的碎片 門井亞矢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971 伊藤小姐: 秋★枝短篇集 秋★枝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3988 伏魔少女尋珍記 渡真仁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3995 伏魔少女尋珍記 渡真仁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008 伏魔少女尋珍記 渡真仁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015 伏魔少女尋珍記 渡真仁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4022 光 凜野ミ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039 光 凜野ミ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046 光 凜野ミ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053 光 凜野ミ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4060 光與闇之戀: 跨越黑暗的彩虹 亞樹良のりかず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077 全年無休☆聖誕少女! 仏さんじょ作; SHi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084 全都是"F" 浅田寅ヲ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091 再吻我一次 長門えリか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107 冰釋的庭園 三池romuco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114 冰釋的庭園 三池romuco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121 冰釋的庭園 三池romuco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138 堂本的生存之道 阿部秀司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145 堂本的生存之道 阿部秀司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152 堂本的生存之道 阿部秀司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169 堂本的生存之道 阿部秀司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4176 堂本的生存之道 阿部秀司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4183 與妳的脖子乾杯!R 村上真紀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190 與人魚相戀 砂音鈴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44206 與人魚相戀 砂音鈴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44213 腐國度的蘋果公主 加藤真弓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220 腐國度的蘋果公主 加藤真弓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237 腐男*貝比= Fudanshi*baby 夜櫻左京作; 野菜咖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244 翡翠色的風 青海信濃作; 張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251 緋之纏-浴火英雄 乾みく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268 緋之纏-浴火英雄 乾みく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275 緋之纏-浴火英雄 乾みく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282 緋之纏-浴火英雄 乾みく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4299 緋之纏-浴火英雄 乾みく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4305 緋之纏-浴火英雄 乾みく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4312 緋之纏-浴火英雄 乾みく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4329 愛哭鬼午餐= Crybaby's lunch 酒井美羽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336 愛相逢 霜月かいり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343 愛的鐵道員Go! 小鳩めば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350 愛的鐘聲叮噹響 阿部茜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367 愛的請託 宗真仁子作; 碧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374 愛的軌跡 姬木薰理作; 陸思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381 愛的指壓 杉惠美子作; 楊瑩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398 愛的指壓 杉惠美子作; 楊瑩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404 愛的指壓 杉惠美子作; 楊瑩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411 愛的灼熱冒險 有間しのぶ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428 愛的灼熱冒險 有間しのぶ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435 愛的生活 櫻澤惠理香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442 愛的加工場 藤井滿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459 愛的大豐收= Amazing grace モチメ子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466 愛的♡誘惑= Love & staffing 佐野貴司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473 愛的♡誘惑= Love & staffing 佐野貴司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480 愛妹狂暴女王 才谷ウメタロウ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497 愛妹狂暴女王 才谷ウメタロウ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503 愛妹狂暴女王 才谷ウメタロウ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510 愛妹狂暴女王 才谷ウメタロウ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4527 愛妹狂暴女王for mobile 才谷ウメタロウ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534 愛到無法自拔 かずきあつし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541 愛君如夢= Crazy for you 宗真仁子作; 程琦楨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558 愛你無國界 木村まるみ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565 愛你是重罪 如月奏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572 愛你不是沒理由 秋葉東子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4589 愛在東京山手線 鈴屋菖蒲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596 愛在東京山手線 鈴屋菖蒲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602 愛在東京山手線 鈴屋菖蒲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701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44718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44725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44732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44619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4626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4633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4640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4657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4664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4671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4688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4695 愛天使 田丸浩史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6866 報導狂人ABSURD 米原秀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6873 報導狂人ABSURD 米原秀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6880 報導狂人ABSURD 米原秀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6897 報導狂人ABSURD 米原秀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6903 報導狂人ABSURD 米原秀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6927 尋名的香水瓶 長浜幸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6927 尋名的香水瓶 長浜幸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6927 尋名的香水瓶 長浜幸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6941 尋名的香水瓶 長浜幸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6941 尋名的香水瓶 長浜幸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6941 尋名的香水瓶 長浜幸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6958 尋找融化的半熟友情 スナエハタ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6972 就是要愛你。 花村一千花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6989 就是喜歡你! 神崎貴至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016 就愛白衣美人?: 校內戀愛指導員 高井戶あけみ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023 就愛夜裡傻傻的你 高山はるな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047 就愛素顏的你 片瀨若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054 就愛帶刺的公主♥ 桃井ジョン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061 悲傷情歌生態學 育江綾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078 悲傷情歌生態學 育江綾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085 悶!春來了!! 山口克己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108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水上悟志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115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水上悟志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122 惑星公主蜥蜴騎士 水上悟志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7139 惡作劇蝴蝶 綾瀨マナ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184 惡作劇蝴蝶 綾瀨マナ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191 惡極烏托邦 里好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207 惡極烏托邦 里好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214 惡戲王子 橋田由花里作; 謝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221 惡戲王子. II 橋田由花里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238 惡魔少年Zelma 御船麻砥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245 惡魔少年Zelma 御船麻砥作; Farher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269 惡魔咖啡館 橘りた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276 惡魔咖啡館 橘りた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306 惱人的每一天 北里千壽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313 斑馬= Shimauma 小幡文生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320 斑馬= Shimauma 小幡文生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344 斑馬外傳: AKA和KIINU 小幡文生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351 曾有你的季節 原のり子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368 最後的晚餐料理人 田中顯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382 最惡大小姐 倉上淳士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399 最惡大小姐 倉上淳士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405 最棒的你 山上梨由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429 最棒的戀人 犬養きり作; 伊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436 棒球少年雷光 さだやす圭作; 曾士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443 棒棒糖∞無限大 仏さんじょ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474 棒棒糖∞無限大 仏さんじょ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481 棒棒糖∞無限大 仏さんじょ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7498 棒棒糖∞無限大 仏さんじょ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7504 棒棒糖∞無限大 仏さんじょ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7511 棒棒糖∞無限大 仏さんじょ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7528 棒棒糖∞無限大 仏さんじょ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7573 超完美的她 秋月弥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580 超完美的她 秋月弥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597 超完美的她 秋月弥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7603 超完美的她 秋月弥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7627 超值戀愛獲得法 西崎祥作; 林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634 超時空戀愛譚 玉越博幸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641 超時空戀愛譚 玉越博幸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658 超級双星 星野リリイ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665 超級双星 星野リリイ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689 超級派遣OL 大橋薰作; 齊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7672 超級派遣OL 大橋薰作; 齊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7702 超跑靚女RS. 1 麻宮騎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7719 超跑靚女RS. 0 麻宮騎亞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8655 冥界鮮 凜野ミ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662 冥界鮮 凜野ミ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8686 哥哥說了算! 七木志子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8693 哪天我們墜入了情網 冬乃郁也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8709 唐傘才媛 緋鍵龍彥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716 唐傘才媛 緋鍵龍彥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8723 夏戀妖狐尾巴 七木志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8730 姬恋♡遊戲 茂果桂瑚作; 龔千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8747 姬劍 桑原真也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754 姬劍 桑原真也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8778 娜葳爾的戀愛心情 山花典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792 娜葳爾的戀愛心情 山花典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8808 娜葳爾的戀愛心情 山花典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8815 娜葳爾的戀愛心情 山花典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8822 娜葳爾的戀愛心情 山花典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8839 娜葳爾的戀愛心情 山花典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8846 娜葳爾的戀愛心情 山花典之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8860 害蟲退治SWEEPERS 上村晉作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877 害蟲退治SWEEPERS 上村晉作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8907 家日和 西村拓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8914 家有小強 須賀原洋行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921 家畜美少女 厘のミキ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938 家畜美少女 厘のミキ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8952 家畜美少女 厘のミキ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8983 恐怖來襲 加納康雄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8990 恐怖深林 咲乃ハカ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003 染血的禍獸 楠本弘樹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041 柚子復仇記 御壺★魔緣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065 柚子復仇記 御壺★魔緣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072 柚子復仇記 御壺★魔緣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9089 柚子復仇記 御壺★魔緣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9096 柚子復仇記 御壺★魔緣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9119 泉組長的壞心眼 橘ケイコ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133 活神的奴隸: MASTER SLAVE 小泉真理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140 流氓鑑識官 田中つかさ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164 流氓鑑識官 田中つかさ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188 流星博物館 松木加齋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195 流浪的雙胞胎 內田美奈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201 炫風狗偵探 柳川喜弘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218 為妳彈奏的蕭邦 長江朋美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225 為妳彈奏的蕭邦 長江朋美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232 為妳彈奏的蕭邦 長江朋美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9249 為妳彈奏的蕭邦 長江朋美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9256 為您服務的時間!? 神部輝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263 為愛加油!打雜部 林久美子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270 為愛加油!打雜部 林久美子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287 為愛加油!打雜部 林久美子作; 羅凱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9294 心鏡的彼端 引野真二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300 心鏡的彼端 引野真二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317 心靈愛犬 入江紀子作; 龔千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362 手心裡的似水柔情 神樂坂畔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386 手心裡的麵包 KUJIRA作; 娜娜(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393 手心裡的麵包 KUJIRA作; 娜娜(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416 手機情話 久米田夏緒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430 支配時空: Antinomie さくら真呂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409 支配時空: Antinomie さくら真呂作; 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447 日日戀戀 稀井けんご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478 風呂人 立澤克美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546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553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560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9577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9638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49645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49652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49584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49591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49607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49614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49621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49669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49676 王牌大偵探 関崎俊三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0049683 MAZE: 迷途空間 紅月蘇芳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690 王牌遊戲en passant 柚木タロウ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713 王牌遊戲en passant 柚木タロウ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720 王牌遊戲en passant 柚木タロウ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9737 王牌遊戲en passant 柚木タロウ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49706 再愛: 再見了,我的愛… 大石靜原作; 南夏實作畫;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744 再見!膽小鬼 梅松町江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751 世界末日協奏曲 嶋崎ちひさ作; 喵小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768 凡人狂想曲 松山花子作; 蘇佳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775 世界因我們而存在 桃月はる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782 世界因我們而存在 桃月はるか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799 丸角屋的新嫁娘 山中ヒコ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05 世界僅有的一朵花 中原★桃太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812 世界僅有的一朵花 中原★桃太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829 世紀末☆達令. 2006 なると真樹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36 下班後再說愛你 毬田柚子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43 世紀末☆達令. 2007 なると真樹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50 公僕之戀 鷹丘志成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67 不為你知的愛 七星秋生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74 世紀末☆達令. 2008 菜瑠斗真樹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81 世紀末☆達令. 2009 菜瑠斗真樹作; K.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898 不思議國度的兩人 吹山莉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904 世紀末☆達令. 2010 菜瑠斗真樹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911 世紀末☆達令. 2011 菜瑠斗真樹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928 不思議同居 Coco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935 世紀末☆達令. 2012 菜瑠斗真樹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959 他和她的(宅)² 村山涉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49966 他和她的(宅)² 村山涉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49973 他和她的(宅)² 村山涉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9942 不再為你等! 梅太郎作; 伊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49980 他的甜蜜束縛: 聲優X聲優之戀 越智千文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49997 不可小瞧的三角關係 村山渉作;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009 令我心動的貓鈴聲 佐佐木久美子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016 山地妖 吉澤綠時作; 許奕璿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023 山地妖 吉澤綠時作; 許奕璿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030 山丘上的Bambina 鈴木有布子作; 呂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047 兄弟是No.2 奧嶋寬雅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054 小魔王年代記 猫橋俊雄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061 加油!王子 山上梨由作;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078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085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092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0108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0115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0122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0139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0146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0153 半妖少女綺麗譚 星野リリイ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50160 小蓮的慢板生活 輕部潤子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177 小蓮的慢板生活 輕部潤子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191 半神面白狐 田中見來作; 方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207 小鹿和鳩教授 小石川あお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214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杜斯妥也夫斯基, 及川由美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221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杜斯妥也夫斯基, 及川由美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238 小動物系美少女的野心 松本奈奈子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245 小動物系美少女的野心 松本奈奈子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252 卡娃依 さかもと麻乃作;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269 小鬼犯罪王= Poponepo the crime king 小路啓之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276 小鬼犯罪王= Poponepo the crime king 小路啓之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283 小鬼犯罪王= Poponepo the crime king 小路啓之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0290 小鬼犯罪王= Poponepo the crime king 小路啓之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0306 小隻女孩的戀愛計畫 織生あや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313 小釘子 PEACH-PIT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337 小釘子 PEACH-PIT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344 小釘子 PEACH-PIT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0320 去吧!!命運之戰 酒卷行里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351 去吧!!命運之戰 酒卷行里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368 去吧!!命運之戰 酒卷行里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0375 去吧!!命運之戰 酒卷行里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0382 小城故事多 山田穰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399 小城故事多 山田穰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405 去吧!貼馬兵團 甲斐谷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412 去吧!貼馬兵團 甲斐谷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429 去吧!貼馬兵團 甲斐谷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0436 去吧!貼馬兵團 甲斐谷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0443 古拉爾騎士團 sion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450 古都的小神明 本田惠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467 古都的小神明 本田惠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474 小空的戀愛: 整裝待發! 鈴木有布子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481 小心淘氣貓 Bellu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498 小不點騎士 仁茂田あい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504 女戰士的末裔 門田昌子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511 女模工頭-舞 松浦聰彥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528 女模工頭-舞 松浦聰彥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535 女僕咖啡廳 營業中! かたせなの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542 女僕咖啡廳 營業中! かたせなの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559 女高中生Girls-Live 大島永遠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566 女高中生Girls-Live 大島永遠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573 女高中生Girls-Live 大島永遠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4

9786260050580 女王的忠犬情人 鮎川未緒作; 千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597 女人的最後抉擇 栗原曜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603 大江戶亂世改造帖: 土龍之劍 狩野梓原作; 河野一郎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610 天然家族: 貓耳女僕= Natural family mini-z maid 高雄右京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627 天然家族: 貓耳女僕= Natural family mini-z maid 高雄右京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634 天然家族: 貓耳女僕= Natural family mini-z maid 高雄右京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0641 天然家族: 貓耳女僕= Natural family mini-z maid 高雄右京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0658 天然系美少女! 陽香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665 天球儀: 魔法士學院 瀨之たつね, 高宮あや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672 天球儀: 魔法士學院 瀨之たつね, 高宮あや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689 天球儀: 魔法士學院 瀨之たつね, 高宮あや作; Fahrer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0696 天球儀: 魔法士學院 瀨之たつね, 高宮あや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0702 天球儀: 魔法士學院 瀨之たつね, 高宮あや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0719 天涯何處無芳草 かつらぎ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0726 天空之扉= Legend of heaven's door KAKERU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0733 天空之扉= Legend of heaven's door KAKERU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0740 天空之扉= Legend of heaven's door KAKERU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2577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2669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52584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2591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2607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2614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2621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2638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2645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2652 刺青教父= Gang king 柳內大樹作; 李益成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52676 刺青師 源真 山田可南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683 制服圖鑑= Apictorial guide to uniforms 松本友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690 初戀的70%是… 山中ヒコ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706 兔子遊戲 南野ましろ作; 張雅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2713 兔子遊戲 南野ましろ作; 張雅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2720 兔子遊戲 南野ましろ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2737 來段限定戀愛吧! 宗真仁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744 來和Poko玩玩嘛! D.P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2751 來自大海的Kiss 恒吉彩生子作; 徐懿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768 來打羽毛毽子! 唐辛子ひでゆ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2775 來打羽毛毽子! 唐辛子ひでゆ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2782 來世再聚吧!= See you the next life 小路啓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2799 來世再聚吧!= See you the next life 小路啓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2805 來世再聚吧!= See you the next life 小路啓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2812 享用你的愛 木下けい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829 Capricious Bullet: 詭譎之戰 淺田やすか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836 CARAMEL DEVILS: 焦糖小惡魔 吉池マスコ作; 賴俊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843 Cat.Walker: 貓走路偵探社 細野不二彥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850 Chance!愛的機會 河井英槻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867 Cheap Film: 廉價劇本 石原理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874 cherry愛似櫻桃 一城れもん作; 凱薩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881 Chronos.Deep: 白影 相川有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2898 Chronos.Deep: 白影 相川有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2904 Chronos.Deep: 白影 相川有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2911 Clock Work Girl: 上發條的女孩 ハラヤヒロ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928 BEATROCK☆LOVE搖滾情人夢 美樹麻樹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2935 BENGO!律師急先鋒! 北川翔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2942 BENGO!律師急先鋒! 北川翔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2959 BENGO!律師急先鋒! 北川翔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2966 BENGO!律師急先鋒! 北川翔作; 山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2973 Better Half: 褪色的婚姻 南夏實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52980 Better Half: 褪色的婚姻 南夏實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52997 Bino!Bino!: 靈犬皮諾 鈴木有布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000 Black dust potion: 時間祓除者 芹川豆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017 Black dust potion: 時間祓除者 芹川豆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024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DKHATUNE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031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DKHATUNE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048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DKHATUNE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055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DKHATUNE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3062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3079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3086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3093 Black Joke黑色幽默 田口雅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3109 Blau: 警犬與少女 黑沢明世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116 Blood Honey: 吸血鬼達令 夜櫻左京作; 林家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123 Blood Parade純血遊行 唐沢一義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130 Blood Parade純血遊行 唐沢一義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147 BLOODY ROAR: 獸人王 丸山巴央作; 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154 BLOODY ROAR: 獸人王 丸山巴央作; 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253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53260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53277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53161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178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185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192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3208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3215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3222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3239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3246 BLOODY.CROSS血色十字架 米山シヲ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53284 BREAK-AGE外傳: 戰翼女神 馬頭ち－めい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291 BREAK-AGE外傳: 戰翼女神 馬頭ち－めい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307 Broken Cage: 破籠之戀 葵二葉, 紅三葉作;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314 BURNING BECKY燃燒吧!體脂肪 炭山文平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321 C.U.B: 機車男 山口克己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338 C.U.B: 機車男 山口克己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345 C.U.B: 機車男 山口克己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352 C.U.B: 機車男. 番外篇 山口克己作; 黃勝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369 calling愛情在呼喚 大槻ミゥ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376 刻印 一城れもん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53383 刻印 一城れもん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53390 味噌家族 森本美雪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406 味噌家族 森本美雪作; 陳野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413 呼拉舞男子! 吉川景都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420 和你演奏的不和諧音 日輪早夜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437 和你演奏的不和諧音. II 日輪早夜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444 和惡魔親吻前 神樂坂畔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451 咎狩 白 夏目義德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468 咎狩 白 夏目義德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475 咎狩 白 夏目義德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482 咖啡男子配上果糖男孩 木村イマ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499 夜不成眠只為你 村上左知作; 碧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505 夜裡的甜蜜呢喃 越智千文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512 奇跡的蘋果: 顛覆「絕對不可能」農家 藤川努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529 奇蹟的廚房 usi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529 奇蹟的廚房 usi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536 妹妹的反向思考 紺野比奈子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543 妹妹的反向思考 紺野比奈子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550 妹妹的反向思考 紺野比奈子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567 幸運王子 阿木絢子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574 幸運王子 阿木絢子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581 幸運王子 阿木絢子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598 幸運魔吻 佐野貴司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604 幸福再來 原のり子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611 幸福的親親 真木雛作; 吳海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628 彼時生命 壱臣作; 洪沛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635 怦然心動的美世界 桃月はるか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642 怪異虛幻博覽亭 小竹田貴弘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659 怪異虛幻博覽亭 小竹田貴弘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666 怪異虛幻博覽亭 小竹田貴弘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673 怪盜迷情: 暗闇的美德 氷栗優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680 怪盜迷情: 暗闇的美德 氷栗優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697 怪盜迷情: 暗闇的美德 氷栗優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703 怪獸的尾巴 F4U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710 怪獸的尾巴 F4U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727 怪獸的尾巴 F4U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734 放學後的秘密花園 神崎貴至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741 放學後的愛情信號 北沢きょう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758 放學後的關原之戰 阿部川KINEKO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765 放學後的關原之戰 阿部川KINEKO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772 放學後的關原之戰 阿部川KINEKO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789 於是天使在唱歌 古田アキラ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796 明天的你即將離去 山本小鉄子作; 方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802 明天的明天 紺野キタ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819 明天的明天 紺野キタ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826 明天的明天 紺野キタ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833 明天的明天 紺野キタ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3840 明日屋生意興隆 ARUKU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857 明明都說愛我了 阿部茜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3864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871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888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3895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3901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3918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3925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3932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3949 東京★純愛奇緣 鳴見なる作; 黃文瑞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53956 青空少女隊ReBirth 清水としみつ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963 青空少女隊ReBirth 清水としみつ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3970 青春FORGET! 岬下部せすな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987 青春不想留白的高中生活 佐々木ミノル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3994 青春牛奶糖 若月惠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007 青春記: 詩人與名參謀 橋本屆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54014 青春記: 詩人與名參謀 橋本屆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54021 青梅竹馬笑戀人生 大谷二郎作; 意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038 青翠童年時光 御徒町鳩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045 青翠童年時光 御徒町鳩作; 皮皮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052 非警察Non Police 片山誠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069 非警察Non Police 片山誠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076 保育士的戀愛苦惱 山上梨由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083 保健室的獵物 毬田柚子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090 前世情人♪ 森見明日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106 前世情人♪ 森見明日作; 吳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113 品川宿貓物語 にしだかな作; 野菜咖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120 品川宿貓物語 にしだかな作; 野菜咖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137 品川宿貓物語 にしだかな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4144 品川宿貓物語 にしだかな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4151 型男的萬聖節: Party time 佐野響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168 帝王散發熱情香氣 真山純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175 帝都浪漫! 高橋冴未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182 帝都浪漫! 高橋冴未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199 帝都浪漫! 高橋冴未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4205 帝都浪漫! 高橋冴未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4212 幽靈美眉 井上行廣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229 很遺憾!冒險書的主角是魔王。 サイトウミチ作; KAKER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236 後知後覺的單戀之路! 六路黑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243 思春期生命體貝卡 林家志弦作; 蒼井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250 思鄉變奏曲 木木作; 余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267 拯救天使的手 竹澤宵子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274 拯救異星戀 不破慎理作;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281 拯救異星戀 不破慎理作;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298 指尖的媚藥 上川吉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304 政宗男子漢 木村周司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311 星和學園美男便當社! 海玉子作; dcaesar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328 星空下暗戀伊人 高井戶あけみ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410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54335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342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359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4366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4373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4380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4397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4403 星座宮神話. II, 甦醒的星座宮 冬木琉璃香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54427 星際宅急便第七班 秋山こいと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434 星學院工科大學夜間部 森島明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441 星霜綵絵 佐久間智代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458 星霜綵絵 佐久間智代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465 星願料理人 堀口純男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472 星願料理人 堀口純男作; 林豐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489 春待蝶戀歌 みろくことこ作; 黃萱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496 春夏秋冬: 春 ふんわり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502 春夏秋冬: 春 ふんわり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540 是奇蹟?還是愛情? 平喜多柚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519 亞熱帶9人甲子夢 神崎裕也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526 亞熱帶9人甲子夢 神崎裕也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533 亞熱帶9人甲子夢 神崎裕也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4557 亞留美的學習帳 金田一蓮十郎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564 亞留美的學習帳 金田一蓮十郎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571 柊小學戀愛俱樂部 あづまゆき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595 柊小學戀愛俱樂部 あづまゆき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601 柊小學戀愛俱樂部 あづまゆき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4625 柊小學戀愛俱樂部 あづまゆき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4632 柊小學戀愛俱樂部 あづまゆき作; 泱泱小妮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4588 邪童妖幻戀 白コトラ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618 那是愛啊 一之瀨綾子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649 那年代的愛恨情仇 吟鳥子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656 那年代的愛恨情仇 吟鳥子作; 谷百合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663 足球萌少女 瀨口和宏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670 足球萌少女 瀨口和宏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687 走馬燈株式會社 菅原敬太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694 走馬燈株式會社 菅原敬太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700 走馬燈株式會社 菅原敬太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4717 走馬燈株式會社 菅原敬太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4724 赤雪紛飛: 罪與懺悔 高瀨由香作; 正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762 赤色魔法 赤夏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786 赤&鐵 安達剛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793 赤&鐵 安達剛作; 郭明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854 私立彩陵高中超能力社(新裝版)= Sairyo private high school ESP club石田あきら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4878 私立彩陵高中超能力社(新裝版)= Sairyo private high school ESP club石田あきら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4885 私立彩陵高中超能力社(新裝版)= Sairyo private high school ESP club石田あきら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4908 私立彩陵高中超能力社(新裝版)= Sairyo private high school ESP club石田あきら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4915 私立彩陵高中超能力社(新裝版)= Sairyo private high school ESP club石田あきら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4922 私立彩陵高中超能力社(新裝版)= Sairyo private high school ESP club石田あきら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4939 私立彩陵高中超能力社(新裝版)= Sairyo private high school ESP club石田あきら作; 小鐵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4960 男僕天堂 嶋田尚未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4984 男僕天堂. 學校篇 嶋田尚未作; may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011 男僕☆新鮮人: 執事初體驗 VividColor原作; 小池マルミ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042 男孩有夠魔法 坂本麻乃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066 男子寮羅曼史 やしきゆかり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110 男子貞操危機! 嶋田尚未作; 末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134 男子貞操危機!. Round.2, 學生的本分 嶋田尚未作; 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196 男女♂女男♀ 阿部秀司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5240 男女♂女男♀ 阿部秀司作; K.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5547 小晶老師不可告人的秘密 志賀乃夷織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5554 狂愛達令 星森雪最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5561 狂愛達令 星森雪最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5578 我的英雄有很多秘密 橋本光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585 同崎課長還想再當受 由元千子作; LYT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592 你太崇拜我了。 相野可可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608 吶-老師,妳不懂嗎? 淺野彩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5615 吶-老師,妳不懂嗎? 淺野彩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5622 完美的緋聞 菊乃杏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5639 完美的緋聞 菊乃杏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5646 新娘是深閨少爺 上田にく作; 澄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653 多謝款待、處女櫻桃 GO毛力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660 喜歡的一半 織田綺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677 禁止入侵!!純血特區! 本田有馬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5769 獻給親愛A小姐的推理 森江慧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5783 晴時偶陣雨 大槻ミゥ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806 鄰居為何總是反覆無常 木山くら作; 柚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813 才不會愛上炮友 井伊イチノ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820 哺乳類♂人科 トビワシオ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837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5844 天使1/2方程式 日高万里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55851 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 紘千尋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5868 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 紘千尋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5875 狂鳴我的命定之番;β 楔ケリ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5882 Under My Skin 薄井いろは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5998 雙倍草莓的苦味蛋糕 暁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001 攻略貓系腹黑會長: 幸運配方99% 蔚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018 雨洗過的斜陽 絢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025 不可預傾訴於魔女之口 凝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162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56155 真假茱莉葉. Ⅱ 絵夢羅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56179 影子不需要戀愛。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6186 影子不需要戀愛。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6193 草莓蛋糕蛋糕 森下suu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6209 草莓蛋糕蛋糕 森下suu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6216 妖怪、寵溺 黑兔桃花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223 謊言般的初戀: 王子大人是抖S男公關 鈴井新汰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6230 謊言般的初戀: 王子大人是抖S男公關 鈴井新汰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6247 18歲、新妻、不倫。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6254 18歲、新妻、不倫。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6261 各位戀愛中的打工族們! 水野美波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278 罪惡之花中的閃耀星星 碧井春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285 十年之後,那天的那場雨。 幸田みう作; 揪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292 關於我的XXX沒有精神這件事 ko作; LYT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08 Over Line越線 まつだいお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15 導演,身為受的我不行嗎? 吹浦萩作; LYT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22 不能說的內幕 秋葉東子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39 殺手與自由業 秋治琢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46 Get Ready?: 準備好了? MAKI MINAMI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6353 如果能填補未曾擁有的愛情 せんみつ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60 跪舔求愛 山田ノノノ作; 某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77 人氣王子的戀愛指令 青丸夏々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391 在有著兄弟制度的不良學園,今天也被逼迫結義赤井白斑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667 發情Omega的餵食法 接骨木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674 馭我吧大神!美人過敏症師兄! 流螢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681 戀與香味的魅惑氣息: 王牌經紀人的甜香勾引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711 從幕後開始打擾了。 秋葉東子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058 港口、政策與人群移動: 觀看近代臺灣史的微視角= Port, policy and migration: a micro perspective of Taiwan modern history陳凱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8145 十善業道經 (大唐)于闐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制譯 平裝 1

9789869918152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 平裝 1

9789869918169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平裝 1

9789869918176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三藏紗門實叉難陀譯 平裝 1

9789869918190 大佛頂首楞嚴經 精裝 1

978986066260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風旛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 平裝 1

9789860662610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三藏法師玄奘奉制譯 平裝 1

9789860662672 佛說盂蘭盆經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730 綻放的生命: 感恩上天給我如此美好的生命 包德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4730 綻放的生命: 感恩上天給我如此美好的生命 包德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4747 隨波勵行 姚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57813 文物拍賣大典. 2021= 2021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auction魏麗萍, 劉洋名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837 藝術,原來要這樣看!10個口訣,秒懂藝術大師內心戲=Look again: how to experience the old masters奧森.沃德(Ossian Ward)作; 田立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7851 在美術館裡逛一天 妮雅.古德文.圖; 熊思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57868 呼嚕呼嚕的書店小貓 吳欣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57875 當藝術家變成貓: 藝術史上最強藝術貓的生活與時代=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c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artistic felines妮雅.古德(Nia Gould)作; 王文娟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57998 地獄空: 姚瑞中拍立得地獄寫景 姚瑞中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364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鄉土書寫獎作品集. 2021第二十屆徐惠隆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7146 你都不會 陳虹伃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7153 可愛的臉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160 妙妙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177 我的手我的腳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184 神祕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191 動物家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07 數學嬉遊記: 評量本 南一幼教幼小銜接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14 小小身體大祕密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21 動物好朋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典藏世家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07

送存冊數共計：1863

采薈軒文創美學



9789574437238 動物寶貝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45 淘氣的雨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52 頑皮的風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69 熱情的太陽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76 生活嬉遊記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283 小瓢蟲愛唱歌 微笑先生文; 薛慧瑩, 陳佳蕙, 游佳惠, 黃祈嘉, 杜冠臻圖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37290 小瓢蟲玩數學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杜冠臻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37306 小瓢蟲我最棒 Rose, 許麗萍文; 游佳惠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37313 小瓢蟲玩創意 星星文; 陳怡今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37320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A1 1

9789574437337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A2 1

9789574437344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A3 1

9789574437351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A4 1

9789574437375 洞洞樂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382 數學嬉遊記 南一幼教幼小銜接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399 ㄅㄆㄇ嬉遊記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405 ㄅㄆㄇ嬉遊記: 評量本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412 ㄅㄆㄇ嬉遊記: 閱讀本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443 ㄅㄆㄇ好朋友. 衝刺篇: 讀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450 ㄅㄆㄇ好朋友. 衝刺篇: 遊戲本 洪培珊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474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C1 1

9789574437481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C2 1

9789574437498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C3 1

9789574437504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C4 1

9789574437528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E1 1

9789574437535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E2 1

9789574437542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E3 1

9789574437559 數學小子學習本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E4 1

9789574437573 生活頂呱呱 丁元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580 ㄅㄆㄇ頂呱呱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597 數學頂呱呱 李香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603 數學頂呱呱: 評量本 李香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610 ㄅㄆㄇ頂呱呱: 評量本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627 ㄅㄆㄇ頂呱呱: 閱讀本 吳丹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641 小瓢蟲愛唱歌 微笑先生文; 游佳惠,莉秦, 黃祈嘉, 杜冠臻, 王書曼圖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37658 小瓢蟲玩數學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杜冠臻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37665 小瓢蟲我最棒 Rose文; 王秋香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37672 小瓢蟲玩創意 星星老師文; 陳怡今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37689 小蜜蜂音樂會. 1 微笑先生文; 王秋香, 薛慧瑩, 劉小屁, AUNT WU圖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696 小蜜蜂動動腦. 1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陳雅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702 小蜜蜂點點名. 1 TATA文; 吳芬娘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719 小蜜蜂藝起玩. 1 星星老師文; 大宇人.小宇宙圖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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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733 小蜜蜂動動腦. 2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文; 顏銘儀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740 小蜜蜂點點名. 2 TATA文; 游佳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757 小蜜蜂藝起玩. 2 DR.77文; 大宇人.小雨宙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818 Ez-Go數學復習講義 趙益男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437825 123起步走數學課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832 123起步走數學評量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849 全方位復習講義物理 陳昱統, 鍾淑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856 高中點線面全方位復習講義地球科學 傅志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931 ㄅㄆㄇ起步走國語課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948 ㄅㄆㄇ起步走國語評量本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955 動物寶貝(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962 ㄅㄆㄇ頂呱呱(教師手冊)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979 數學小子教師手冊. A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986 數學頂呱呱教師手冊 李香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993 數學小子教師手冊. C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006 數學小子教師手冊. E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013 顏色萬花筒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29 工具小百貨教師手冊 許麗萍, 蒲公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36 淘氣的雨滴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43 文字真奇妙教師手冊 徐月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50 臺灣小玩家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67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國文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74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英語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04 熱情的太陽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81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數學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198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社會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11 快速得分攻略考前30天大猜題: 自然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28 葉子王國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35 叭叭小汽車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42 玩布小超人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59 瓶罐小達人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66 紙張小高手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73 海洋探險隊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80 土裡的祕密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297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303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310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327 奇奇的夏天: 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389 奇奇的夏天(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396 奇奇的夏天(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02 動物狂歡節(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19 動物狂歡節(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26 動物狂歡節(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33 花生什麼事?(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40 花生什麼事?(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57 花生什麼事?(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64 查理長大了(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71 查理長大了(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88 查理長大了(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495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01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18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25 美好動物園(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32 美好動物園(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49 美好動物園(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56 地底妙世界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63 小小觀察家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70 圖案點點名教師手冊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87 小手玩雕塑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594 寶貝愛大樹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00 恐龍當家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17 寶貝愛地球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24 妙妙窗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31 歡喜慶團圓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48 歡喜過新年教師手冊 黃淑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55 世界真奇妙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62 歡喜去拜年教師手冊 黃淑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79 魔法橋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86 動物好朋友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693 植物好幫手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09 嘟嘟的特別乘客教師手冊 徐月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16 是誰畫的?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23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30 奇奇的夏天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47 妙妙管教師手冊 Latt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54 頑皮的風教師手冊 安平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61 元氣運動會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78 水果樂園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 Debb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85 生活小管家教師手冊 蕭淑玲, Debb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792 洞洞樂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繪本花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08 花生什麼事?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15 小小身體大祕密教師手冊 黃淑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39 可愛的臉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22 蘿蔔去哪裡(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46 蘿蔔去哪裡(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53 我的手我的腳教師手冊 顏怡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60 神祕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77 蘿蔔去哪裡(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84 動物家族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891 天空大發現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07 聲音叮叮噹教師手冊 安平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14 美味粉派對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21 動物狂歡節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574438938 節奏踢踢踏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45 好玩粉樂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52 巴布的探險(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69 巴布的探險(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76 童玩百寶箱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83 巴布的探險(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8990 玩具總動員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03 音樂DO RE MI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10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27 查理長大了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平裝 1

9789574439034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41 神奇粉魔術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58 玩具同樂會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65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72 冠軍運動王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96 是誰住在裡面呀?(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089 美好動物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02 我愛臺灣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19 是誰住在裡面呀?(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26 瓜果家族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33 是誰住在裡面呀?(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40 種子奇兵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57 創意捏捏樂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64 早安動物園(探索遊戲書)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71 一起瘋臺灣 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88 神奇妙妙畫教師手冊 夜貓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195 快樂玩蓋印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01 就是愛拼貼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18 繽紛花園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 星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25 動物服裝秀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32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平裝 1

9789574439249 動物高手教師手冊 吳霈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56 米多羊說故事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63 比格熊演故事教師手冊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70 符號躲貓貓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87 我們這一家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294 是誰住在裡面呀?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的繪本花園編著 平裝 1

9789574439300 早安動物園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317 禮物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324 數學嬉遊記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幼小銜接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331 陪我玩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348 文字真奇妙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4

9789574439348 文字真奇妙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4

9789574439348 文字真奇妙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9

9789574439355 符號躲貓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362 圖案點點名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379 元氣運動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386 冠軍運動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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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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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16 ㄅㄆㄇ好朋友. 預備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杜冠臻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23 ㄅㄆㄇ好朋友. 起跑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杜冠臻插畫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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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47 ㄅㄆㄇ嬉遊記教師手冊 周幸慧, 吳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54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起跑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61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預備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78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聲符暖身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85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韻符暖身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492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超越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508 ㄅㄆㄇ好朋友教師手冊. 衝刺篇 洪培珊, 陳宜雯, 欒美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690 陪我玩(探索遊戲書)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06 禮物(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13 禮物(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20 禮物(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37 巴布的探險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44 貝比兔聽故事教師手冊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51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68 小小運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75 嘟嘟小火車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82 我的麻吉朋友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799 SUPER小學教師手冊 安平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05 SUPER好朋友教師手冊 吳霈懃,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12 我是SUPERMAN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29 寶貝愛大海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36 自然大驚奇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43 快樂屋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50 植物小玩家教師手冊 Dr.77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67 海洋大鯨奇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74 魚兒嘉年華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881 星球大冒險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繪本花園編著 初版 平裝 -9

9789574439881 星球大冒險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繪本花園編著 初版 平裝 10

9789574439898 地底大冒險教師手冊 Latt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04 小小運動員教師手冊 星星老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11 陽光菜園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 蒲公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28 家電總動員教師手冊 陳安平, 星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35 陸海空點點名教師手冊 許麗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42 翻滾寶貝教師手冊 Latt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59 彈跳奇兵教師手冊 星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66 遊戲小子教師手冊 佳伶老師繪本花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73 嘟嘟的特別乘客(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80 嘟嘟的特別乘客(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9997 嘟嘟的特別乘客(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05 是誰畫的?(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12 是誰畫的?(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29 是誰畫的?(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36 ㄅㄆㄇ起步走國語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43 貝比兔聽故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50 米多羊說故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67 比格熊演故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74 世界真奇妙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81 瓜果家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098 我的麻吉朋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04 瓶罐小達人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11 葉子王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28 種子奇兵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35 童玩百寶箱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42 一起瘋臺灣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59 動物服裝秀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66 臺灣小玩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73 自然大驚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80 快樂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197 植物小玩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03 植物好幫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10 寶貝愛地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27 小手玩雕塑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34 好玩粉樂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41 寶貝愛大樹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58 土裡的祕密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65 地底妙世界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72 叭叭小汽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89 嘟嘟小火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296 陸海空點點名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02 翻滾寶貝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19 彈跳奇兵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26 歡喜去拜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33 遊戲小子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40 蘿蔔去哪裡教師手冊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71 妙妙窗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88 玩布小超人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395 紙張小高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01 玩具總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18 星球大冒險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25 Super好朋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32 歡喜慶團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49 Super小學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56 玩具同樂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63 神奇粉魔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70 美味粉派對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87 我們這一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494 魚兒嘉年華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00 地底大冒險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17 我是Superman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24 恐龍當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31 海洋大鯨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48 海洋探險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55 我愛臺灣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62 動物高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79 天空大發現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86 寶貝愛大海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593 就是愛拼貼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609 快樂玩蓋印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616 音樂Do Re Mi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623 神奇妙妙畫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630 創意捏捏樂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647 節奏踢踢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654 聲音叮叮噹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685 顏色萬花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722 繽紛花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739 水果樂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746 工具小百貨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753 生活小管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760 家電總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0777 陽光菜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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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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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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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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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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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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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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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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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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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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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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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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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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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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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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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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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教師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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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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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1026 小小觀察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033 魔法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040 歡喜過新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057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課本.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劉如熹, 邱智宏, 周芳妃, 吳明禧, 陳昭錦, 陳偉民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132 熱鬧一夏教師手冊 TAT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149 清涼一夏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156 趣味一夏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163 清涼一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170 熱鬧一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187 趣味一夏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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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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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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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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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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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3914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1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21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2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38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3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45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4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52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5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69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6上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76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1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83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2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3990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3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003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4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010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5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027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6上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034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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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041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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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058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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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065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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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072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1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089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2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096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3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02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4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19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5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26 國民小學國語隨堂演練. 6下 南一語文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40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1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57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2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64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3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71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4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88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5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195 國民小學數學隨堂演練. 6下 南一數學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4201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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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218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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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225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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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232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隨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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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436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課本.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劉如熹, 邱智宏, 周芳妃, 吳明禧, 陳昭錦, 陳偉民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4386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國文 謝孟桓, 張麗芬, 張耿豪, 王敘馨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393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英語 沈芷楹, 林筱雯, 黃懷萱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09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數學 李奇士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16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自然與生活科技 蘇弘毅, 薛子儀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23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社會 陳玲琴, 李鎮獻, 官玫璇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30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國文 郭力瑜, 張耿豪, 孟荀儒, 陳元貞, 王敘馨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47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英語 黃慧婷, 趙昀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54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數學 陳志鴻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61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自然與生活科技 王捷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78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歷史 張宸銘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85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地理 吳正宇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492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公民 姚仁傑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08 國中學習標竿國文 柯宇龍, 周俊呈, 李雅雯, 梁馨頤, 李志偉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15 國中學習標竿英語 梁玲瑜, 邱鈺傑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22 國中學習標竿數學 蘇博, 盧建民, 張永, 林意苓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39 國中學習標竿自然與生活科技 楊婷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46 國中學習標竿歷史 施清泰, 黃嘉熏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53 國中學習標竿地理 侯文成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60 國中學習標竿公民 王力平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77 國中會考王國文 吳冠賢, 王敘馨, 徐芳薇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84 國中會考王英語 陳伶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591 國中會考王數學 陳增榮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607 國中會考王自然與生活科技 黃玉明, 楊輝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614 國中會考王歷史 李健銘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621 國中會考王地理 陳佑婷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638 國中會考王公民 劉伯成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04645 國中英語聽力王 黃湘淳編著 其他 第6冊 1

9789865304652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國文 林如月, 李雅雯, 柯龍, 吳浥青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669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英語 李婕妤, 黃懷萱, 曹珮綺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676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數學 李奇士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683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自然 Spicy10, May Kuo, Peter Hsu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690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社會 吳正宇, 李鎮獻, 陳玫, 洪道, 鐘太宏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06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國文 張耿豪, 孟荀儒, 廖婉婷, 蘇曉慧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13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英語 黃慧婷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20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數學 陳志鴻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37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自然 賴怡樺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44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歷史 黃嘉熏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51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地理 林佳瑩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68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公民 姚仁傑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75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國文 郭力瑜, 李志偉, 高珮軒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82 國中學習標竿英語 梁玲瑜, 邱鈺傑, 陳伶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799 國中學習標竿數學 張喬閔, 陳東崙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05 國中學習標竿自然 張佳昕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12 國中段考王國文 陳韋伸, 王彤, 曹子靖, 黃偉峰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29 國中段考王英語 John Chen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36 國中段考王數學 林毅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43 國中段考王自然 米可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50 國中段考王歷史 李允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67 國中段考王地理 陳佑婷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74 國中段考王公民 王力平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04881 國中英語聽力王 黃湘淳編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304904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國文 柳色青, 李雅, 黃國書, 施教麟, 張育瑄, 林如月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11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英語 李婕妤, 黃懷萱, 曹珮綺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28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數學 李奇士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35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自然 梅寇芬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42 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社會 吳正宇, 李鎮獻, 洪道, 紀念宜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59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國文 呂雅雯, 郭力瑜, 張育瑄, 楊順盛, 高珮軒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66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英語 黃慧婷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73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數學 陳志鴻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80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自然 王捷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4997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歷史 黃嘉熏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00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地理 林佳瑩, 王新日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17 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公民 姚仁傑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24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國文 李志偉, 林香吟, 孟荀儒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31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英語 梁玲瑜, 邱鈺傑, 陳伶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48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數學 陳東崙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55 國中學習標竿講義自然 楊宜蓁, 楊子萱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62 國中段考王國文 陳韋伸, 陳人豪, 徐芳薇, 楊順盛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79 國中段考王英語 John Chen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86 國中段考王數學 林毅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093 國中段考王自然 李明憲, 李嘉琪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109 國中段考王歷史 李允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116 國中段考王地理 陳佑婷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123 國中段考王公民 王力平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05130 國中英語聽力王 黃昕編著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305147 國中國文成語隨身碟. Ⅰ 曾華娟, 徐高鳳, 黃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154 國中國文成語隨身碟. Ⅱ 徐高鳳, 黃萱, 曾華娟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161 國中國文成語閱讀雙效學 鄭新岩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178 國中國文閱讀部落格. Ⅰ 黃國書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185 國中國文閱讀部落格. Ⅱ 黃國書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192 國中英語主題式常用字彙Super 2000 江皆慶, 江皆瑤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208 國中英語主題式基本字彙Super 1200 謝素薰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215 國中英語字母拼讀 & KK音標 張文誠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222 國中英語主題式超強字彙Super 2500 陳伶, 鄭默編著 其他 1

9789865305239 國中英語文法句型快樂學習 賴裕仁(賴伯超)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05246 國中英語文法句型快樂學習 賴裕仁(賴伯超)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305260 國中英語圖解文法EZ通 黃慧婷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05277 國中英語圖解文法EZ通 黃慧婷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305291 國中英語樂活英語.心文法 林逸萍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05307 國中英語樂活英語.心文法 林逸萍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305321 國中英語主題閱讀Four in One 黃書文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05338 國中英語主題閱讀Four in One 黃書文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305352 國中英語閱讀Let’s Go 黃慧婷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05369 國中英語閱讀Let’s Go 李婕妤, 莊艾薇編撰 平裝 下冊 1

9789865305383 國中英語克漏字大師題組測驗 Richard Chen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05390 國中英語克漏字大師題組測驗 James Chen, Joy Chu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305413 國中英語綜合練習All in One. 基礎篇 楊金薇, 林采霏, 李芝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420 國中英語綜合練習All in One. 進階篇 楊金薇, 林采霏, 李芝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437 國中英語主題式會考英聽達人 蔡依凡編著 其他 上冊 1



9789865305444 國中英語主題式會考英聽達人 蔡依凡編著 其他 下冊 1

9789865305468 國中英語長文篇章閱讀策略Follow Me 黃書文, 黃聿棻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475 國中國文閱讀理解特訓班 梁馨頤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482 國中國文形音義辨 欒家蓁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499 國中國文閱讀題組 黃國書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05 升高中點線面國文科題組(閱讀測驗) 林祈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12 國中國文閱讀全攻略 林士敦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29 國中國文閱讀On Line 2.0 施教麟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36 國中國文閱讀進行曲. Ⅰ 黃國書, 黃孝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43 國中國文閱讀進行曲. Ⅱ 黃國書, 黃孝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50 國中國文晨讀任意門 林孜禹, 沈政傑, 周思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67 國中國文短篇引導式作文. Ⅰ 何美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74 國中國文短篇引導式作文. Ⅱ 李妙倫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81 國中國文作文High翻天 陳正家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598 國中國文語文High翻天 陳正家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604 國中國文文意判讀 黃國書, 吳冠賢, 林姿華, 胡秀美, 莊瑞忠, 陳元貞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611 國中國文文意全攻略 林士敦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628 國中國文會考.經典文言100 李耀宗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635 國中數學能力特訓班. I 方姝蘋, 吳如皓, 李國賢, 莊惟棟, 郭逸民, 黃憲茂, 楊智強, 謝惠萍編著平裝 1

9789865305642 國中數學能力特訓班. II 方姝蘋, 吳如皓, 李國賢, 莊惟棟, 郭逸民, 郭進壽, 黃憲茂, 楊智強, 謝惠萍編著平裝 1

9789865305659 國中數學能力特訓班. III 方姝蘋, 吳如皓, 李國賢, 莊惟棟, 郭逸民, 郭進壽, 黃憲茂, 楊智強, 謝惠萍編著平裝 1

9789865305666 國中自然生物圖表攻略 黃佩瑩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305673 國中自然生物圖表攻略 黃佩瑩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305697 國中自然科生物學習圖表通鑑 黃佩瑩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703 國中自然科理化學習圖表通鑑 黃佩瑩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710 國中自然科地科學習圖表通鑑 潘建熾編繪 平裝 1

9789865305727 國中社會科中國歷史學習圖表通鑑 陳蓉編繪 平裝 1

9789865305734 國中社會科世界歷史學習圖表通鑑 陳蓉編繪 平裝 1

9789865305741 國中社會科臺灣地理學習圖表通鑑 夏允成編繪 平裝 1

9789865305758 國中社會科中國地理學習圖表通鑑 夏允成編繪 平裝 1

9789865305765 國中社會科世界地理學習圖表通鑑 李安安編繪 平裝 1

9789865305772 國中社會科公民學習圖表通鑑 陳得觀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578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教師手冊. IV 劉如熹, 邱智宏, 周芳妃, 吳明禧, 陳昭錦, 陳偉民編撰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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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30623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課本.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鍾楊聰, 吳雨哲, 鄭乃彧, 龔雍任, 詹濠先編撰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636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教師手冊.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鍾楊聰, 吳雨哲, 鄭乃彧, 龔雍任, 詹濠先編撰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6496 數學非選特攻60題 曾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670 數學非選關鍵100題 曾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755 3688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762 3688應用題彙編: 國文科寫作練習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779 3688應用題彙編: 自然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786 3688應用題彙編: 社會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793 3688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809 3688應用題彙編: 數學科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830 3688應用題彙編: 英語科聽力測驗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其他 1

9789865306847 秒解數非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85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教師手冊. V 劉如熹, 邱智宏, 周芳妃, 吳明禧, 陳昭錦, 陳偉民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6861 歷屆會考精選試題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885 秒懂會考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892 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 國小中年級課程. 1李永貞, 陳愫儀, 陳人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6908 3688應用題彙編 南一書局評鑑測驗中心模擬考試題研發團隊編著 其他 全套 1

9789865306915 數學素養精選101 蘇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6855 生酮哪有那麼難!: 最專業的生酮教練Martyn陪你一起成功生酮陳世修(Marty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76886 神靈臺灣.第一本親近神明的小百科: 長輩沒教,但你一定要知道的神明微歷史、拜拜小知識林金郎撰文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5

送存冊數共計：522

柿子文化



9789869976893 連皇帝都在看的善惡練習題: 跟著太上老君打造好命提款機太上老君著; 黃健原(淼上源), 吳書香白話撰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012 占星自學聖經: 自己的命盤自己解,了解一切未知的祕密喬安娜.瑪婷.沃弗克(Joanna Martine Woolfolk)著; 実瑠茜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029 打通靈性覺醒的人體空間通道: 從能量密室到松果體,轉化高層意識,開啟宇宙智慧!謝繡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074 餓死癌細胞救命必讀聖經: 讓醫師和研究人員震驚並受到啟發的抗癌寶典= How to starve cancer: without starving yourself潔恩.麥克利蘭(Jane McLelland)著; 謝明珊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111 給所有想當媽媽的人．科學實證養卵聖經: 現在準備剛剛好,養好卵子生寶寶= It starts with the egg瑞貝卡.費特(Rebecca Fett)著; 謝汝萱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6286 碎夢大道 臥斧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5777 政治檔案會說話 陳進金, 陳翠蓮, 吳俊瑩, 蘇慶軒, 林正慧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0719 夢見星星徹夜未眠 盆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726 我的鄰居有陰陽眼. 3, 茶餘鬼話 季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733 我的鄰居有陰陽眼= My neighbor can see ghosts 季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740 上上籤 季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9290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 臺灣總督府番族調查會編 台北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89368 客法大辭典 Ch. Rey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2297 九月殘陽: 往事記憶三部曲最終章 王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8561 澎湖灣的荷蘭船: 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楊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8578 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 郝妮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43226 引擎原理 許呈宇, 楊子岳, 詹勳從, 陳幸忠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643233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王金柱, 吳丞宇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643240 引擎實習 楊國榮, 陳幸忠, 林大賢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643257 機械基礎實習 楊仁聖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643264 機械製造 王千億, 王俊傑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43271 機械製圖實習 李宗積, 林彥伶, 林欣儀編著 初版一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43288 飾品設計與實務 傅妘淇 , 楊素玉 , 黃羿綾 , 楊惠如 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4329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A 林錫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330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B 林錫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331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A 朱芳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3325 資訊科技 王雅惠, 陳宗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349 旁通的道與雙智慧 許炳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5302 傳承: 南台中家扶之友會40週年特刊= Taichung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40 anniversary陳彩雲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台中家扶之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春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陌上商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622 活用高中選修物理精析(力學II與理想氣體) 紀延平, 張大揚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87639 活用國中會考複習講義理化. 八年級 蕭駿宇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87646 活用國中數學會考複習講義(108新課綱). 1-4冊盧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87653 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 5 盧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87660 活用數學會考通. 5(K版) 盧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87677 活用數學會考通. 5(H版) 盧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87684 活用數學會考通. 5(N版) 盧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4837 認識主: 初信造就課程 朴鍾珊作 修訂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3150 <>製作全紀錄: 獨家收錄未曝光劇照、劇組幕後訪談及製作花絮歷程可米傳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3174 塵埃與灰燼 艾米.哈蒙(Amy Harmon)著; 林小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3181 最後56天最想跟爸媽一起做的46件事 春光編輯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3204 光影華爾滋: 每部電影,都是一支擁抱內心的迴旋舞Krist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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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3396 人間告白 金魚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052 2021台灣現況: 反焚復燃 謝和霖, 黃煥彰, 陳世雄, 羅允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92681 緝毒犬與檢疫貓 沙承橦.克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698 反派的戀愛之路 陌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04 與你談場永不分離的戀愛 倪小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11 追跡 許信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28 漫遊星河奮鬥錄 花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35 你總會燦爛如昔 青茶無糖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42 我的地基主室友 終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59 男主角養成法則 陌櫻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66 卡術師 軸見康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780 DNA殺手 佘炎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858 我在這首歌的盡頭,等妳 東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872 唯一無二 自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889 愛上你的每個瞬間 恬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896 空繭 游善鈞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50955 被強暴以後 洛玥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181 飛來橫犬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235 鬼知道我經歷什麼 莫晨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259 裝乖 奶黃菠蘿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310 爆彈的露露西亞. 1, 來自深淵的奏鳴曲 雷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464 網配之倒數歸零 接骨木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耶民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弘



9789865051525 梔子花開(橫版) 哈哈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532 星臨之基友倒貼手冊(橫版)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549 獄王(橫版) 一個神經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556 愛情缺失(橫版) 洛玥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563 最後的守衛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600 解鎖黑貓的108式 夜行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679 親愛的,請標記我吧 洛玥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004 全宇宙最後一隻貓 醉飲長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7281 我們的情緒. 1, 傷心的努兒 科奇卡(Kochka)文; 瑪麗.樂吉馬(Marie Leghima)圖; 王晶盈譯1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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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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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601 辛巴有乖乖聽話嗎?= Did Simba listen? 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1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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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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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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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687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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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69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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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700 才沒這回事呢!= とんでもない 鈴木典丈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717 睡覺時間到了!= ねるじかん 鈴木典丈文.圖; 黃惠綺譯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724 尼莫放暑假= Nemo summer fun 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1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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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748 森林森林雞蛋糕 黃雅玲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755 燕子回家 黃玉玲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762 我們的情緒. 2, 生氣的莉莉 科奇卡(Kochka)文; 蘇菲.波姆(Sophie Bouxom)圖; 王晶盈譯1版 精裝 1

9789865517779 我的夢想車= 꿈의 자동차 河亞成文.圖; 簡郁璇譯 1版 精裝 1

9789865517786 千貽糖 瑪雅麗娜.雷姆克(Marjaleena Lembcke)作; 瑪琳.紐曼(Malin Neumann)繪; 劉相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793 米奇度假去 南西.派倫特(Nancy Parent)文; 丸山傑哈德(Jerrod Maruyama)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816 胡迪上學去 南西.派倫特(Nancy Parent)文; 丸山傑哈德(Jerrod Maruyama)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830 我們的情緒. 3, 嫉妒妹妹的阿奇= Une épine de jalousie pour Achille科奇卡(Kochka)文; 蘇菲.波姆(Sophie Bouxom)圖; 王晶盈譯1版 精裝 1

9789865517847 我們的情緒. 4, 找回自信的露娜= Une graine de confiance pour Luna科奇卡(Kochka)文; 拉斐爾.米赫德(Raphaëlle Michaud)圖; 王晶盈譯1版 精裝 1

9789865517878 我們的情緒. 5, 媽媽給卡漢的愛之吻 科奇卡(Kochka)文; 克蕾蒙.潘尼古(Clémence Pénicaud)圖; 王晶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885 我們的情緒. 6, 慌張的夏琳 科奇卡(Kochka)文; 吉哈汀.康森努(Géraldine Cosneau)圖; 王晶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39 我們的情緒. 7, 蓋賓的害羞泡泡= Une bulle de timidite pour Gabin科奇卡(Kichka)文; 蘇菲.波姆(Sophie Bouxom)圖; 王晶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46 愛麗絲想長大 南西.派倫特(Nancy Parent)文; 丸山傑哈德(Jerrod Maruyama)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53 大佛的夏日祭典 苅田澄子文; 中川学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60 我們的情緒. 8, 開心無比的艾洛伊 科奇卡(Kichka)文; 蘇菲.波姆(Sophie Bouxom)圖; 王晶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77 米妮和迷路的獨角獸= Minnie and the lost unicorn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84 阿齊不想睡= Who's not sleepy? 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76348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76799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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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5470 沒有名字的人: 七路迷宮 FOXFOXB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5487 一品仵作 鳳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5494 一品仵作 鳳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8983 中國遊樂園大圖鑑: 直擊北部篇 關上武司作; 陳宛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0009 王國物語 中村明日美子作; 貝貝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星巡文化



9789571090177 五星物語 永野護作; 戴小樹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92065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1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1092072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1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1092089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1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1092096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1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1092102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1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571092119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1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571092126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許嘉祥譯 1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571092881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93093 OPUS靈魂之橋: 廢墟裡的銀河 月亮熊, SIGO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3239 30歲之後的coming out 夏原サイケ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291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 田畑由秋, 大熊由護作; 林武三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93307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 田畑由秋, 大熊由護作; 林武三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93314 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 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93574 社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93475 總之就是很可愛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93703 半澤直樹(漫畫版) 池井戸潤原作; 黃娟芳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3734 我的露營人生Life is Camp: 就是不出來遊山玩水,所以才會變老!winpy-jijii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758 宵物語 西尾維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3796 重返查令十字路84號 海蓮.漢芙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833 我所想像的激色轉生豔遇才不是這樣 都みめこ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840 spilt milk: 濆濺的乳汁 dotsuco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895 中國遊樂園大圖鑑. 潛入中部篇 關上武司作; 陳宛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901 中國遊樂園大圖鑑. 探索南部篇 關上武司作; 陳宛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4397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94007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耘希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94014 雖然店長少根筋 早見和真作; 洪于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94021 旅行的形狀: 影像札記 陳浪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94069 Instant/Film: 周信佐寫真 周信佐, 曾崇倫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94229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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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1

9789571094359 有貓的日常 ふじひと作; Shion譯 1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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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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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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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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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精裝 1

9789571094441 GC遊戲頻道: 黃易派來的快速上手攻略 黃耕雲編輯 其他 1

9789571094458 GC遊戲頻道: 黃易派來的深度攻略 黃耕雲編輯 其他 1

9789571094489 天獄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94496 在昨日的春天等待你 八目迷作; AK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4502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anthology. 1: 雪乃side渡航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4618 GC遊戲頻道: 鬥陣特工特輯 尖端出版GC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4625 GC遊戲頻道: 爐石戰記特輯 尖端出版GC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4649 Wolf狼: 李漢城個人寫真 李漢城作 其他 1

9789571094663 元來有你: 吳元元數位寫真書 吳元元, 莉奈作 其他 1

9789571094724 GC遊戲頻道: 陰陽師Onmyoji特輯 尖端出版GC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4786 金火旺ㄟ春天系列1+2合集 羽宸寰, valleyhu作 其他 1

9789571095035 Heartbeat: 芳婷電子寫真書 芳婷, 艾迪作 其他 1

9789571095257 彩虹小馬. 7, 歡迎來到無盡自由森林! 奧麗薇亞.倫敦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95318 凝望: Mika數位寫真書 徐韻庭, 艾迪作 其他 1

9789571095363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獅子座: 虎口拔鬚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455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天秤座: 八面玲瓏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462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2 艾迪作 其他 1

9789571095653 仲夏晏之夢: 黃上晏數位寫真 黃上晏, 莉奈作 其他 1

9789571095745 繁花似錦: 花兒林佳音數位寫真 林佳音, 戴群芳作 其他 1

9789571095769 元氣東京: 吳婕安寫真書(數位完全版) 吳婕安, 林千翔作 其他 1

9789571095868 大萌妹子: 同名數位寫真 大萌妹子, 戴群芳作 其他 1

9789571095912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095929 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 前屋進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95967 救世者之樹 尖端出版GC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6025 GC遊戲頻道: 爐石戰記特輯 尖端出版GC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6049 GC遊戲頻道: 鬥陣特工特輯 尖端出版GC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6155 GC遊戲頻道: 陰陽師Onmyoji特輯 尖端出版GC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6285 凝望: Mika數位寫真書 徐韻庭, 艾迪作 其他 1

9789571096377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天秤座: 八面玲瓏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599 元氣東京: 吳婕安寫真書(數位精華版) 吳婕安(元元), 林千翔作 其他 1

9789571096766 布蕾甜你心: 藍星蕾數位寫真 藍星蕾, 莉奈作 其他 1

9789571096827 媽媽記事 林廉恩文.圖 1版 精裝 1

9789571096834 最親密的男性友人 紺色ルナ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6841 迷失在情慾之夏 赤星ジェイク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96858 令人融化的綻放. 續 しゅがーぺろぺろ作; 貝貝譯 1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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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1

9789571096889 天上天下. 6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896 天上天下. 8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02 天上天下. 12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19 天上天下. 18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26 天上天下. 4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6933 天上天下. 19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40 天上天下. 15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57 天上天下. 11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64 天上天下. 17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71 天上天下. 14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88 天上天下. 7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6995 天上天下. 5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008 天上天下. 13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015 天上天下. 1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022 天上天下. 22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039 天上天下. 10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046 天上天下. 2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053 天上天下. 16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060 天上天下. 3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077 天上天下. 20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084 天上天下. 21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091 天上天下. 9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07 天上天下. 22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14 天上天下. 21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21 天上天下. 18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38 天上天下. 20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45 天上天下. 15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52 天上天下. 9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69 天上天下. 10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76 天上天下. 13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83 天上天下. 14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190 天上天下. 8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206 天上天下. 6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213 天上天下. 7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220 天上天下. 5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237 天上天下. 4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244 天上天下. 3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9789571097251 天上天下. 19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268 天上天下. 12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275 天上天下. 17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282 天上天下. 11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299 天上天下. 16 大暮維人著;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7305 天上天下. 2 大暮維人著; 張瑞堂譯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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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7329 荒潮 陳楸帆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97343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1097374 前進<<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漫威電影宇宙美術設定集= The road to Marvel's Avengers:Endgame艾樂妮.盧索斯(Eleni Roussos)作 1版 精裝 1

9789571097381 當哈普書開始說話= When Halbook talks 遊戲熵Gamtropy作 1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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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7404 奇蹟 林珮瑜作 1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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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97428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97442 總之就是很可愛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97459 世界的盡頭. 1 牧野葵作 其他 1

9789571097466 世界的盡頭. 2 牧野葵作 其他 1

9789571097473 世界的盡頭. 3 牧野葵作 其他 1

9789571097480 世界的盡頭. 4 牧野葵作 其他 1

9789571097497 夜王. 16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03 夜王. 24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10 夜王. 6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27 夜王. 8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34 夜王. 2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41 夜王. 28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58 夜王. 26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65 夜王. 4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72 夜王. 23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89 夜王. 12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596 夜王. 9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02 夜王. 13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19 夜王. 14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26 夜王. 18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33 夜王. 19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40 夜王. 17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57 夜王. 15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64 夜王. 29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71 夜王. 27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88 夜王. 22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695 夜王. 25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01 夜王. 20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18 夜王. 21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25 夜王. 10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32 夜王. 7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49 夜王. 3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56 夜王. 11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63 夜王. 1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70 夜王. 5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7787 巧克力波斯菊. 1 春田菜菜作 其他 1

9789571097800 巧克力波斯菊. 3 春田菜菜作 其他 1

9789571097817 巧克力波斯菊. 4 春田菜菜作 其他 1

9789571097824 仙人掌的秘密. 1 春田菜菜作 其他 1

9789571097831 仙人掌的秘密. 2 春田菜菜作 其他 1

9789571097848 仙人掌的秘密. 3 春田菜菜作 其他 1

9789571097855 仙人掌的秘密. 4 春田菜菜作 其他 1

9789571097862 可以喜歡上妳嗎?. 1 椎葉奈那作 其他 1

9789571097879 可以喜歡上妳嗎?. 2 椎葉奈那作 其他 1

9789571097886 回憶中的金平糖. 1 持田秋作 其他 1

9789571097893 回憶中的金平糖. 2 持田秋作 其他 1

9789571097909 幸運情人草. 17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16 幸運情人草. 21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23 幸運情人草. 16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30 幸運情人草. 10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47 幸運情人草. 11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54 幸運情人草. 20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61 幸運情人草. 9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78 幸運情人草. 7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85 幸運情人草. 19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7992 幸運情人草. 3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05 幸運情人草. 1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12 幸運情人草. 18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29 幸運情人草. 12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36 幸運情人草. 5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43 幸運情人草. 4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50 幸運情人草. 14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67 幸運情人草. 2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74 幸運情人草. 22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81 幸運情人草. 24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098 幸運情人草. 15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104 幸運情人草. 8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111 幸運情人草. 6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128 幸運情人草. 13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135 幸運情人草. 23 稚野鳥子作 其他 1

9789571098142 王牌酒保. 17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159 王牌酒保. 5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166 王牌酒保. 18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173 王牌酒保. 15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180 王牌酒保. 19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197 王牌酒保. 13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03 王牌酒保. 16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10 王牌酒保. 14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27 王牌酒保. 8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34 王牌酒保. 12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41 王牌酒保. 11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58 王牌酒保. 21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65 王牌酒保. 4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72 王牌酒保. 9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89 王牌酒保. 7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296 王牌酒保. 1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302 王牌酒保. 6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319 王牌酒保. 20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326 王牌酒保. 3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333 王牌酒保. 10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340 王牌酒保. 2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其他 1

9789571098357 王牌酒保a Paris. 3 城安良嬉, 加治佐修作 其他 1

9789571098364 王牌酒保a Paris. 2 城安良嬉, 加治佐修作 其他 1

9789571098371 王牌酒保a Paris. 1 城安良嬉, 加治佐修作 其他 1

9789571098494 熱源 川越宗一著 其他 1

9789571098517 我念你如初 顧西爵著 其他 1

9789571098586 熱源 川越宗一作; HANA譯 其他 1

9789571098609 怪胎.幕後影像紀實 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98616 令人瞠目結舌的Minecraft不可思議900+α究極玩法盧品霖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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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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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精裝 1

9789571098654 世界的盡頭. 2 牧野葵作 其他 1

9789571098647 世界的盡頭. 1 葵牧野作 其他 1

9789571098661 世界的盡頭. 3 牧野葵作 其他 1

9789571098678 世界的盡頭. 4 牧野葵作 其他 1

9789571098685 夜王. 3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692 夜王. 12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08 夜王. 13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15 夜王. 11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22 夜王. 25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39 夜王. 1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46 夜王. 20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53 夜王. 14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60 夜王. 5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77 夜王. 8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84 夜王. 21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791 夜王. 29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07 夜王. 28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14 夜王. 17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21 夜王. 16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38 夜王. 18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45 夜王. 19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52 夜王. 6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69 夜王. 27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76 夜王. 24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83 夜王. 22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890 夜王. 7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06 夜王. 26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13 夜王. 15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20 夜王. 2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37 夜王. 23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44 夜王. 9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51 夜王. 4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68 夜王. 10 倉科遼, 井上紀良作 其他 1

9789571098975 巧克力波斯菊. 1 春田菜菜作; 小君譯 其他 1

9789571098982 巧克力波斯菊. 2 春田菜菜作; 小君譯 其他 1

9789571098999 巧克力波斯菊. 3 春田菜菜作; 小君譯 其他 1

9789571099002 巧克力波斯菊. 4 春田菜菜作; 小君譯 其他 1

9789571099019 仙人掌的秘密. 1 春田菜菜作; 劉美志譯 其他 1

9789571099026 仙人掌的秘密. 2 春田菜菜作; 劉美志譯 其他 1

9789571099033 仙人掌的秘密. 3 春田菜菜作; 劉美志譯 其他 1

9789571099040 仙人掌的秘密. 4 春田菜菜作; 劉美志譯 其他 1

9789571099057 可以喜歡上妳嗎?. 1 椎葉奈那作; 黃翊蘋譯 其他 1

9789571099064 可以喜歡上妳嗎?. 2 椎葉奈那作; 黃翊蘋譯 其他 1

9789571099071 回憶中的金平糖. 1 持田秋作; 可莉露譯 其他 1

9789571099088 回憶中的金平糖. 2 持田秋作; 可莉露譯 其他 1

9789571099095 幸運情人草. 1 稚野鳥子作; 水風薰譯 其他 1

9789571099101 幸運情人草. 2 稚野鳥子作; 水風薰譯 其他 1

9789571099118 幸運情人草. 3 稚野鳥子作; 水風薰譯 其他 1

9789571099125 幸運情人草. 4 稚野鳥子作; 水風薰譯 其他 1

9789571099132 幸運情人草. 5 稚野鳥子作; 水風薰譯 其他 1

9789571099149 幸運情人草. 6 稚野鳥子作; 水風薰譯 其他 1

9789571099156 幸運情人草. 21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163 幸運情人草. 9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170 幸運情人草. 7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187 幸運情人草. 23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194 幸運情人草. 22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00 幸運情人草. 13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17 幸運情人草. 24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24 幸運情人草. 20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31 幸運情人草. 14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48 幸運情人草. 18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55 幸運情人草. 19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62 幸運情人草. 17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79 幸運情人草. 15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86 幸運情人草. 12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293 幸運情人草. 11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309 幸運情人草. 16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316 幸運情人草. 8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323 幸運情人草. 10 稚野鳥子作; 向日葵譯 其他 1

9789571099330 王牌酒保a Paris. 1 城安良嬉, 加治佐修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347 王牌酒保a Paris. 2 城安良嬉, 加治佐修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354 王牌酒保a Paris. 3 城安良嬉, 加治佐修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361 王牌酒保. 17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378 王牌酒保. 15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385 王牌酒保. 8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392 王牌酒保. 20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08 王牌酒保. 9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15 王牌酒保. 12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22 王牌酒保. 7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39 王牌酒保. 5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46 王牌酒保. 1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53 王牌酒保. 16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60 王牌酒保. 14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77 王牌酒保. 13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84 王牌酒保. 21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491 王牌酒保. 18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07 王牌酒保. 11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14 王牌酒保. 4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21 王牌酒保. 19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45 王牌酒保. 3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52 王牌酒保. 6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69 王牌酒保. 10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76 王牌酒保. 2 長友健篩, 城安良嬉作; 游若琪譯 其他 1

9789571099583 永遠的第1名: WBL1寫真書 結果娛樂作 其他 1

9789571099590 永遠的第1名: WBL1寫真書 結果娛樂著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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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9743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99750 明天請和我談戀愛! 山本小鐵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99767 被愛狠咬一口的掃把星= さすらい 東山彰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99774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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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9798 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 北条司原著; えすとえむ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99804 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 北条司原著; えすとえむ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9811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99828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99835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99842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099859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99866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99873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99880 城市獵人完全版 北条司作; 謝怡苓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99903 第2名的逆襲: We Best Love 2寫真書 結果娛樂, WeTV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99910 私廚女王Irene的快速料理. 2 Ire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9927 愛在字裡行間 艾蜜莉.亨利作; 黃涓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99934 對馬戰鬼: 美術設定集 刺拳製作作; 甘鎮隴譯 1版 精裝 1

9789571099941 近距離愛上你: HIStory4 夏天晴小說; 邵慧婷, 藍今翎原著編劇 1版 平裝 1

9789571099958 死亡擱淺 小島秀夫原作; 野島一人小說; 陳梵帆, Ryo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99965 死亡擱淺 小島秀夫原作; 野島一人小說; 陳梵帆, Ryo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99972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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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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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010000 幸福森林 八千子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3010017 彩虹小馬. 8, 水晶心之吻 塔盧拉.梅(Tallulah May)作 1版 精裝 1

9786263010024 Blue 葉真中顯作; 洪于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010031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10048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10055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010062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010079 我可以吻你嗎,前輩? つきづきよし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12721 星塵★眨眼. 10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738 星塵★眨眼. 1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745 星塵★眨眼. 5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752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5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2769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1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2783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2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2806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6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2820 星塵★眨眼. 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837 星塵★眨眼. 6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844 星塵★眨眼. 4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851 星塵★眨眼. 7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868 星塵★眨眼. 8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875 星塵★眨眼. 3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882 星塵★眨眼. 9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899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3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3131 神風怪盜貞德. 7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124 神風怪盜貞德. 6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148 神風怪盜貞德. 5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155 神風怪盜貞德. 1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162 神風怪盜貞德. 2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179 神風怪盜貞德. 3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186 神風怪盜貞德. 4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605 GANTZ殺戮都市. 3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12 GANTZ殺戮都市. 3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29 GANTZ殺戮都市. 3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36 GANTZ殺戮都市. 29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43 GANTZ殺戮都市. 35 奧浩哉著 1 其他 1

9786263013650 GANTZ殺戮都市. 30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67 GANTZ殺戮都市. 2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74 GANTZ殺戮都市. 20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81 GANTZ殺戮都市. 3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698 GANTZ殺戮都市. 28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04 GANTZ殺戮都市. 1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11 GANTZ殺戮都市. 3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28 GANTZ殺戮都市. 2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35 GANTZ殺戮都市. 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42 GANTZ殺戮都市. 3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59 GANTZ殺戮都市. 19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66 GANTZ殺戮都市. 15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73 GANTZ殺戮都市. 8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80 GANTZ殺戮都市. 2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797 GANTZ殺戮都市. 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03 GANTZ殺戮都市. 2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10 GANTZ殺戮都市. 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27 GANTZ殺戮都市. 1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34 GANTZ殺戮都市. 1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41 GANTZ殺戮都市. 25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58 GANTZ殺戮都市. 1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65 GANTZ殺戮都市. 5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72 GANTZ殺戮都市. 1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89 GANTZ殺戮都市. 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896 GANTZ殺戮都市. 1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902 GANTZ殺戮都市. 9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919 GANTZ殺戮都市. 10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926 GANTZ殺戮都市. 2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933 GANTZ殺戮都市. 18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940 GANTZ殺戮都市. 2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957 GANTZ殺戮都市. 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3964 GANTZ殺戮都市. 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4022 源君物語. 2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14039 源君物語. 5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14046 源君物語. 1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14053 源君物語. 3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14060 源君物語. 6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14077 源君物語. 4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14084 源君物語. 7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14107 愛妳沒有理由. 2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213 愛妳沒有理由. 1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923 B-SHOCK炸彈情人. 2 中野純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4930 B-SHOCK炸彈情人. 4 中野純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4978 花美男之吻. 1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4985 花美男之吻. 2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4992 花美男之吻. 3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5067 B-SHOCK炸彈情人. 1 中野純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081 B-SHOCK炸彈情人. 3 中野純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098 亂馬1/2 . 9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11 亂馬1/2. 38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28 亂馬1/2. 5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35 亂馬1/2. 4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42 亂馬1/2. 32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59 亂馬1/2. 6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66 亂馬1/2. 26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73 亂馬1/2. 34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80 亂馬1/2. 20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197 亂馬1/2. 33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03 亂馬1/2. 30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10 亂馬1/2. 14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34 亂馬1/2. 7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41 亂馬1/2. 35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58 亂馬1/2. 25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65 亂馬1/2. 18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72 亂馬1/2. 31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89 亂馬1/2. 10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296 亂馬1/2. 24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02 亂馬1/2. 11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19 亂馬1/2. 19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26 亂馬1/2. 17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33 亂馬1/2. 15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40 亂馬1/2. 36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57 亂馬1/2 . 13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64 亂馬1/2. 29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88 亂馬1/2. 28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71 亂馬1/2 . 2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401 亂馬1/2. 37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395 亂馬1/2 . 16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418 亂馬1/2 . 21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425 亂馬1/2 . 12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432 亂馬1/2. 3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449 亂馬1/2. 22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456 亂馬1/2 . 27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463 亂馬1/2. 1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784 屍鬼. 6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791 屍鬼. 5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14 屍鬼. 3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69 屍鬼. 4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913 林檎＆蜂蜜. 18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5937 林檎＆蜂蜜. 21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5944 林檎＆蜂蜜. 14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5951 林檎＆蜂蜜. 20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5968 林檎＆蜂蜜. 22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5975 林檎＆蜂蜜. 11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5999 林檎＆蜂蜜. 3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002 林檎＆蜂蜜. 12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026 林檎＆蜂蜜. 5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040 林檎＆蜂蜜. 19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064 林檎＆蜂蜜. 16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088 林檎＆蜂蜜. 13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095 林檎＆蜂蜜. 10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118 林檎＆蜂蜜. 4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132 林檎＆蜂蜜. 7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163 林檎＆蜂蜜. 2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200 林檎＆蜂蜜. 1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217 林檎＆蜂蜜. 9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262 林檎＆蜂蜜. 6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279 林檎＆蜂蜜. 17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286 林檎＆蜂蜜. 8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309 林檎＆蜂蜜. 15 宮川匡代著 其他 1

9786263016606 花田少年史. 3 一色真人著 其他 1

9786263016620 花田少年史. 1 一色真人著 其他 1

9786263016644 花田少年史. 2 一色真人著 其他 1

9786263016699 花田少年史. 5 一色真人著 其他 1

9786263016736 花田少年史. 4 一色真人著 其他 1

9786263016750 REAL. 14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767 REAL. 13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774 REAL. 8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781 REAL. 9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798 REAL. 10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04 REAL. 12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28 REAL. 3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11 REAL. 2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35 REAL. 11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42 REAL. 5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66 REAL. 1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59 REAL. 4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73 REAL. 7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6880 REAL. 6 井上雄彥著 其他 1

9786263017542 三隻眼. 39 高田裕三著 其他 1

9786263017559 三隻眼. 40 高田裕三著 其他 1

9786263017566 三隻眼. 36 高田裕三著 其他 1

9786263017573 三隻眼. 37 高田裕三著 其他 1

9786263017580 三隻眼. 38 高田裕三著 其他 1

9786263017597 三隻眼. 35 高田裕三著 其他 1

9786263017603 三隻眼. 34 高田裕三著 其他 1

9786263018679 星塵★眨眼. 10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686 星塵★眨眼. 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693 星塵★眨眼. 9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716 星塵★眨眼. 6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747 星塵★眨眼. 8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761 星塵★眨眼. 1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792 星塵★眨眼. 7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815 星塵★眨眼. 5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638 GANTZ殺戮都市. 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645 GANTZ殺戮都市. 1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652 GANTZ殺戮都市. 1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669 GANTZ殺戮都市. 35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676 GANTZ殺戮都市. 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683 GANTZ殺戮都市. 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690 GANTZ殺戮都市. 2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06 GANTZ殺戮都市. 1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13 GANTZ殺戮都市. 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20 GANTZ殺戮都市. 10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37 GANTZ殺戮都市. 3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44 GANTZ殺戮都市. 1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51 GANTZ殺戮都市. 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68 GANTZ殺戮都市. 3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75 GANTZ殺戮都市. 30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82 GANTZ殺戮都市. 9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799 GANTZ殺戮都市. 3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05 GANTZ殺戮都市. 3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12 GANTZ殺戮都市. 25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29 GANTZ殺戮都市. 22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36 GANTZ殺戮都市. 19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43 GANTZ殺戮都市. 21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50 GANTZ殺戮都市. 36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67 GANTZ殺戮都市. 15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74 GANTZ殺戮都市. 18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81 GANTZ殺戮都市. 3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898 GANTZ殺戮都市. 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04 GANTZ殺戮都市. 28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11 GANTZ殺戮都市. 2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28 GANTZ殺戮都市. 29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35 GANTZ殺戮都市. 1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42 GANTZ殺戮都市. 23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59 GANTZ殺戮都市. 20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73 GANTZ殺戮都市. 5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66 GANTZ殺戮都市. 14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80 GANTZ殺戮都市. 27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19997 GANTZ殺戮都市. 8 奧浩哉著 其他 1

9786263020054 源君物語. 1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20061 源君物語. 3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20078 源君物語. 2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20085 源君物語. 5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20108 源君物語. 7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20115 源君物語. 4 稲葉みのり著 其他 1

9786263020177 愛妳沒有理由. 1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238 愛妳沒有理由. 2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436 孩子們的遊戲. 5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43 孩子們的遊戲. 6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67 孩子們的遊戲. 8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1266 思春期妄想爆發 もちの米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21297 狐狸大人的求婚攻略 北國良人作; Shion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23475 Self: Expose your true self 阿古, 小米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23512 MAO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1版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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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4

9786263026926 腦筋急轉彎: 歡迎來到總部(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3)愛波.喬登(Apple Jordan)作;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1版 精裝 1

9786263026933 大英雄天團: 戰鬥到最後(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3)比爾.史加侖(Bill Scollon)作;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1版 精裝 1

9786263027022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027060 空母伊吹 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27077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027091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稻葉光史漫畫;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027121 純真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27152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3027763 其中1個是妹妹!. 3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7879 肯普法. 1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86 肯普法. 8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93 肯普法. 10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909 肯普法. 6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916 肯普法. 3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923 肯普法. 4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947 肯普法. 5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961 肯普法. 2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8036 東京喰種:re. 1 石田スイ作 其他 1

9786263028043 東京喰種:re. 2 石田スイ作 其他 1

9786263028050 東京喰種:re. 3 石田スイ作 其他 1

9786263028371 B-SHOCK炸彈情人. 3 中野純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418 花美男之吻. 2 優木那智作 其他 1

9786263028463 B-SHOCK炸彈情人. 2 中野純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500 花美男之吻. 1 優木那智作 其他 1

9786263028517 B-SHOCK炸彈情人. 4 中野純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555 花美男之吻. 3 優木那智作 其他 1

9786263028586 B-SHOCK炸彈情人. 1 中野純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593 亂馬1/2. 18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746 三隻眼 鬼籍之闇的契約者. 5 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其他 1

9786263028777 亂馬1/2. 32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784 亂馬1/2. 33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791 亂馬1/2. 13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07 亂馬1/2. 22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14 亂馬1/2. 26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21 亂馬1/2. 31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38 亂馬1/2. 34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45 亂馬1/2. 11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52 亂馬1/2. 19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69 亂馬1/2. 17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76 亂馬1/2. 37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83 亂馬1/2. 29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890 亂馬1/2. 12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06 亂馬1/2. 15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13 亂馬1/2. 5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20 亂馬1/2. 9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37 亂馬1/2. 25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44 亂馬1/2. 36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75 亂馬1/2. 38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82 亂馬1/2. 14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999 亂馬1/2. 35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02 亂馬1/2. 28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19 亂馬1/2. 27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26 亂馬1/2. 4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33 亂馬1/2. 30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40 亂馬1/2. 10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57 亂馬1/2. 21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64 亂馬1/2. 20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71 亂馬1/2. 3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88 亂馬1/2. 24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095 亂馬1/2. 7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101 亂馬1/2. 6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118 亂馬1/2. 16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125 亂馬1/2. 2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132 亂馬1/2. 1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842 屍鬼. 11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005 屍鬼. 10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067 屍鬼. 8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081 屍鬼. 7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104 屍鬼. 6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135 君戀. 學生篇 束原さき, 猫野まりこ, 田倉トヲル, 阿部はちた, カシオ, 栗戶なつ, 茶渋たむ, Maria, エヌオカヨチ, 如月あい, 高木ユーナ, 七ノ日作; 貝貝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60142 讓創意無限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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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1

9786263060715 林檎＆蜂蜜. 7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722 林檎＆蜂蜜. 12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739 林檎＆蜂蜜. 11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753 林檎＆蜂蜜. 18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807 林檎＆蜂蜜. 15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814 林檎＆蜂蜜. 4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821 林檎＆蜂蜜. 3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845 林檎＆蜂蜜. 21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869 林檎＆蜂蜜. 19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883 林檎＆蜂蜜. 16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937 林檎＆蜂蜜. 8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944 林檎＆蜂蜜. 14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0999 林檎＆蜂蜜. 2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002 林檎＆蜂蜜. 10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040 林檎＆蜂蜜. 1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088 林檎＆蜂蜜. 22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101 林檎＆蜂蜜. 9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132 林檎＆蜂蜜. 6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156 林檎＆蜂蜜. 17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194 林檎＆蜂蜜. 13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200 林檎＆蜂蜜. 5 宮川匡代作 其他 1

9786263061514 BLUE FRIEND: 禁斷愛戀. 3 江斑文作 其他 1

9786263061668 BLUE FRIEND: 禁斷愛戀. 1 江斑文作 其他 1

9786263061897 BLUE FRIEND: 禁斷愛戀. 2 江斑文作 其他 1

9786263062009 花田少年史. 3 一色真人作 其他 1

9786263062153 花田少年史. 2 一色真人作 其他 1

9786263062177 花田少年史. 5 一色真人作 其他 1

9786263062269 花田少年史. 1 一色真人作 其他 1

9786263062283 REAL. 14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290 REAL. 6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06 REAL. 7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13 REAL. 5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20 REAL. 13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37 REAL. 4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44 REAL. 3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51 REAL. 12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68 REAL. 2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75 REAL. 11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82 REAL. 10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399 REAL. 9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405 REAL. 8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412 REAL. 1 井上雄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2504 自殺島. 1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3280 三隻眼. 35 高田裕三作 其他 1

9786263063297 三隻眼. 39 高田裕三作 其他 1

9786263063303 三隻眼. 38 高田裕三作 其他 1

9786263063327 三隻眼. 36 高田裕三作 其他 1

9786263063372 三隻眼. 40 高田裕三作 其他 1



9786263063389 三隻眼. 37 高田裕三作 其他 1

9786263063402 三隻眼. 34 高田裕三作 其他 1

9786263063563 赤髮白雪姬. 16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570 赤髮白雪姬. 17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594 赤髮白雪姬. 9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600 赤髮白雪姬. 15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4041 惡寒= 悪寒 伊岡瞬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64713 吃樂好瘦的響瘦美味聖經 凱特.艾琳森, 凱.費澤史東作 1版 精裝 1

9786263065239 東京喰種: re. 2 石田スイ作 其他 1

9786263065246 東京喰種: re. 3 石田スイ作 其他 1

9786263065253 東京喰種: re. 1 石田スイ作 其他 1

9786263065260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1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65277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2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65284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3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65659 死侍屠殺漫威宇宙= Deadpool kills the Marvel Universe庫倫.邦恩(Cullen Bunn), 達利波.塔拉吉克(Dalibor Talajic(ILT)), 李.洛瑞奇(Lee Loughridge)作1版 平裝 1

9786263066571 當我們TSUM TSUM在一起: 邊看漫畫邊解謎 Shirotaシロ太作; 林宜錚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066823 親愛的房客電影劇照書 李孟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66878 BLUE FRIEND: 禁斷愛戀. 2 江斑文作 其他 1

9786263066915 BLUE FRIEND: 禁斷愛戀. 3 江斑文作 其他 1

9786263066922 BLUE FRIEND: 禁斷愛戀. 1 江斑文作 其他 1

9786263066991 Cat's kiss貓研社 D51作; Narrator原著 1版 平裝 1

9786263067059 扭曲仙境: 官方導覽+設定資料集 SQUARE ENIX作; 楊采儒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6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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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68391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3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8520 以命運之吻喚醒。 春田菜菜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68544 君戀. 社會人篇 波真田かもめ, 冬乃郁也, はぜはら西, 霜月かいり, 中田アキラ, 緒花, カキネ, うまのほねこ, 晴野ヤコ, 斑目ヒロ, 夏糖作; 熊次郎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68582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68599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68605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68612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68629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068636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068643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068650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古谷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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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68674 穿越時空的貓公式畫集: THE ART OF ANOTHER EDENSQUARE ENIX作; 霖之助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068681 小說.秒速5公分 新海誠作; 黃彥彰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68711 生而為GAY,那又如何: 在同志酒吧長大的我們もちぎ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69190 海洋奇緣: 噗噗與嘿嘿(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蘇珊.法蘭西斯(Suzanne Francis)原著; 瑪莉.提沃斯(Mary Tillworth)改編;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69206 冰雪奇緣: 安娜的好朋友(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克莉絲媞.韋伯斯特(Christy Webster)作;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69923 新.天國之犬 堀田敦子作 其他 1

9786263080072 哥吉拉大戰金剛: 朋友有時會吵架 卡蘿.赫琳(Carol Herring)作 [1版] 精裝 1

9786263080089 近距離愛上你: HIStory4.典藏寫真書 巧克科技新媒體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0096 不穿紅裙的男孩 潘柏霖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0102 那些婚後才發生的事 英朱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3226 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 新海誠原作; 加納新太著; 陳顥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8324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篇小說集. 4, allstar渡航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3257 一人筆談 希比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3264 我們的重製人生 木緒なち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83264 我們的重製人生 木緒なち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83288 Fate/Requiem 星空流星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3301 沒有名字的人: 迷失之海 FOXFOXB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3325 三年十一班 夏茗悠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3332 三年十一班 夏茗悠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83349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083356 GOBLIN SLAYER! 哥布林殺手外傳. 2: 鍔鳴的太刀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083370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一期生) 八千子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3387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二期生) 無胥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3394 三星的至高料理. 4 谷古宇剛著; SCALY譯 其他 1

9786263083400 三星的至高料理. 3 谷古宇剛著; SCALY譯 其他 1

9786263083417 三星的至高料理. 5 谷古宇剛著; SCALY譯 其他 1

9786263083424 三星的至高料理. 6 谷古宇剛著; SCALY譯 其他 1

9786263084629 MAO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084636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6263084940 迪士尼童話迷宮: 孩子們的指尖大冒險 迪士尼全球出版作; 迪士尼美術團隊(Disney Art Team)繪; Sabrina Liao翻譯1版 精裝 1

9786263084957 不急著向前,為了在夢裡與你相見 孟耿如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4964 Marilyn Monroe: 風華絕代的瑪麗蓮.夢露 瑪麗亞.艾塞圖.文 1版 精裝 1

9786263084971 三年十一班 夏茗悠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85022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11 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5046 宇宙兄弟. 32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060 死亡擱淺. 上 小島秀夫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5077 死亡擱淺. 下 小島秀夫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5091 幸福森林 魏子千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5213 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 1 北条司原著; えすとえむ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220 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 2 北条司原著; えすとえむ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237 宇宙兄弟. 32 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299 近距離愛上你: HIStory4.典藏寫真書 巧克科技新媒體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367 哈哈!還有這樣蓋的!Minecraft超有梗的建築&交通工具絕妙設計點子カゲキヨ, はじクラ☆もっち, ねここ作; 林克鴻譯1版 平裝 1

9786263088467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山田ヒツ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504 可能的花蜜 林婉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8580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3088597 小學生 半澤直樹 池井戸潤原作; 大沖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610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Jaki原作; Yamorichan漫畫; 郭子菱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627 絕對雙刃 柊★たくみ原作; 成家慎一郎作畫; 御門幻流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88634 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 米代恭作; 露露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641 驚奇隊長: 小心佛萊肯!= Captain Marvel: beware the Flercan!卡利奧佩.葛萊斯(Calliope Glass)文字; 羅伯.麥克洛肯(Rob McClurkan)繪圖; 甘鎮隴譯1版 精裝 1

9786263088658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Jaki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689 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EROKI原作; 斑鰶幼魚漫畫; 蔡柏頤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696 極道本命 みづい甘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702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原作; お米軒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088740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088719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088726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088733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08875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Ponkan8畫集 Ponkan8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8764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6263088771 扭曲仙境粉絲書 Disney fan編輯部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788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悟原作; 一乃ゆゆ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088795 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原作; 黑瀨浩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088801 天氣之子 新海誠原作; 窪田航漫畫;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88818 3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灰野都漫畫; 小杏桃編劇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088825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088832 弱角友崎同學. 8.5 屋久悠樹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856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863 SHIBANBAN: 微笑柴犬的調皮日常 オオゴシヤステル作; shion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870 偵探已經,死了。 二語十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88894 愛上一個怪獸 つきづきよし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931 渴望靈魂雙生伴侶 相音きう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948 天國的看守人 山本小鐵子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955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 Fly, 千田衛人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88962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088979 缺月之犬 ウノハナ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88986 祥太,我愛你! にたこ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993 迪士尼公主: 公主愛烘焙(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中英對照)愛波.喬登(Apple Jordan)作; 法比歐.拉古納(Fabio Laguna), 安瑞亞.卡哥爾(Andrea Cagol)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89006 魔髮奇緣: 窗外的世界(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中英對照)瑪莉莎.拉岡涅羅(Melissa Lagonegro)作; 尚保羅.奧皮涅茲(Jean-Paul Orpiñas), IBOIX工作室(Studio IBOIX),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89037 彩虹小馬. 9, 歡迎來到彩虹瀑布市 奧麗薇亞.倫敦(Olivia London)作; 朱崇旻翻譯 1版 精裝 1



9786263089464 彩虹小馬. 10, 宇宙公主粉墨登場 路易絲.亞歷山大(Louise Alexander)作; 朱崇旻翻譯1版 精裝 1

9786263089471 勇者動畫系列創作設定集 公共電視, 大貓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著 1版 精裝 1

9786263089525 生而為GAY,那又如何: 在同志酒吧長大的我們. vol.2もちぎ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532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8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549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 6 山本崇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漫畫;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556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14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617 擅長捉弄人的(前)高木同學. 6 山本崇一朗原作; 稻葉光史漫畫;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624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14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648 生而為GAY,那又如何: 在同志酒吧長大的我們. vol.2もちぎ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655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8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686 心碎餐廳 松尾由美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9716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14.5 渡航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9723 邁爾斯.摩拉斯的蜘蛛人新宇宙= Miles Morales(Marvel Spider-Man)法蘭克.貝里奧斯(Frank Berrios)作; 沙恩.克萊斯特(Shane Clester)繪; 甘鎮隴譯1版 精裝 1

9786263089730 那年雪深幾呎 布萊恩.弗里曼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9778 3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6 灰野都作; 小杏桃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785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外傳. 2, 鍔鳴的太刀. 上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884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1 山田羊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14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7 衣笠彰梧作; 一乃ゆゆ原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26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7 衣笠彰梧作; 一乃ゆゆ原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125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外傳. 2, 鍔鳴的太刀. 上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132 3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6 灰野都作; 小杏桃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163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1 山田羊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187 愛的奧特萊斯 冬彌, QIO奇想事作; 安竹間原著 1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60194 探訪京都好去處: 深掘滿懷憧憬的店鋪、人與景色大橋知沙著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200 世界宮殿廢墟: 浮華雲煙的遺世記憶與傳奇 麥可.凱利根著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217 偵探已經,死了 二語十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0231 謝佳見 臨界之地land boundary寫真書 謝佳見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255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電影美術設定集= Marvel's Avengers:endgame: the art of the movie伊蓮妮.羅索斯(Eleni Roussos)作; 甘鎮隴譯 1版 精裝 1

9786263160262 洛基: 惡作劇之神= Loki 艾瑞.卡普蘭(Arie Kaplan)作; 荷莉.門格特(Hollie Mengert)繪; 甘鎮隴譯1版 精裝 1

9786263160330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6263160347 MAO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60354 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 前屋進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0385 空母伊吹 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60392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6263160408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3160415 掌心創世記 小川麻衣子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0453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60477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60484 詭祕客. 2021= Crimystery. 2021 幻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0644 SHIBANBAN: 微笑柴犬的調皮日常 オオゴシヤステル作; shion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842 SHIBANBAN: 微笑柴犬的調皮日常 オオゴシヤステル作; shion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958 雖然是朋友但很美味 さきしたせんむ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965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61016 我的Minecraft DIY大事典: 1.17洞穴與懸崖超重量級改版完全攻略盧品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1498 心碎餐廳 松尾由美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504 那年雪深幾呎 布萊恩.弗利曼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511 我的Minecraft DIY大事典: 1.17洞穴與懸崖超重量級改版完全攻略盧品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528 國王排名. 8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535 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 2 前屋進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559 阿爾蒂. 12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580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22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597 偵探已經,死了. 3 二語十作; Kyo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641 心碎餐廳 松尾由美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658 那年雪深幾呎 布萊恩.弗利曼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665 我的Minecraft DIY大事典: 1.17洞穴與懸崖超重量級改版完全攻略盧品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672 國王排名. 8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689 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 2 前屋進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702 阿爾蒂. 12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733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22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740 偵探已經,死了. 3 二語十作; Kyo譯 1版 其他 1

9789571002279 五星物語 永野護[著]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02286 五星物語 永野護[著]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02293 五星物語 永野護[著]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02309 五星物語 永野護[著]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02163 五星物語 永野護[著]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02736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02743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02750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02767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02774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02781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02798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02804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02538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02651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02682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02699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02705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02729 課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05355 五星物語 永野護[著]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09216 沈默的艦隊 川口開治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1010953 五星物語 永野護[著] 第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15873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15880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16009 頭文字D 重野秀一著; 吳連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17099 頭文字D 重野秀一著; 吳連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17150 頭文字D 重野秀一著; 吳連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17167 頭文字D 重野秀一著; 吳連成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17068 頭文字D 重野秀一著; 吳連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17082 頭文字D 重野秀一著; 吳連成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17716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17723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18317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19055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19833 頭文字D 重野秀一著;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20129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20297 五星物語 永野護作; 林祖光譯 第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20624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21690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21997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23205 五星物語 永野護作; 林祖光譯 第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28934 五星物語 永野護作; Yoko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35611 五星物語 Mamoru Nagano 第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3040 情慾的沉淪XXX: 脫下西裝的男朋友 吉沢りょう著; AKIRA譯 其他 1

9789865583064 弄花: 純潔少女與文豪的情慾之戀 三日月シズカ著; Shion譯 其他 1

9789865583071 情慾的沉淪XXX: 脫下西裝的男朋友 吉沢りょう著; AKIRA譯 其他 1

9789865583088 弄花: 純潔少女與文豪的情慾之戀 三日月シズカ著; Shion譯 其他 1

9789865583255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1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其他 1

9789865583286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3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其他 1

9789865583576 愛調教成性俘虜 もんでんあきこ著 其他 1

9789865583590 愛調教成性俘虜 もんでんあきこ著 其他 1

9789865583606 愛調教成性俘虜 もんでんあきこ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67

送存冊數共計：926

紳士



9789865583620 愛調教成性俘虜. 3 もんでんあきこ著 其他 1

9789865583637 愛調教成性俘虜. 1 もんでんあきこ著 其他 1

9789865583644 愛調教成性俘虜. 2 もんでんあきこ著 其他 1

9789865583668 與淫獸上司的情色交易 吉沢りょう著; Shion譯 其他 1

9789865583675 一夜情的對象竟是上司!?傲慢極品美男子讓我無法自拔西臣匡子著; Shion譯 其他 1

9789865583682 一夜情的對象竟是上司!?傲慢極品美男子讓我無法自拔西臣匡子著; Shion譯 其他 1

9789865583767 溺愛離婚: 和前夫至今仍夜夜激情的理由!? . 1 夜桜左京, 兎山もなか著; SCALY譯 其他 1

9789865583774 溺愛離婚: 和前夫至今仍夜夜激情的理由!? . 2 夜桜左京, 兎山もなか著; SCALY譯 其他 1

9789865583804 溺愛離婚: 和前夫至今仍夜夜激情的理由!? . 1 夜桜左京, 兎山もなか著; SCALY譯 其他 1

9789865583811 溺愛離婚: 和前夫至今仍夜夜激情的理由!? . 2 夜桜左京, 兎山もなか著; SCALY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74420 華人政治神學: 恢復與調適 郭承天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79283 獲利模式: 千萬顧問案Know-How大剖析 徐國雄, 范揚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283 獲利模式: 千萬顧問案Know-How大剖析 徐國雄, 范揚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471 釀 譚鈴音作 其他 1

9789865514587 Who's that virgin? he is....Gawanlo: 1st book album(中英日韓對照)盧基宏作 精裝 1

9789865514594 無為的宇宙法則 帥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4617 旅途中遇見教堂 蔡尚志文.攝影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4624 完全T1手冊: 雅思圖表寫作全解 吳耀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631 小世界 李寬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648 年輕的麥凱萊: 黃里散文詩集(2011-2021) 黃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655 偶戲與人戲: 兩岸傳統戲曲觀察 佘明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679 秒懂台積電財報並向其學習每年向政府要回200億的稅魏錫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4686 基本電學講義=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朱堃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693 穿著PRADA的農婦 汪怡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716 視覺化數位圖形互動操作介面之設計研究 尚祚恒著 精裝 1

9789865514730 蛻變的智慧: 世界經典勵志語錄(中英對照)= Wisdom for transformation: world unique and inspirational quotesDebbie Liu編著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747 貳拾參 莫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754 考量失智症患者外出需求之定位追蹤與主動救援系統吳槐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5304 Hello Hello你在哪個城市? 曾琤編著; 黃子紋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5311 小飛馬的禮物 曾琤編; 劉紀君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5328 誰來參加獅王的宴會 曾琤編著; 楊雅茹繪圖 精裝 1

9789860695335 鄉村喜事多 曾琤編著; 楊雅茹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3088 遲來的幸運 沫晨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3095 遺失在記憶裡的歌 花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004 剛剛好,先生 米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011 煦煦月光 LaI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1198 你被遺忘在夏天裡 A.Z.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6507 妖孽王子的救國日常. 4, 為你獻上的結局 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5

美育旺旺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韋伯文化國際



9789860616521 撲克遊戲 夜間飛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6521 撲克遊戲 夜間飛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6552 有你的明天 雨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6569 今天月亮暫時停止轉動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903 請你擁抱我的惡夢 兔子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941 將軍遊戲 夜間飛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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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610 山中明珠,戲說人生 唐淑惠, 羅麗蓓, 黃啟瑞文字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1962 履痕: 國姓鄉第四屆駐鄉作家曾應鐘作品集 曾應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347 現在的妳 在哪裡? Melody殷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79354 再見 少女 柯佳嬿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79378 當他生病的那一天 Karen22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79385 當他生病的那一天 Karen22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0612 泥作工法大全: 一點就通!裝修不NG 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636 陳列聖經: 超厲害一本就夠用! 黃文珊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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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667 全面升級!最佳裝修一流工法 林良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674 腰椎回正神奇治癒操 黃雅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92969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92976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92983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892990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893003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893010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893386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893393 山生有杏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894536 醫冠京華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4543 醫冠京華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4550 醫冠京華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4567 醫冠京華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4574 醫冠京華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4581 醫冠京華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4598 醫冠京華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4604 帝王掌中嬌 君曼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信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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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



9789574894628 帝王掌中嬌 君曼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4611 帝王掌中嬌 君曼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4635 嬌媚撩人 妃子笑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4659 嬌媚撩人 妃子笑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4642 嬌媚撩人 妃子笑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4666 小嬌妻大掌櫃 月朧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4673 小嬌妻大掌櫃 月朧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4680 妙手小娘子 李息隱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4703 妙手小娘子 李息隱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4697 妙手小娘子 李息隱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4710 畫春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4727 畫春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4734 畫春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4741 畫春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4758 畫春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4765 畫春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4772 畫春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4789 溫香軟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4796 溫香軟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4802 溫香軟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4819 溫香軟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4826 溫香軟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4833 福妻獵進門 十一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4840 福妻獵進門 十一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4857 福妻獵進門 十一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4864 福妻獵進門 十一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4963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10卷 1

9789574894871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4888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4895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4901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4918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4925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4932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4949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4956 萌妻私房菜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5069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0卷 1

9789574894970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4987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4994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5007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5014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5021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5038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5045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5052 本宮不好惹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7841 芳年似錦 煙穠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97858 芳年似錦 煙穠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97865 芳年似錦 煙穠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897872 芳年似錦 煙穠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897889 將府美嬌娘 展顏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7896 將府美嬌娘 展顏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7902 將府美嬌娘 展顏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7919 將府美嬌娘 展顏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7926 農家小嬌媳 為霜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7933 農家小嬌媳 為霜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7940 農家小嬌媳 為霜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7957 農家小嬌媳 為霜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7964 農家小嬌媳 為霜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7971 農家小嬌媳 為霜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077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10卷 1

9789574898084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11卷 1

9789574898091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12卷 1

9789574898107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13卷 1

9789574898114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14卷 1

9789574897988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7995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008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015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022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039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046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8053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8060 齊歡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8121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138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145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152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169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176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183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8190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8206 神醫靈泉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8213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220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237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244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251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268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275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8282 農女秋香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8299 王妃有點甜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8312 王妃有點甜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8305 王妃有點甜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8329 落跑娘子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98336 落跑娘子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898343 美人多嬌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98367 美人多嬌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898350 美人多嬌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4898374 公府貴女 青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98381 公府貴女 青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898398 妃寵嬌妻 背影殺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98411 妃寵嬌妻 背影殺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898404 妃寵嬌妻 背影殺手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4898428 榮寵美嬌娘 久嵐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8435 榮寵美嬌娘 久嵐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8442 錦妝盛寵 君曼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8466 錦妝盛寵 君曼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8459 錦妝盛寵 君曼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8473 極品村姑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480 極品村姑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497 極品村姑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503 極品村姑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510 極品村姑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527 極品村姑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534 極品村姑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8633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0卷 1

9789574898541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558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565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572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589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596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602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8619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8626 醫錦還廂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8640 一醉君心 楚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98657 一醉君心 楚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98664 一醉君心 楚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898671 一醉君心 楚清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898688 一醉君心 楚清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898787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0卷 1

9789574898794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1卷 1

9789574898695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701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718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725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732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749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756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8763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8770 錦桐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8800 錦繡妃途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817 錦繡妃途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824 錦繡妃途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831 錦繡妃途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848 春暖好種田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855 春暖好種田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862 春暖好種田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879 春暖好種田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886 春暖好種田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893 嫁冠天下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909 嫁冠天下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916 嫁冠天下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923 嫁冠天下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930 嫁冠天下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8947 嫁冠天下 雲霓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8954 嫡妻當道 冬梧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8961 嫡妻當道 冬梧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8978 嫡妻當道 冬梧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8985 嫡妻當道 冬梧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8992 嫡妻當道 冬梧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098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10卷 1

9789574899005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012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029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9036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9043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050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9067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9074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9081 盛寵醫品夫人 琴律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9104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111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128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9135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9142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159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9166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9173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9180 盛寵紈褲嫡女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9197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203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210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9227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9234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241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574899258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9265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9272 萌妃養成記 紫伊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574899289 女師爺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296 女師爺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302 女師爺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9319 女師爺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9326 女師爺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333 悠閒嫡女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340 悠閒嫡女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357 悠閒嫡女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9364 悠閒嫡女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9371 悠閒嫡女 葉蓁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388 閒妻手記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99395 閒妻手記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99401 閒妻手記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899418 閒妻手記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899425 閒妻手記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899432 閒妻手記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899449 閒妻手記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899456 琳琅花嫁 望鯨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9470 琳琅花嫁 望鯨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9463 琳琅花嫁 望鯨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9487 農門小娘子 青芷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9500 農門小娘子 青芷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9494 農門小娘子 青芷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9517 福氣小嬌娘 畢小燒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9531 福氣小嬌娘 畢小燒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9524 福氣小嬌娘 畢小燒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9548 寵妻如寶 延琦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9562 寵妻如寶 延琦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9555 寵妻如寶 延琦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4899579 香閨煙花緣 一字眉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4899586 香閨煙花緣 一字眉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4899593 神算皇妃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99609 神算皇妃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899708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4899715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4899722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4899739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4899616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99623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99630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899647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899654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899661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899678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899685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899692 花開似錦 不游泳的小魚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4899746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753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760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9777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9784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791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2

9789574899807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574899814 皇家福女 薔薇初雪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574899821 與君共醉 十里錦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99838 與君共醉 十里錦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99845 與君共醉 十里錦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899852 與君共醉 十里錦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899869 與君共醉 十里錦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899876 嬌女掌河山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883 嬌女掌河山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890 嬌女掌河山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4899906 嬌女掌河山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574899913 嬌女掌河山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574899920 王爺寵妻記 茗荷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99937 王爺寵妻記 茗荷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99944 王爺寵妻記 茗荷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899951 王爺寵妻記 茗荷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899968 王爺寵妻記 茗荷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899975 俏嬌娘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899982 俏嬌娘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4899999 俏嬌娘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005 俏嬌娘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012 俏嬌娘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029 錦繡江山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043 錦繡江山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036 錦繡江山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43050 田園春暖 趙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43074 田園春暖 趙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43067 田園春暖 趙岷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0743081 皇家寵婢 假面的盛宴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104 皇家寵婢 假面的盛宴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098 皇家寵婢 假面的盛宴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43111 誘郎小皇后 簡亦言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135 誘郎小皇后 簡亦言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128 誘郎小皇后 簡亦言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43142 深宅旺妻 逗貓遛狗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166 深宅旺妻 逗貓遛狗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159 深宅旺妻 逗貓遛狗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43173 花媚玉堂 九斛珠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180 花媚玉堂 九斛珠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197 畫嬌娘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203 畫嬌娘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210 畫嬌娘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227 畫嬌娘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234 畫嬌娘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241 畫嬌娘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43265 杏林春滿 霜降時分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272 杏林春滿 霜降時分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289 杏林春滿 霜降時分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296 杏林春滿 霜降時分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302 杏林春滿 霜降時分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319 杏林春滿 霜降時分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43326 杏林春滿 霜降時分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0743333 什錦鮮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340 什錦鮮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357 什錦鮮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364 什錦鮮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371 什錦鮮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388 什錦鮮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43395 神醫嫁到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401 神醫嫁到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418 神醫嫁到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425 神醫嫁到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432 神醫嫁到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449 神醫嫁到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43456 神醫嫁到 閑聽落花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0743463 醫家千金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470 醫家千金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487 醫家千金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494 醫家千金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500 醫家千金 顧悅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517 庶之有道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524 庶之有道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531 庶之有道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548 庶之有道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555 花語娘子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562 花語娘子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579 花語娘子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586 花語娘子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593 金科玉律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3609 金科玉律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3616 金科玉律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43623 金科玉律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43630 嬌醫娘子 一夢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630 嬌醫娘子 一夢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654 嬌醫娘子 一夢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654 嬌醫娘子 一夢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647 嬌醫娘子 一夢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43647 嬌醫娘子 一夢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43661 九重春色 禾晏山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43685 九重春色 禾晏山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43678 九重春色 禾晏山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53219 悠然種田忙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53226 悠然種田忙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53233 悠然種田忙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53240 悠然種田忙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53257 悠然種田忙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53264 悠然種田忙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53271 悠然種田忙 佬妖精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737 持明一零八片苦心 仁增塔欽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7

送存冊數共計：357

持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245 南方意象的覡歌 涂耀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2252 屏東竹田&萬巒鄉古墓田野踏查 曾喜城, 林敏如, 羅秋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907 屏東縣竹田鄉二崙村誌 曾慶貞, 郭勤有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103 sapediq群lemiyau伊屯部落植物圖說 洪翠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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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7220 抽.色.象: 黃志超個展. 2021= Solo Exhibition of Dennis Hwang 2021廖倩慧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6655 大競走 史蒂芬.金作; 楊沐希譯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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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027 日日朵朵愛之花 朵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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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041 雷峯塔 張愛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058 紅玫瑰與白玫瑰 張愛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126 羊男的迷宮 吉勒摩.戴托羅, 柯奈莉亞.馮克作; 呂玉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133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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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157 少年陰陽師. 52, 悲鳴之泣 結城光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164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 綾辻行人原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337188 相遇= Une rencontre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尉遲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195 遇見自在優雅的自己 張德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201 回憶修理工廠= 思い出の修理工場 石井朋彥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270 藝想天開: 平珩的創意工作學 平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294 她厭男,她是我女友 閔智炯著;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324 無限的i 知念實希人著; 林佩玟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337331 無限的i 知念實希人著; 林佩玟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337348 請代我問候 三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355 第八位偵探 艾利克斯.帕韋西(Alex Pavesi)作; 歸也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362 致命替身 李查德(Lee Child)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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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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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金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416 親愛的老婆(珍珠婚紀念版) 侯文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423 默契遊戲 五十嵐貴久著;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430 苦妓回憶錄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461 少年陰陽師. 53, 戀慕之濱 結城光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492 巴黎圖書館= The Paris library 珍娜.史嘉琳.查爾斯(Janet Skeslien Charles)著; 楊沐希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515 撒哈拉歲月 三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522 早知道就待在家 謝哲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539 早知道就待在家 謝哲青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帝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二崙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東縣西西古文教協會



9789573337546 哈利波特. 6, 混血王子的背叛(繁體中文版20週年紀念)J.K.羅琳著; 林靜華, 張定綺, 彭倩文, 趙丕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584 聖女的救贖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591 希望你也在這裡 劉梓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607 不可以 道尾秀介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614 機構 史蒂芬.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645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作;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333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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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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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669 我想把你留在昨天 溫如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155 老中醫教你四季全方位養生 謝文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162 老中醫教你二十四節氣養生 謝文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179 老中醫教你單味中藥去心火 謝文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186 兒少圍棋: 啟蒙 傅寶勝, 張偉, 趙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5193 兒少圍棋: 實戰技法 傅寶勝, 張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238 巧克力點心教室: 甜蜜的黑色魔力 許正忠, 林倍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7245 餅乾教室: 幸福的原味 許正忠, 張德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7252 中式點心簡單上桌 許正忠, 李麗蓉, 楊世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7269 和菓子.四時物語: 跟著日式甜點職人,領略春夏秋冬幸福滋味渡部弘樹, 傅君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7290 蛋糕教室 許正忠, 林倍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05 麵包教室5度C冰種的美味 韋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12 麵包教室5度C冰種的美味 許正忠, 柯文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29 蛋糕教室 邱勇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4241 素養評量 姚如芬主編; 王瑞宇, 徐亦礽, 葉舫伊編撰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64258 同樂總動員(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曾玉茹, 石孟瑾編撰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64265 同樂總動員(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曾玉茹, 石孟瑾編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8711 你有看到我的獅子嗎? 周彥彤文; 夏仙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9102 崇拜主禮指南 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著; 榮懌真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507 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hospitality industry劉清華, 劉碧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34514 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hospitality industry劉碧雯, 劉清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280 我快樂 因為我知「道」 妙益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3103 半朵花: 生命探索故事101 覺年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為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迦南翻譯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品冠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6469 在主內有分東西. 第二集, 蕃薯[]驚落土爛 只求枝葉代代湠駱維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345 客家文獻與著作書目彙編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99391 砂趣妙造: 立行堂珍藏明清紫砂 [黃健亮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2300 秋古的夢境= sepi ni tjuku 鍾佳蓁Qubi Kadrayiyang文字; 阿笛丹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繪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6208 福州厚浦詹氏家譜 詹行懋, 詹行憲, 詹行恕, 詹竹菁, 詹竹莘, 詹竹芬, 吳世雄, 詹行慤, 詹乃建, 詹迺立, 廖美冠, 詹迺勤, 詹迺萱, 詹可樹, 詹可彬, 詹可強, 詹雅然, 黃品涵, 詹嘉寧撰稿; 詹行慤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338 走讀客家世界 黃子堯著 平裝 1

9789869563352 書寫客家與客家書寫: 臺灣客家文學研究論集 邱湘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565 泥鰍講古. 四 劉福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531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計畫學際之另一種接近方法葉光毅等編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65548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計畫學際之另一種接近方法葉光毅等編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9581 使用Python實作機器學習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4483 Process systems analysis and control by Steven E. LeBlanc, Donald R. Coughanowr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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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4520 科技創新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elissa A. Schilling作; 李亭林編譯 六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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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幸珍等譯八 版 平裝 1

978986341454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by J. N. Reddy 平裝 1

9789863414551 物理化學= Physical chemistry Ira N. Levine著; 黃孟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4568 電路學=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Charles K. Alexander, Matthew N. O. Sadiku著; 林義楠, 古頤榛譯三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萬善祠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厚浦詹氏家譜續譜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盈記唐人工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特喜微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9789863414575 All of us reader. 2A: here we go pony trekking by Ann Evans de Bernard 平裝 1

9789863414582 All of us reader. 2B: let's go to Mexico by Ann Evans de Bernard 1st ed. 平裝 1

9789863414599 All of us reader. 2C: the smart rabbit by Ann Evans de Bernard 平裝 1

9789863414605 行銷管理= Essentials of marketing: a 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approachWilliam Perreault, Joseph Cannon, E. Jerome McCarthy著; 黃延聰, 周瑛琪編譯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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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水南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4629 University Chemistry by Brian B. Laird, Raymond Chang 平裝 1

9789863414636 電路學= 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circuits Charles K. Alexander, Matthew N. O. Sadiku著; 林義楠, 古頤榛譯三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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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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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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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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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6244 傀儡花. 1 陳耀昌原著; 飛西啟漫畫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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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799 「人與環境營造」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創生線上研討會. 2021年侯志仁, 宋威穎, 管中祥, 涂卉, 林俊宏, 高耀威, 朱怡甄, 林睿騏, 吳淑芳, 江芳瑜, 邱淮璟, 林秀貞, 林清壽, 張賀程, 郭建慧, 戴秀芳, 賴顯松, 傅桂霖, 莊金城, 蘇俞銘, 陳鈞煒, 陳若華, 楊美莉, 林茂盛, 謝璨羽, 賈璟祺, 林彥登, 許秉翔, 李藹慈, 高文彬, 蔡佳旂, 江雅琪, 鄭宜芳, 邱宗成, 王柏青, 顏宏憲, 陳怡杏, 簡淑玲作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805 文學點子: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創作與實務精選輯王祥穎, 江江明, 李艷梅, 高知遠, 陳章錫, 廖秀芬,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106級-109級)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84003 巧奪天工 羽宸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84065 宰相的弱點 羽宸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84072 訟師的詭計 羽宸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84089 測凶卜吉 羽宸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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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9508 舊統開新局: 康有為思想的立基與演繹 楊濟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7572 消費者行為: 洞察生活、掌握行銷 曾光華著 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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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春山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7596 零售管理: 行銷觀點 許英傑, 黃淑姿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79601 電子商務入門: 觀念、模式與跨境實戰 朱訓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79649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22: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照攻略蔡進祥, 徐世杰, 賴子敬, 鄧秀玉著 十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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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文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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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魚創意



9789860679656 行銷企劃: 邏輯、創意、執行力 曾光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679663 資訊管理理論 梁定澎, 陳灯能, 彭志宏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0962 奇蹟日語學習法: 30天搞定初級日語單字文法 陳殿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70979 牛津英語大師教孩子看圖學單字 路易思, 楊淑如著; Amber Sung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38235 我的第一本九型人格 陳思宏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938259 中學生的第一本寫作素養書: 從好好寫字到好好寫作的26堂課梅子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8266 用子彈筆記學英文字首字根字尾 吳宜錚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8273 用子彈筆記學新日檢JLPT N4+N5必考單字 陳殿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8446 我就是那擘開的餅: 逾越節哈加達手冊,給耶穌的信徒杰.莎嫩(Ms. Jill Shannon)原著; 亞洲先鋒事工翻譯註釋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176 南開科技大學創校50周年紀念特刊 吳昭瑰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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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3556 黃州蘇軾 李常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7503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7510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7602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7619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7626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633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640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7657 醫統江山 石章魚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7718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7725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7800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7817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7893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7862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7879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7886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8005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8012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8029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7978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7985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7992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鄉風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型創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前進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耶斯列國際



9789863528043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8050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8067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8081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8098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8104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8111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8128 權力巔峰 夢入洪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8159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8166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8173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8180 知堂回想錄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8197 知堂回想錄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8340 苦茶隨筆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364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8371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8388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8395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8401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8418 醫統江山 石章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8456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8425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8432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8449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8470 雨天的書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524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8531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8548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8555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8562 談虎集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616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8623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8630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8647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8654 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661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8678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8685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8692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8708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8715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8753 風雨談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8814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8821 燕歌行 酒徒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8876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8883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8890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8906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8913 苦口甘口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026 藝術與生活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064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9071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9088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9033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9040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9057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9132 秉燭傾談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422 四大名捕逆水寒. 續集(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9446 四大名捕逆水寒. 續集(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9439 四大名捕逆水寒. 續集(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29507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9491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9521 談龍集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545 安娜.卡列尼娜 L.托爾斯泰著; 邢琳琳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9552 安娜.卡列尼娜 L.托爾斯泰著; 邢琳琳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9569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9576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9583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9590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9606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9613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9620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29637 醫統江山.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29743 陳墨: 文化金庸 陳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9750 陳墨: 文化金庸 陳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9798 華蓋集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804 華蓋集續編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811 語絲漫談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859 而已集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866 三閒集 魯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29958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9965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9972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9989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9996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9996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9996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589004 馬踏天下 槍手一號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589226 基督教的真相 李雅明著 平裝 1

9789865589233 耶穌怎麼變成了神 巴特.D.埃爾曼著 平裝 1

9789865589240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589257 滄狼行 指雲笑天道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589264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9271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89370 紙醉金迷 張恨水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89387 紙醉金迷 張恨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89394 綠楊村 司馬中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9509 綠楊村 司馬中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89400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9417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89424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9431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89448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89455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589462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589479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589516 卡內基人性揭密教典(經典新版) 舒丹, 楊菁, 王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5000 溫柔的刀(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25024 溫柔的刀(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25017 溫柔的刀(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中冊 1

9786267025031 一怒拔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25048 一怒拔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132

天圓文化



9789860644913 怡然富足最吉運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9215 改變未來的100件事: 2021年全球百大趨勢=The future 100Wunderman Thompson Intelligence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553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大字版本). 民國一一一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9789869760560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特大本). 民國一一一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9789869760577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一一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6217 股市技術分析圖典 張凱文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810 不只成長,還要倍增: 高績效CEO掌中的90個關鍵指標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侯淑媛, 吳青娥整理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92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首部曲 王福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1292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首部曲 王福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24088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二部曲 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088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二部曲 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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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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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34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四部曲 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347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四部曲 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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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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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20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進畫論. 六部曲, 32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7607 第1型糖尿病: 自由自主: 寫給兒童、青少年以及年輕人的書= Type 1 diabetes i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Ragnar Hanas著; 黃潔芝, 黃佳祥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443 太陽回歸: 活出內在光芒的生命旅程 李安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450 宇宙星流神諭卡= Cosmos flow oracle card 李安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0414 阿美語松浦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U Suwal nu Mancelan: a handbook of classified vocabulary of Amis Mancelan dialect鄭仲樺, 王阿鳳, 張朝仔, 張春英, 林春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421 排灣語大谷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Tjinahiljikan a Kakaiyan a Vecik: a handbook of classified vocabulary of Paiwan Tjahiljik dialect鄭仲樺, 黃良眺, 孫秋雲, 邱新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438 賽夏語東河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kapayakai' noka Saiwalo': a handbook of classified vocabulary of Saisiyat Walo dialect鄭仲樺, 菈露.打赫斯.改擺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445 阿美語大坡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U Caciaw nu Kawaliwali: a handbook of classified vocabulary of Amis Kawaliwali dialect鄭仲樺, 林有里, 林春花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

英瑞孚文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齊一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鼎人資發展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發堂通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羿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偉門智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742 細讀歷代志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762766 細讀歷代志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762759 細讀民數記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2773 細讀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2780 細讀約書亞記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737 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21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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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720 商管決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1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南臺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編輯平裝 1

9789865627720 商管決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1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南臺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2193 豐壤之地: 四步農法的如實滋味 翁豪杉主述; 吳惠晶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309 書法駭客: 駭客無所遁形,書法無孔不入 張尚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9317 新編賴和全集. 壹, 漢詩卷=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p賴和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8019324 新編賴和全集. 貳, 小說卷=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p賴和作; 蔡明諺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8019331 新編賴和全集. 參, 新詩卷=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p賴和作; 蔡明諺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8019348 新編賴和全集. 肆, 散文卷=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p賴和作; 蔡明諺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8019355 新編賴和全集. 伍, 資料.索引卷=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p賴和作; 蔡明諺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8019393 綠色牢籠: 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 Green jail黃胤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9447 綠色牢籠: 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 黄胤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737 番俗六考: 十八世紀清帝國的台灣原住民調查紀錄黃叔璥原著; 宋澤萊翻譯; 詹素娟註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6421 紫微.氣質論生涯 = Zi Wei astrology 桂慶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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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6421 子兒,吐吐(中英雙語) 李瑾倫文; 王冠蓉, 盧怡君中文配音; Karla英文配音 其他 1

9789861616438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中英雙語) 劉旭恭文; 劉小芸中文配音; Brian英文配音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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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3

柏億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會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柏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臺科大化材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4

信福



9789861616445 好想吃榴槤(中英雙語) 劉旭恭文; 劉小芸中文配音; Brian英文配音 其他 1

9789861616452 Guji guji(中英雙語) 陳致元文; 岑永康中文配音; Kronis英文配音 其他 1

9789861616469 我的故事小書包 施政廷, 奚淞等文; 劉小芸, 林凱羚, 賀宇傑朗讀 其他 1

9789861616476 我的語文小書包 潘人木, 林煥彰, 王淑芬等文; 劉小芸, 林凱羚, 賀宇傑朗讀 其他 1

9789861616483 我的自然小書包 趙天儀, 張永仁, ,劉伯樂等文; 劉小芸, 林凱羚, 賀宇傑朗讀 其他 1

9789861616537 親愛的快樂先生= Dear Mr. Happy 亞喬文; 鄭萱婕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544 狐狸私塾開學了 鄭若珣文; 李憶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551 不一樣的1 吳亞男文; 柳壟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575 小鳥和鱷魚 鄧正褀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5531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 1 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上卷 1

9789860615548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手冊). 1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上卷 1

9789860615555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用書). 1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上卷 1

9789860615562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用書). 1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下卷 1

9789860615579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 1 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下卷 1

9789860615586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手冊). 1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下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55254 不跟男生交往的話就無法轉大人了喔 午夜藍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5384 我有百萬億分身 重劍無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5476 武道通神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5520 修真界唯一錦鯉 枯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5599 關於作為魔王這件事 貓寬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5612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5704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5711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5780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5797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5803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5902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5919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6008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156138 蒼青之劍 幽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6183 極樂淨土 世末鴿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6190 極樂淨土 世末鴿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6237 龍套少女要修仙! 貓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6275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6282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6367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6374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6381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6497 少年心理師 風念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6503 少年心理師 風念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6480 黎明之劍 遠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6589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156596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156619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6626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6633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6640 萬道戰皇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6671 星際涅槃 羅霸道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6688 星際涅槃 羅霸道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6718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南億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飛燕文創



9789865156725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6732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6749 眾神之誰與爭鋒 典玄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6756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6763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6770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6787 詭秘之主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6817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6824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6831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7517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7524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7531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6893 江山如夢 自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6916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6923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6954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6961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6978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6985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01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157036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57043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157074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7111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7128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7135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142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7159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7166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180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157197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157203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7210 梟寵女主播 陌上纖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258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296 無夢系列 夜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7302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7319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7326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333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7340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7357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7364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7371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7388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7395 武道通神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57401 武道通神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57425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7432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7449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7456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57463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57470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157487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7494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7500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548 不敗武神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7555 不敗武神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7562 不敗武神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7579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157586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157593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157609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7616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7623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7630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7647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7661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7678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7708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7715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7722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7739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57746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57760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7777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7784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157791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157814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7821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7838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7845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157852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157869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157906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7913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157920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157937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15794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157951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157968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15800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158019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158026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158033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8040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8064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8071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8149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8156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8163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8170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8255 最強偶像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8262 最強偶像 蓮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8279 穿越變蘿莉(新裝版) 白日幻夢作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8286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8293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8309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8316 黎明之劍 遠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8361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8392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8408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8422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8507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8514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8521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8569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158576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158583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158590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8606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8613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8620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8637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8644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9023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9030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9047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8651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158668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158729 江山如夢 自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8736 江山如夢 自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8965 無限血核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8989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8996 蓋世雙諧 三天兩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9122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159238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159245 神工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159252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59269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59276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159313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9368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9429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9436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9443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9450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59467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15947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159481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159535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15954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159566 花之姬綺譚 花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9573 無夢系列 夜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9597 穿越變蘿莉(新裝版) 白日幻夢作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9689 你看我會魔法喲 妍小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9757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9856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9887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9948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3110014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10038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10076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654 花落春又殘. 第四部, 花落誰家 陳垣三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1897 找樹的人 徐嘉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000 植物日記簿 黃仕傑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8

送存冊數共計：198

春醒文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樹林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3544 維恩的秘密莊園= 2021 Photo book Sharon's secret manor 初版 精裝 2

9789869793551 謝侑芯個人寫真. 2021: 二次元.女友 陳文銓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9003 廬心琳琅 白繼敏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3018 傳統身心性命之學的探討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3025 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3032 歷史的經驗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60282 黑蓮花攻略手冊 白羽摘雕弓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60589 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0596 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0626 此刻,告別你的混亂人生: 拋棄自我懷疑,解決不完美情緒,接納真實自我,打造喜歡的生活方式宋曉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633 時光微微甜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0657 時光微微甜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0640 時光微微甜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60671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一, 杯中起漣漪 烽火戲諸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688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二, 轉戰三千里 烽火戲諸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695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三, 血染欽天監 烽火戲諸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701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上. 四, 落子太安城 烽火戲諸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725 以神之名. 上卷, 幻.虛.真. 2 御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0732 以神之名. 下卷, 幻.虛.真. 2 御我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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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916 江湖夜雨讀金庸 馬大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923 趁早把未來磨成你想要的樣子 王宇昆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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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0961 長安驚雲 風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0978 長安驚雲 風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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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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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樂的生活提案珍妮佛.艾希頓(Jennifer Ashton)著; 蔡心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036 限量<>(劇集書衣版)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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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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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溫壁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098 我殺死的男人回來了 黃世鳶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104 拒當佛系女子！面對人生爆擊,你要站穩迎擊 王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135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七 士承東林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1142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七 士承東林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1173 牠不是普通的狗: 海豹隊員與軍犬開羅走過戰火療癒彼此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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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季瑄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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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203 他和她的貓 唧唧的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210 戀上浪花一朵朵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1234 戀上浪花一朵朵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1227 戀上浪花一朵朵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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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289 即使世界烏雲罩頂,妳也要自帶閃光 格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紅嬰媒體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廬Line群組



9789865061302 趁早把未來磨成你想要的樣子 王宇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319 實現爆發式成長: 關鍵時刻做出正確抉擇的邏輯思考術,學校、科系、工作、伴侶都適用,讓你一生無敵!粥左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326 老子教你斷捨離,讓人生更輕鬆 羅大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333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下. 五, 天下共逐鹿 烽火戲諸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340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下. 六, 夫子上武當 烽火戲諸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357 雪中悍刀行. 第三部. 下. 七, 江湖酒一殤 烽火戲諸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371 情緒按紐: 告別一觸即發的情緒地雷,脫離悲傷、憤怒、恐懼的掌控= Triggers: how we can stop reacting and start healing大衛.瑞丘(David Richo)著; 蔣慶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425 獻魚 扶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1449 獻魚 扶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1470 找回妳的生理時鐘: 順著28天超晝夜節律來保養,解決99%女性都有的問題艾莉莎.維蒂(Alisa Vitti)著; 蔣馨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494 只想和你好好的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1500 只想和你好好的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1524 女人有底氣,活得才高級 靜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531 Sweet home 金坎比文;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61548 Sweet home 金坎比文;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61555 莊子教你看懂人生這場戲: 原來,我們都被困在自己想像的劇情裡梁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586 殺人魔名冊: 全球150名極惡連環殺手檔案 傑克.羅斯伍德(Jack Rosewood), 蕾貝卡.洛(Rebecca Lo)作;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593 蒼蠅王(十週年紀念版) 威廉.高汀著; 龔志成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61609 樊登給過度努力父母的教養課: 面對焦慮時代,與孩子一起學習正向思考,培養終身學習態度,創造樂觀自信人生樊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647 恐懼,你好!: 百日無懼計畫,從膽小鬼到勇敢做自己,開啟人生無限可能蜜雪兒.波勒(Michelle Poler)著; 周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654 人生大多是小事,沒有什麼了不起 蔡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661 Z世代經濟: 未來最有影響力的新世代,將如何塑造2035世界新常態?= Zconomy: how Gen Z will change the future of business—and what to do about it傑森.多希(Jason Dorsey), 丹妮絲.薇拉(Denise Villa)著; 周玉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678 已經在家了,但還是好想回家: 真羨慕蝸牛,因為他的家好近= 집에 있는데도 집에 가고 싶어：달팽이는 좋겠다 집이 가까워서權螺濱著; 金希定圖; 翟云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685 食罪者= Sin eater 梅根.坎皮希(Megan Campisi)著; 羅慕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722 男孩與性 佩吉.奧倫斯坦(Peggy Orenstein)著; 溫壁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739 搞懂內分泌,練成你的易瘦體質: 不節食、不斷醣、不生酮、不吃藥、不需要制式菜單,打造這輩子都胖不了的瘦身術!蔡明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746 看這本就好!最好懂的2階+4階魔術方塊破解法陸嘉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777 橘子的滋味= 귤의 맛 趙南柱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784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61791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61807 因為你也在這裡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838 妖怪料亭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61845 妖怪料亭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061869 無框身體: 婦產科醫師寫給妳的身體指南,破除性別限制與生育迷思,陪妳一起愛自己烏烏醫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876 惡名昭彰的詛咒物: 關於物品的邪惡傳說與真實發生的詭異事件= Cursed objects: strange but true stories of the world's most infamous itemsJ.W.奧克(J. W. Ocker)著; 喬恩.麥克奈爾(Jon MacNair)繪; 陳思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1906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61913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61920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61982 即使全世界都在抱團,姐也要走自己的路 格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019 沉睡時光裡的愛 木小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064 喜歡你,是我做過最美好的事 咸貴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088 給習慣逃避的你: 心理諮商師告訴你,每個逃避行為的背後,都有需要被關心的理由李國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095 小清歡 雲拿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2101 小清歡 雲拿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2125 偷偷藏不住 竹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2149 偷偷藏不住 竹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2132 偷偷藏不住 竹已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62163 聰明人從不走捷徑,夢想的路要用雙腳丈量 夏文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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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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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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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521 讓我們勇敢夢想= Let us dream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 奧斯丁.艾夫賴格(Austen Ivereigh)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545 有毒的男子氣概: 從希臘英雄、中世紀騎士、英國仕紳與現代新好男人,歷史如何層層建構「男人」的形象盧省言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7

送存冊數共計：84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908 我見我聞的福音. 第十冊, 耶穌宣教第二年. 丁= Il vangelo come l'ho veduto e udito. vol.10: Gesù predica il Vangelo Anno secondo (d)瑪利亞.華多達(Maria Valtorta)著; 葛助民, 李莉, 許漢偉合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38 吳肇勳書法集. 五 吳肇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926 對症用藥參考冊 李茂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421 生命靈數擂台 陳添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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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423 海運學 林光, 張志清作 第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9705 現代公司法= Modern corporate law 劉連煜著 增訂十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2958 作客沙發 賴小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379 二行詩九十六首 張燦文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533 日本東京「皇居」: 真龍真穴大地理 陳哲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728 NEXEN時間之血 謝春德詩文.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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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燦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連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添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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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肇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茂祥

送存冊數共計：5

許漢偉



9789574391691 河洛語音字寶典 洪國良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582 我愛鬱金香攝影集 郭英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92148 郭英雄聊天室: 患者變好友. No.4 郭英雄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995 順伯仔佮你搏感情: 閩南語散文創作 余益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478 生之蘊: 施炳煌今昔創作展專輯 施炳煌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881 圖解載貨證券專論= Advanced bills of lading 鍾政棋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735 樂活福爾莫莎 葉民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772 大地工程學. 二, 基礎工程篇 施國欽編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196 槍術入門之道: 活學活練活用 張博智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082 今年怎麼沒有蛙鳴的聲音 姚守衷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680 觸動心弦: 培養靈命知、情、意的講章 李秀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09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逐條釋義 李明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8531 行政法學總論 陳新民著 新十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明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新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守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秀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國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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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鍾政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民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余益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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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599 量子美學梭論= Quantum aesthetics 紀向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710 紅橋水聲 吳聲淼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162 返鄉日記. 2 黃慶祥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8715 芬芳校園溫馨情 陳文榮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762 董國楨書文集 董國楨書寫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87779 董國楨書文集 董國楨書寫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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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601 程錫牙作品集 程錫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370 阿嬤的雙手 洪國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134 既判力之研究 駱永家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4388134 既判力之研究 駱永家著 十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96 成功關鍵分析與簡報 魏季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267 健康生活實用美容經絡 張逸蓁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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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駱永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魏季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程錫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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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清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慶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文榮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聲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684 台灣與聯合國兩盟約: 從<<世界人權宣言>>談起= Taiwan and the covenants of UN: starting with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蔡百銓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93220 耶穌與台灣: 改革與追求公平正義= Jesus and Taiwan: reform and the pursuit of justice蔡百銓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434 台灣本土青草實用解說 翁義成著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15 行政法 莊國榮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936 黃清泰參將與黃驤雲進士父子詩文賞析 黃阿彩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776 紫微斗數: 古賦文集 劉香郁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1783 紫微斗數14顆星在12宮位 劉香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1790 紫微斗數星性大全: 星星知我心 劉香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1806 紫微斗數. 最高級篇, 四化 劉香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056 躍然紙上: 張躍懷作品集 張躍懷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78 浮世觀想 李新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1616 老人同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歐內斯特.海明威原著; 賴文英客語四縣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81623 行孝繪本: 客語民間文學故事選= hangˇ hau fi bunˋ: hagˋ ngiˊ minˇ gienˊ vunˇ hog gu sii xienˋ賴文英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91509 初級客語講義= Basic Hakka 賴文英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483 黑鏈: 區塊鏈,洗錢,人腦植入晶片的小說 張渝江, 六色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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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馥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里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文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渝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志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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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阿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香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翁義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國榮

蔡百銓



9789574388899 呵呵二動詩 謝里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271 屆時 江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748 中華台北動力氣功養健身理觀念 張寶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08 面山面海教育與安全機制論壇. 2021= 2021 T.W.N. Edu and Safety Conference杜麗芳(博崴媽媽), 吳耀族, 馮景聖, 黃昱鈞, 孔垂翔, 吳旭昇, 沙力浪, 林韋銘, 徐震宇, 翁志航, 陳介中, 陳玉山, 陳冠榮, 陳嘉峰, 陳琦恩, 黃征寧, 溫志榮, 廖大瑋, 劉得煒, 劉曼儀, 賴韋綸, 謝得燦, 謝智謀, 羅致遠, 譚凱聰, 蘇達貞, Federico Davicino作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0923 逐步東行: 聚說 劉覲瑢, 莊昇諺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687 悠遊藝海: 呂玉惠創作畫集 呂玉惠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387 陽宅奧秘三十天快譯通 於光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69 路衛詩選.選集 路衛(周廷奎)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366 帚珍餘緒 來新陽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4390434 帚珍餘緒: 九秩初度感恩誌念 來新陽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611 鏤透迎春暖 施鎮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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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454 BooBoo and Jubee save their boy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James Hugh Gough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ames Hugh Gough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施鎮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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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來新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玉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於光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崴媽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西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寶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397 書藝饗宴施國華書法展集 施國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233 歲月不待人 林豐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444 凝燄 愛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7137 小半 愛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103 常見骨骼疾病診治與保健 楊榮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431 聖潔之殤. II 四方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282 牙科創新創業實踐 劉興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335 孤獨島嶼: 順從之島= Monologue of isle: non-self-will island顏瑞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342 孤獨島嶼: 樂透之島= Monologue of isle: sweepstakes island李怡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359 孤獨島嶼: 意識邊界之島= Monologue of isle: conscious frontier island張卉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489 孤獨島嶼: 關係之島= Monologue of isle: relations island陳朝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201 A time to scatter stones by Ying-Chih Chuang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335 路得記: 基督的新婦 盧穎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988 臺中公園的文學書寫: 臺中一中人暨第十八屆語資班作品研究陳光瑩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621 佛經之生命智慧行: 以<>、<>、<>為主 張麗卿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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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莊媖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碧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興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英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素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方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宇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啡

送存冊數共計：1

施國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964 成佛捷徑 方力脩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89971 成佛捷徑 方力脩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158 LE VISAGE: 歲月.容顏粉彩創作 鄒佳哲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055 英國當代作曲家菲利浦.史巴克與馬丁.艾勒比經典作品選粹之分析與詮釋王戰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618 蒙福的人= The blessed 洪溫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595 用字卡說故事(正體注音版) 周盈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7717 用字卡說故事(中德雙語注音版)= Eine Geschichte erzählt mit Wortkarten周盈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861 易經原文正譯 沈一震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92 美容法律案例解析. 醫事法篇 邱創智, 孫郁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865 我所認識的易經. 四, 无妄至大壯十卦漫談 毛炳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704 鋼鐵傳奇: 德意志的沈默艦隊= Legend of steel: German U-boat fleet黃竣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711 鋼鐵傳奇: 德意志的沈默艦隊= Legend of steel: German U-boat fleet黃竣民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044 國際關係 徐暄景編著 平裝 1

9789574384891 海洋臺灣 徐暄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寶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竣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徐暄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創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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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盈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沈一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溫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力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鄒佳哲



9789574388356 芳香療法按摩實務 鄭寶寧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724 東南亞政府與政治 王遠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493 紅樓夢詩詞韻文唸唱 曹雪芹詩詞.韻文; 唐美惠句譯.譜曲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28 Su-75 LTS Checkmate俄羅斯第五代輕型戰機 楊政衛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752 TOEFL托福文法與構句. 前冊 李英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1417 TOEFL托福字彙. 中冊 李英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032 跟著大師學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明代高僧白話集解(明)紫柏真可, 憨山德清, 蕅益智旭撰述;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753 英文拼字遊戲SCRABBLE與學習英文單字的關係胡文華編著 平裝 1

9789574391486 英文拼字遊戲: SCRABBLE與學習英文單字的關係胡文華作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328 太上玄門日誦早壇功課經 李宇珊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823 漢語分類詞之語意參數及分類詞之新定義= The semantic parameters of noun and verbal categorization in historical Chinese classifiers,and the redefinition of classifiers陳榮安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797 後繞境創作報告: 科技、藝術、民俗的召喚 戴嘉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421 失智症的知识传播、防治与社区照护 苏裕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899 佛法六大 方俐懿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裕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俐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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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宇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昭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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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可夫斯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遠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239 Soliloque: blueprint for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author James C. Lin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769 杜夢幻故事集: 艾米的太空載具和總部= Du phantasy story sets: Aimee's space vehicle and headquarter杜岳作 平裝 1

9789574393121 嘉義和阿里山的冒險= Adventures in Chiayi and Alishan杜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479 天上聖母經.新詮 施勝台編著 一版 精裝 2

9789574392339 新.媽祖六十甲子靈籤解說(日本語) 施勝台編著; 連昭惠, 三宅京日文翻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793 我把自己變成一封信貼在街上 徐心潔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274 戲劇療育-回家系列: 小丑默劇舞台劇 叔軍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734 癌症的最終解答. 首部曲, 18年探索找到最佳的保健食品張金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47 Seventeen plus. vol.2, 在動盪不安的時代,你找到熱愛了嗎?古韻琳, 黃懌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298 Returning to direct experiences author Guru Yutang Lin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987 背包客 戴鴻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87014 蘭陽之歌 戴鴻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87021 改變 戴鴻名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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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筱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戴鴻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盛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韻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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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岳淑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金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施勝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徐心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家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岳



9789574388059 視覺化社交網路與電子商務 邱筱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8097 資料庫結構化語言 邱筱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066 金丹講義 陳子石著作; 陳如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8073 悟真篇口義 陳子石著; 陳如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8080 金丹四百字合解 陳子石著作; 陳如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8929 玄典直解全集 陳子石著作; 陳如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247 周易實事. 卷首 唐道宗著; 陳如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391 功法闡秘 陳子石著作; 陳如麟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230 說好的攻略遊戲呢 林佑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025 文化地理學導論: 文化本源中的知識傳統 歐崇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91868 語言地理類型起源導論篇: 上古科學與民族知識傳統歐崇敬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365 依婉.姑牧的織布課 吳俊德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27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真實義;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普門釋義;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寶藏釋義寶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551 聊齋算老幾?這本才是「短篇鬼故事之王」 黃厚淵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7411 狗呷烏蠅集 鍾振斌著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472 共犯者花園系列: 福報島(第一課) 黑書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742 共犯者花園系列: 毀滅公投2047. I: 公投題目篇黑書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11 英語學習之情意因素與英語成就相關性之研究: 以一所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ffective factors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English achievement among students of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王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益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書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厚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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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劉昆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林佑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崇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如麟



9789574379422 2020斬首式戰爭元年: 一道世界和平的曙光 汪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2477 2020斩首式战争元年: 一道世界和平的曙光 汪泉着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9873 天母千年戲曲 稻埕雲染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250 蒼白球日誌. 2020, 秋= Records in the Globus Pallidus autumn. 2020蒼白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271 會計學概要題庫解析 廖瓊正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47 末代九九備考記事 陳于揚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0435 聲樂管窺集. 2020 : 聲樂藝術散論 黃子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369 皇馴紫微 黃裕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0800 如何讓牙齒使用到100歲 何啓峰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762 法傳妙音 渡化迷津. 二 楊麗容(道鎔)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571 好街友哈利= Homeless Harry(中英對照) 詹姆斯.雷德(James L. Lade)著; 陳厚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991 神妙達摩氣功灸= Magic Bodhidharma chi-kung acupuncture盧錫煥著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1159 21世紀初階鋼琴教學法: <>培養全方位音樂家 何佩華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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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華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錫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佩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usan Patrice De Simon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啓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于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子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簡靖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瓊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稻埕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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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華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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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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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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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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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華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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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佩華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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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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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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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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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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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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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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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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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1173 表面張力= Tension/Surface 曾義欽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721 臺北士林長青墨趣 尤玉莞, 呂景賢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2033 葉宇軒當代水墨藝術集= Yeh Yu-Hsuan contemporary art works葉宇軒[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984 西歐北海邊: 荷,比,盧和北法遊 黃明雄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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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2767 穿越時空的愛戀: 孫吳也詩畫集 孫吳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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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3030 西洋棋好好玩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83030 西洋棋好好玩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83047 西洋棋好好玩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83054 西洋棋好好玩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390182 西洋棋好好玩 練習冊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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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如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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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宇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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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志千



9789574390199 西洋棋好好玩 練習冊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90250 西洋棋好好玩 練習冊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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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馨緣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3566 後疫時代: 人人、自然、社交、再連結 沈揚庭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3535 鄭秀玲油畫集: 歸園田居、悠然自在 鄭秀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83535 鄭秀玲油畫集: 歸園田居、悠然自在 鄭秀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3610 芭芭雅嘎的女兒 吳雅怡Asta Wu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3726 淑花秋實: 郭淑華油畫精選集= No autumn fruit without spring bossoms郭淑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3955 马可福音讲道集 陈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574 嵌喜.心迎: 羅凡晸詩書創作展 羅凡晸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91 Delta-E series photography 張凱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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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983 西裝與香花: 1950-1960年代「穿褲的」查某人的身影= Suits and corsages: Taiwanese women in pants during 1950s to 1960s黃孟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065 可可子BLACK 費子軒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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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孟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凡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凱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淑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黎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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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吳雅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彭馨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揚庭



9789574385089 可可子WHITE 費子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300 9th Asian Symposium on 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 (9th PSE Asia 2020)executive editor Chong Wei Ong 平裝 1

9789574390458 2021 Symposium on Thermodynamics and Process Systems EngineeringCheng-Liang Chen, Chong Wei O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386 Classical Tales 鄭農軒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416 久違了,我的小宇宙: 連結、傾聽、對話 問閑蟹子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468 廣公紀念堂巡禮 釋心見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706 數量研究方法: 理論與應用=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梁金樹, 丁吉峯, 王淑滿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836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全本). 民國一一一年 廖冠凱編著 其他 1

9789574385843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一一年 廖冠凱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086 揚帆再發今曉 吳榮泰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147 勞動事件法要義及案例解析 張捷誠, 周忠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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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85 老子.正言若反 陳聖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291 魏道密畫集 魏道密[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聖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道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捷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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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冠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榮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心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金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農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素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誠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598 清微演教: 安龍謝土= Taoism Qingwei 梁恩誠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628 向謙人生體悟集 蘇栢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659 薩克斯風演奏不能說的祕密. 初階篇 法藍克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666 謝恩= Thanksgiving 林翠珊Vita Lin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796 台灣百合之美: 蕭瀟雨攝影集= Taiwan lily photography collection蕭瀟雨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826 Letters from heavenly father by Hanna Sara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963 A myth through war and time 李欣穎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949 施善繼詩全編 施善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857 讀通<> 程定華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370 巷口的櫻花樹 曾品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298 拓荒者 身體的記憶: 陳益村藝術創作個展 陳益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益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千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程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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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善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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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na Sara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凱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翠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梁恩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栢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366 漢字圖示. 一, 部首篇 鄧千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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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519 雅加達臺灣學校創校卅週年專刊 包砡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502 後人間世= Post-Anthropocene 陳子澂(André Chan), 黃又文(Erica Huang), 何兆南(South Ho), 彭奕軒編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533 一起去旅行. III, 小廢物旅行團 JOUJOU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557 心靈之光: 許美月油畫創作集= Spiritual light: Hsu Mei-Yueh Exhibition許美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564 數位幾何造型風格表現性= Expression of digital geometric style蔡誠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656 傷心欲絕= Wayne's so sad 陳藝堂攝影; 許正泰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649 張子溫先生家書 張清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625 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許眙綸圖; 羅金玫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632 學院太極的文化傳承與實踐= College taichi: heritage and practice馬莉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663 專案導向企業管理. 二, 工程企業經營管理實務教戰手冊易力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力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金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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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藝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美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誠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盈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雅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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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晉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731 台灣平民的戰爭求生手冊(非官方版)= War survival handbook for Taiwanese civilians林凱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30 Skin Off 丟,臉 丁俊心(Helen CH Ti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54 無上道的宇宙觀 宋汝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12 非線性留白: 佳豪曾經作品集= Non-linear blanking陳佳豪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953 WUTALK台南在地誌. Vol.1 吳啟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946 移動城堡: 2014北海道露營22天 盧乃誠, 法蘭克, 布萊德, Ning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011 幾何美學的花藝設計入門基礎教科書 張曼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141 東方占星: 靈姬紫占 靈姬文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202 現代詩創作藍本《孤獨九卷》 荒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219 遙思: 劉富吉笛樂作品集 劉富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288 鍾氏台灣屏東縣內埔鄉新北勢第16世接觀公以降家族世代圖= Chung’s family chart and album of the 16th generation Jie-guan, Pingtung, Taiwan鍾世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世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富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世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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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哲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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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啟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俊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汝夔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凱斌



9789574388301 阿傑話節氣 黃世傑撰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325 喜歡到世界末日= To be or not to b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332 寄一箋憂傷給年輕的我 陳聰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387 全口無牙病人和家屬的必修課 梁廣庫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394 永懷忠烈: 黃花崗陳更新烈士= Remembrance of a martyr for all eternity: Chen Geng Shin of Huanghuagang陳懷崇, 陳懷僑編; 陳懷東, 陳懷明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400 鬱見妳,那一刻 月見星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455 催眠諮商理論與實務 謝季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23 謝滄益油畫集 謝滄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16 藝韻: 張若琳師生聯展= Artistic charm 張若琳, 徐鳳嬌, 陳虹妙, 華林玉涵, 詹貴珠, 蔡綠綠, 蘇美貴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54 大地情懷: 闕河淵回憶錄 闕河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78 病床邊上的傳道實務: 靈命的療護保惠實務= Sickbed side preaching practice: counseling of spiritual cure and nurseing洪守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61 下雨了!呱呱 吳麗雲, 周昱瑄, 許妏姈, 謝思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407 我小時候: 江秋英阿嬤的生命故事= sunis pama iku: kungku na qenabinnus ni bai qidung江秋英, 謝思盈作; 江秋英圖畫創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守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思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若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闕河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季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滄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懷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見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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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品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08 奇幻插畫繪製技法 黃建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8608 奇幻插畫繪製技法 黃建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53 踏上親子溫馨共讀的旅程: 0-3歲親子共讀繪本導引手札吳凱琳(Kalina)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46 鱟江隨筆: 林水木退思錄 林水木口述; 碧菡撰稿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91 A debate on water by Jo Wu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84 人生,是一場癮 元昶(王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769 商周青銅古鼎仿鑄一事始末之歷史追記 李文章, 簡秀麗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820 粉紅色圈圈之舞 陳函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837 沒辦法!是人生啊!: 倉鼠女的東岸流浪教學日誌艾唯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813 漫遊.修行: 吳烈偉創作展= Journeys practice: an exhibition of works of Wu Lieh Wei吳烈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844 港室常隱 余奕凱, 陳梓健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905 The believer's introduction to prophets and the prophetic ministryby Brandon Brander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randon Brander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陽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烈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奕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函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艾唯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秀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水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自若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建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凱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974 吳老師越南語拼音教程 吳陽春編著 初版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967 再見.環南: 環南市場紀實攝影集 袁詩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998 斑斑鳩鳩愛唱歌 吳家勳文; 姜吟芳圖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049 錦鯉遊蹤: 陳永鑑攝影集 張正河執行編輯 精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063 快官 張稚宗VALE, 張于宗TINO圖; 謝金色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070 The surveillance: a collection about the white terror in Taiwanauthor C.J. Anderson-Wu吳介禎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087 Happy birthday, little crab written by Efa Chang; ilustrated by Yijie 1st ed. 平裝 1

9789574389094 Happy birthday, little crab. workbook 1st ed. 平裝 1

9789574392575 Animal fun: we are hot written by Efa Chang; illustrated by Yijie 1st ed. 平裝 1

9789574392582 Animal fun: we are hot. workbook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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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131 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年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209 美國阿媽 楊絲羽圖; 謝金色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89216 運動上好 楊于右圖; 謝金色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315 李春男自傳回憶錄 李春男著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宗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春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陳炫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伯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介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月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永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張苑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袁詩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聲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285 尋鹿文旅 林俐妡, 徐琬甯圖; 黄怡蒨, 楊家欣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308 芳亭長房二思台公派下開台始祖芳亭十四世保齊公家譜陳建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292 投資越南房產: 五年退休不是夢 孫鴻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414 有病: 臺北市萬芳高中2020年疾病主題創作徵件優秀作品選臺北市萬芳高中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445 與情緒工作: 情緒聚焦治療= Working with emotion: the practice of emotion focused therapy陳玉英, 格林伯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452 在第九天擁抱妳 劉奕傑著 初版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520 我所看到的前世今生: 奇幻的靈性修行旅程 夏晟珮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575 般若心經密鑰 釋常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629 愛子台語詩文匯集 吳愛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612 少年、煙霧與傘= Teenagers,smoke and umbrellas李迪權版畫.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858 614天流浪歐洲: 跟著少年一起旅行= 614 days in Europe徐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841 絢爛再起: 劍敏彩繪之路= A glorious comeback: Jennifer's journey to painting張劍敏作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劍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明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迪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夏晟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髻文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玉英(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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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鴻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子弘

黄怡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建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834 Myths and memories of rustic Taiwan author James Chien-Cheng Cha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896 媽祖姬 高薛琳姬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10 帝照星城 趙秀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21 美好的Maya彩繪療癒卡 張元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14 蔓生蕨 雨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52 我決定() Anita, 阿綺文字創作; 鮮鮮, Johnny繪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83 主kap我ê心靈筵席 高英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304 初生 陳欣琪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373 一人一半的快意歲月 張笑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380 徒旅 吳汶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526 墨意綺趣: 辛玉芬 邢莉麗 俞華書畫聯展作品集= Fantasy of colors and inks邢莉麗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邢莉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Germain Coulomb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笑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汶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英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欣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雨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敏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秀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元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張建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薛琳姬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595 Seeking the truth, finding the light, following the wayby Germain Coulomb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670 三個冬天 李曜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687 知高圳生物多樣性圖說. 卷I, 蝴蝶: 台中市烏日區知高圳步道蝴蝶多樣性= Zhigaozhen Trail biodiversity photobook. volume 1, butterfly: companion volume to butterfly diversity in the Zhigaozhen Trail,Taichung City,Wuri District陳寶樹, 劉中慧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694 文創行銷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 以流通管理課為例邱顯貴作 平裝 1

9789574390816 專業課程結合全國競賽及證照之教學實務: 以電子商務為例邱顯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700 筆硯消閑: 夏士清書法集 夏士清[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717 手醫學: 骨傷科臨床損傷症狀鬆解手法 黃有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786 思念之河: 江觴詩畫集. 2020 蔡榮和(江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793 大腦養成記= The making of the brain 蔡郁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830 明密電碼本 楊淑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946 明密電碼本 楊淑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90939 明密電碼本 楊淑峰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854 我們的河流 李怡衡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878 科技與法律之交會: 產學研發技術報告合集 陳曉慧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怡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曉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郁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淑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有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榮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顯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夏士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曜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寶樹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953 構詞音韻與衍生 蘇秦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059 專利分析實作講義Excel篇 管中徽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035 心花 夏卡圖.文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042 蘭兮 陳妍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080 我們都來自星星 郭乃華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58 開悟(學術版)= When you were ascended 江慶淇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65 高齡長者口腔照護 林孟薇, 林佳瑩, 宋惠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89 平凡.非凡.愛 王受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202 預知願望舖 劉庭瑜文; 劉禹瑢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264 蘇鴻傑教授紀念文集 蘇鴻傑, 郭文好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356 春聯趣賞 阮清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332 種子栗栗的尋家記: EC-SOS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計畫-繪影團隊黃鈺涵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阮清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鈺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庭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文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林孟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受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乃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嘉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詩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妍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管中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318 真哪噠香膏 莊月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349 晴天傘 劉晏瑄, 陳葦凌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493 台灣半世紀農村生活縮影: 北旗尾五十年憶往 林榮得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530 最後的巨人= The very last giant 吳青繪.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292 美濃福神 吳連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60 程式交易XS策略開發與應用 許江河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438 佛語隨行: 聽佛教禪修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445 自我概念在消費心理之呈現與應用 沈宗南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67 我是蠶寶寶: 一起認識蠶豆症 徐睿伶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152 歡笑時刻 魏文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480 祇園香道用香工具書 蘇義哲著 其他 1

9789574393640 祇園香道用香工具書 蘇義哲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義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魏銘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文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洞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宗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郁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江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彥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青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月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晏瑄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77357 蟲蟲危機= Worms pandemic 林榮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1938 羅芳伯傳奇 黃丙喜編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5171 愛的決定學: 結婚前,先找到你的為什麼 蓋瑞.湯瑪斯作; 張瓊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004 幸福連線: 用禱告和天父連線 格子外面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0641011 為時不晚: 察覺7種有跡可循的內在危機= Didn't see it coming: overcoming the seven greatest challenges that no one expects and everyone experiences凱瑞.紐霍夫(Carey Nieuwhof)作; 田育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411 南投客家文化產業: 再移民與多元共構下的軌跡與圖像俞龍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886 近代中國國術教育的推行與意義(1912-1945) 郭憲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893 社區成人教育與高齡學習: 社區教育四十週年紀念專書. 第一輯林振春, 張德永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3955 改變世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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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3986 夢想勒索: 協助被「夢想」壓迫的年輕人,在絕望中找到前進的動力高部大問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3993 相伴一生的機械錶: 全方位認識機械錶的浪漫、複雜功能和經典機芯並木浩一著; 李漢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78314 90堂成功領導和有效管理大師班: 偉大企業家和管理學大師的一句話,教你具體應用團隊領導、計畫決策、組織變革的智慧= The little book of big management wisdom詹姆斯.麥格拉斯(James McGrath)作;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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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芳智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169 中華河川大典 張步天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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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9279 蚊子、病毒與全球化: 疫病與人類的百年戰鬥帶給我們的啟示艾瑞克.歐森納(Erik Orsenna), 伊莎貝爾.德.聖歐班(Isabelle de Saint Aubin)著; 陳太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286 沉默證詞: 血跡型態、DNA鑑定、數位鑑識,一位鑑識科學家的破案實錄安吉拉.蓋洛普(Angela Gallop)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293 瑪瑪的最後擁抱: 我們所不知道的動物心事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323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瑪莎.葛森(Masha Gessen)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330 巷弄經濟學 牟鍾璘(모종린)著; 曾晏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408 死了兩次的M= The captives 黛博拉.喬.伊莫嘉(Debra Jo Immergut)著; 林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415 真理的史詩: 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歷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著; 馮卓健, 涂豐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09439 真理的史詩: 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歷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著; 馮卓健, 涂豐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09422 真理的史詩: 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歷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著; 馮卓健, 涂豐恩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509491 野獸該死= The beast must die 尼可拉斯.布雷克(Nicholas Blake)作;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格子外面文化



9789865509507 神保町書肆街考: 世界第一古書聖地誕生至今的歷史風華鹿島茂著; 周若珍,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521 西班牙= Spain 珍.莫里斯(Jan Morris)作; 黃芳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9521 西班牙= Spain 珍.莫里斯(Jan Morris)作; 黃芳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9538 北方的光明星= Star of the north 大衛.約翰(D.B. John)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545 極北直驅= 極北に駆ける 植村直己著; 陳寶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9644 畫鳥的人= O Vale da Paixão 莉迪亞.豪爾赫(Lídia Jorge)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651 韓國人不想讓你知道的事: 揭開65個韓國特有的「潛規則」,韓國社會文化觀察報告吳昌益著; 楊筑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675 羅馬的崛起: 從鐵器時代到布匿戰爭= The rise of Rome: from the Iron Aage to the Punic Wars(1000BC-264BC)凱瑟琳.洛馬斯(Kathryn Lomas)著; 陳建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705 完美殘骸= Perfect remains 海倫.菲爾德(Helen Sarah Fields)作;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712 寫給庇里牛斯山的情書: 蠻荒與瑰麗、澎湃與抒情,一個歷史與想像中的野蠻邊境= The savage frontier: the Pyrenees in history and the imagination馬修.卡爾(Matthew Carr)著; 林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743 顛峰心態: 需求層次理論的全新演繹,掌握自我實現的致勝關鍵史考特.巴瑞.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著;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811 來自星星的奇蹟 葛蘭蒂.范德拉(Glendy Vanderah)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9835 艾爾多安的崛起: 一場為了信仰、權力、國際地位,建構土耳其靈魂的新戰爭= Erdogan rising: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urkey漢娜.露辛達.史密斯(Hannah Lucinda Smith)著; 林玉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866 1291阿卡圍城戰: 十字軍保衛聖地的最後一戰= Accursed Tower: the Crusaders' last battle for the Holy Land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903 親密關係暴力: 以愛為名的虐待與傷害 瑞秋.路易斯.斯奈德(Rachel Louise Snyder)著;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934 雖然血淚,我還是喜歡翻譯: 我的書桌、女兒、老狗,還有那些在工作上療癒我的日本大作家權南姬(권남희)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9941 雖然血淚,我還是喜歡翻譯: 我的書桌、女兒、老狗,還有那些療癒我的日本大作家權南姬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958 伊斯蘭啟蒙運動: 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著; 洪世民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9965 旅繪台灣: 用畫筆,記錄這座島嶼最感動的風景林致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9972 女孩之城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著; 楊沐希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9989 地中海一萬五千年史 亞蘭.布隆迪(Alain Blondy)著; 許惇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9996 美的演化: 達爾文性擇理論的再發現 理查.O.普蘭(Richard O. Prum)著; 鄧子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001 棲居: 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018 蚊子、病毒與全球化: 疫病與人類的百年戰鬥帶給我們的啟示艾瑞克.歐森纳(Erik Orsenna), 伊莎貝爾.德.聖歐班(Isabelle de Saint Aubin)著; 陳太乙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025 瑪瑪的最後擁抱: 我們所不知道的動物心事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 鄧子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032 葉門: 字典國度的奇幻之旅 提姆.麥金塔-史密斯(Tim Mackintosh-Smith)著; 鄭明華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0767049 我把青春賭給山: 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原點植村直己著; 陳嫻若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67056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齊斯.洛韋(Keith Lowe)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063 沼澤女孩 迪莉婭.歐文斯(Delia Owens)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070 到英國的理由: 環大不列顛海岸遊記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著; 胡洲賢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67124 黃雨 胡利歐.亞馬薩雷斯(Julio Llamazares)作; 葉淑吟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0767216 職場動物園: 上班族生存教戰守則!透晰職場叢林,邁向成功之路!康斯坦茲.瑪赫(Constanze Mager)著; 周鼎倫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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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3803 高分通過中級複試翻譯寫作. 時事篇: 題庫+解析= Tips to translating & writing test on current events呂伊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2810 材料科學與工程導論=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illiam D. Callister, David G. Rethwisch原著; 林貞君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2827 線性代數= Elementary linear algebra Howard Anton, Chris Rorres, Anton Kaul原著; 陳福坤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2841 閱讀書寫生命與倫理的樂章及遊戲教學法的應用: 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大一國文課程為實踐對象朱介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858 微積分= University calculus: early transcendentals Joel Hass, Christopher Heil, Przemyslaw Bogacki, Maurice Weir, George B. Thomas,Jr.原著; 王牧民, 吳裕振, 蔡聰明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2865 籃球預賽各項攻防技術評量分析之探討: 以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男子隊為例陳昭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872 微積分= Calculus 洪揮霖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2889 蠶絲蛋白多元創新開發應用研發成果報告 李松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896 職業噪音與振動 楊振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902 Story of My Life文學.閱讀.書寫 江姵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919 材料科學與工程導論. 基礎篇= Callister'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illiam D. Callister,Jr., David G. Rethwisch原著; 林貞君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2933 普通化學= General, organic, and biological chemistry: structures of life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王正隆, 林秀雄, 涂育聖, 黃兆君, 溫雅蘭, 潘文彬, 魏麗梅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940 不一樣的李白 陳正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2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奴舒奴出版社



9789863782957 消費者行為= Consumer behavior: buying,having,and beingMichael R. Solomon原著; 陳尚永編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2964 悅讀與舒寫讀本 呂春明, 周芳敏, 徐玉美, 許煜青, 陳姿夙, 張苾芳, 黃美玉編著; 朱介國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971 文學與生活: 悅讀嘉年華 亞洲大學中文編輯小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3015 營養學 湯曉君, 鄭美莉, 朱映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971 養卵的魔法 魏曉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5811 疑案辦: 血色芙蓉 唐嘉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5835 下山事件 最後的證言 柴田哲孝著; 李雨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5859 台灣人的歌舞伎町: 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 稻葉佳子, 青池憲司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538 大壩守護者 Tonko House作; 呂紹芃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708 Alphabet animals written by Matthew Lee Richey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034 修行心路 悟光和尚尼口述; 悟光精舍編輯小組編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207041 隨緣開示 悟光和尚尼口述; 悟光精舍編輯小組編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207058 關房札記 悟光和尚尼口述; 悟光精舍編輯小組編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6313 <>全角色畫冊 PAPARAYA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8722 七色原木單位積木在幼兒園的應用 楊雅涵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5638 學測數學考點筆記 高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645 學測數學詳解筆記 高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652 學測數學關鍵字筆記 高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669 學測數學手寫筆記 高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8394 God, godgames, and Wu-wei in John Fowles's the magus and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written by Hsu Ching Chung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155 Trauma,travel and transcendence: Jung Chang's Wild Swans and Shuyun Sun's 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by Yun-Hua Hsiao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308 Tense and aspec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learners of Czechby Mclissa Shih-hui Lin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均數學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迷走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浩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娜伊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悟光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剛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時兆



9789574459308 Tense and aspec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learners of Czechby Mclissa Shih-hui Lin 一版 平裝 2

9789574459438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a new era: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editor Fang-Chi Chang and Li Fen Wang 平裝 1

9789575869885 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讀本. 英國、澳洲、紐西蘭John Hill, Ann Rogers編寫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0015 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讀本. 美國、加拿大 Morton Schagrin等編寫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518 伊人難為三部曲.6, 打不過跑就對了! 銀千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5108 足久足久以前,有一个尪婆! 吳易蓁作; 錢君銜繪圖; 陳豐惠台文譯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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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6129 墨染水色雲山: 廖涵茵創作展專輯 廖涵茵(明瑛)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997 問話絕技: 問話能力,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松本幸夫著; 郭欣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9304 讀心溝通術: 如何從「口頭禪」判斷對方個性?掌握七技巧,立刻看穿各種人!中村泰彥, 中尾信也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9504 家風揚 萬年旺 王振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2003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劉依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2034 寶寶來了! 小雪(寶寶媽)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12041 圖解0基礎,不出門就能賺錢的網路行銷術 謝芝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2058 勞動實務問題Q & A 沈孟璇, 黃超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2065 臺大教授帶你留學日本 吳嘉文, 三木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2072 圖解財務報表分析 伍忠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2089 民事訴訟法 林家祺, 劉俊麟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4512096 刑事訴訟法 蘇銘翔, 李美寬著 6版 平裝 1

9789864512102 作文養成大補帖 高詩佳, 侯紀萍, 陳啟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12126 強制執行法 蘇盈貴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12133 勞動基準法 陳旻沂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12140 高敏感男孩的簡易指南: 如何培養孩童長大成人與避免創傷= The simple guide to sensitive boys: how to nurture children and avoid traumaBetsy de Thierry著; 楊雪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2157 不退休其實更好: 一位高年級實習生的真實分享謝冠賢, 李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2164 強制執行法 蘇盈貴著; 蘇銘翔校訂 5版 其他 1

9789864512195 勞動基準法 陳旻沂著 9版 其他 1

9789864512201 勞動基準法隨身查 周志盛, 周瑋軒, 周瑋倫著 3版 平裝 1

9789864512218 勞動基準法隨身查 周志盛, 周瑋軒, 周瑋倫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12232 房地產買賣Q&A 陳冠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3552 讓學生不想下課的作文課 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格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家風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味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門國際藝術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和光影像



9789861213675 小學生寫作文從這裡開始 高詩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3781 小學生寫作文五十二變: 挑戰52種作文寫法 高詩佳, 侯紀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4054 基測作文六級分: 讀這本就對了! 陳啟鵬, 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2286 漢字正誤初覽 吳正中著 平裝 1

9789869882293 大戰略三十六計: 智謀操盤ABC 陳福成著 平裝 1

9789860652208 菩薩在這裡: 神州是菩薩的誕生地 陳福成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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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0652239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2021 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246 廣大和諧: 比較哲學與文化: 紀念方東美先生誕辰雙甲子= In memory of Thome Fang: 1899-2019孫智燊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736 愛在高苑.築夢台灣: 2020高苑盃移民工文學獎.109高苑科技大學「多元文化」圖文創作作品集= The 2020 Kao Yuan University Cup of literature awards for migrant workers multicultural photo & article creation competition portfolio鍾美玲, 黃慶雄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2310 關鍵時刻,重開和平互惠的兩岸關係: 「兩岸重開機,疫後新契機」研討會論文集鄧岱賢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7239 不安於世 欸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7246 台語的鄉土口味: 俗諺、俚語 顏勝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774 功-能原理 周鑑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781 微積分真簡單 周鑑恆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798 高壓電與放電: 兼談宇航離子推進器= High voltage and discharge: how do Ion Thrusters work?周鑑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8371 泰蔬食= Thai-vegetarian cooking book= หนังสอืท ำอำหำรไทย-มังสวรัิติ時時泰泰語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1180 飛越人生: 從美國,到世界的盡頭 廖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197 枫叶之国寻梦记: 中国留学生在北美的拚搏岁月刘苏川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0104 輕鬆讀完新舊約 俞貴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0111 五重職事: 進入使徒性恩膏擴張神的國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0128 七山攻略: 神國法則闖七山 韓若柏(Robert Henderson)作; 雲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5941 戰場通信 簡嘉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5972 墨世曙光: 十個太陽回來了 劉育樹, 方月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5412 怪物社會 爛貨習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時泰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哪噠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高苑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時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775 真理大學財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2021 Alethei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Business初板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782 真理大學優質通識教育的未來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尹珮璐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269 不只視.奏= Not only sight,but read 潘怡儀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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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1

9789869784283 千萬不要學鋼琴= What every pianist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bodyThomas Mark作; 盧秋瑩譯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7436 丁香魚和橄欖樹 控而已作 平裝 2

9789869937436 丁香魚和橄欖樹 控而已作 平裝 -1

9789869937443 丁香鱼和橄榄树 控而已作 平裝 1

9789869937450 夏日灼冰 控而已著 平裝 2

9789869937450 夏日灼冰 控而已著 平裝 -1

9789869937467 夏日灼冰 控而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85457 大明長歌. 卷三, 覓封侯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5686 古人比你更會玩 黃桑編繪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386218 新宿的貓= 新宿の猫 多利安助川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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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6577 承認自己不那麼好的你,會愛得更好 周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6690 王偉忠: 都是我朋友的事兒: 趁我還記得,一定要寫下來的男人鳥事...王蓉, 王偉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7710 當你出生的時候 艾瑪.達德(Emma Dodd)文.圖; 李貞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7727 你的一切 艾瑪.達德(Emma Dodd)文.圖; 李貞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7741 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 信任崩解年代的精準說服張宏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298 日本節日好吃驚 李仁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304 光天化日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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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533 戰役浮生錄: 新冠病毒威震八方的省思 壺里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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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564 我的努力,只為自己的海闊天空 石雷鵬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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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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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748 洞察鬼滅之刃暗藏的心理現象 林萃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793 當呼吸化為空氣=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著; 唐勤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88861 秒睡、好睡,365天的愛睏書: 給高敏感的你一帖幸福處方箋蘆澤裕子監修; 土屋未久插畫;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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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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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946 男人的愛情研究室: 談一場不追不求的戀愛 Mr.P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953 一人份的熱鬧 尹維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960 豬豬去旅行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89035 棒球人生賽5th 蠢羊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127 鏡夢與浮花: 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 鍾正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134 特搜歐威爾《一九八四》: 經典文學不朽之路= On nineteen eighty-four: a biographyD.J.泰勒(D. J. Taylor)著; 徐立妍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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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凌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3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



9789571389219 成為書寫的人: 普魯斯特與文學時間 楊凱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288 生活中,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 謝雪文(雪兒CHER)圖.文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89356 在殘酷的世界中挖掘生命的美好 提姆.戴斯蒙(Tim Desmond)著; 盧思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363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著; 許佳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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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繪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387 我是金智恩: 揭發安熙正,權勢性侵受害者的劫後重生金智恩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394 透光練習 黃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400 您已登入N號房: 韓國史上最大宗數位性暴力犯罪吹哨者「追蹤團火花」直擊實錄追蹤團火花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448 喜劇攻略: 現場喜劇教父的脫口秀心法! 張碩修Socia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547 愛滋味= Taste of Love 詹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554 禍駭: 網路犯罪世界的第一手紀實 凱特.法茲尼著; 王惟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585 瘋潮行銷: 華頓商學院最熱門的一堂行銷課!6大關鍵感染力,瞬間引爆大流行(暢銷新裝版)約拿.博格(Jonah Berger)作; 陳玉娥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89592 台北多謝 男子的日常生活E+J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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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646 怪獸大阪= Monster Osaka 李清志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691 放鬆、舒壓,365天的休養書: 給身心疲憊的你一劑暖暖療癒術= SELF CARE BOOK 365日やさしい疲れのとり方小池弘人著; 朝野ペコ插畫;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714 鏡頭的力量: 眼淨、心靜煉出攝影構圖美學 胡毓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769 太陽醫生: 更免疫、更年輕、更聰明、更長壽、更苗條的陽光療法林慶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776 不完美的你,笑起來最美 女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813 白銀、刀劍與石頭: 魔幻土地上的三道枷鎖,拉丁美洲的傷痕與試煉= Silver,sword,and stone: three crucibles in the Latin American story瑪利.阿拉納(Marie Arana)著; 楊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820 用地理看歷史: 世界航道,為何群雄爭霸? 李不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837 用地理看歷史: 大航海,何以重劃貿易版圖? 李不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851 母親這種病= 母という病 岡田尊司著; 張婷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89905 秋天的約定 林文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929 野蠻法國行 派崔克.德威特(Patrick deWitt)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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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031 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 陳國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048 萬事問培根: 你的人生煩惱,塵世哲學家有解方= Essays of Francis Bacon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 談瀛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093 大航海時代 李不白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90123 如何改變一個人: 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心理,從心擁抱改變= The catalyst: how to change anyone's mind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130 末日儲藏室 白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147 椿宿之事= 椿宿の辺りに 梨木香步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154 赴死之人的祈禱= 死にゆく者の祈り 中山七里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260 韓國性暴力事件套書: 我是金智恩&您已登入N號房金智恩, 追蹤團火花作; 簡郁璇,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90277 寫吧!為了抵達自己: 放下自卑與恐懼,重新認識自己的寫作練習沒力史翠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284 尼采與哲學= 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 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作; 王紹中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0338 為什麼你該寫一本書?: 打造個人品牌,從撰寫一本成為焦點的書開始金妮.卡特(Ginny Carter)著; 林幼嵐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0345 熬夜和想你,我都會戒掉 雲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437 寫作吧!一篇文章的生成 蔡淇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475 口才的力量: 蘇秦、商鞅、晏嬰,成為頂尖話術大師的全方位說話指南林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482 大不列顚小怪癖: 讀者太太的英國文化驚奇點評讀者太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499 步步為贏: 超前部署你的下五步,學習億萬富翁企業家的致勝謀略派崔克.貝大衛(Patrick Bet-David), 格雷格.丁金(Greg Dinkin)作; 陳映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628 與你.Yuri: 陳怡叡的南島寫真 陳怡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635 當你做自己,別人才會真心喜歡你= 애쓰지 않고 편안하게金秀顯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659 我的幸福在瑞芳學 施岑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673 <>往今情話.溫宇航五十 溫宇航作; 吳岳霖, 林立雄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727 父親這種病= 父という病 岡田尊司著; 張婷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0734 舒旅金瓜石 賴舒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741 白色說書人與微塵望鄉 詹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758 逆旅: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 詹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765 不買房當房東: 輕資產包租,建立可愛的第二收入,年投報率40%!Tody陶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772 給自己按讚: 1分鐘提升自我肯定感的33個技巧中島輝著; 藤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932 變形記 法蘭茲.卡夫卡著; 方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0949 阿木心法 劉昭儀作; 羅亦庭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956 蒂姆.沃克: 美妙事物= Tim Walker wonderful things蒂姆.沃克(Tim Walker), 蘇珊娜.布朗(Susanna Brown)著; 邱振訓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0963 沙蟲駭客: 全球最具侵略性和破壞性的克里姆林宮黑客組織,如何掀起新時代網路戰爭= Sandworm: a new era of cyberwar and the hunt for the kremlin's most dangerous hackers安迪.格林伯格(Andy Greenberg)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987 剛剛好的教養: 放心與放手,讓孩子長出自信和力量尚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994 自己的房間= A room of one's own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 于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1007 海不揚波: 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 布琮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014 教養的秘密: 無效管教OUT,科學育兒IN,兒童發展專家王宏哲的新世代教養術王宏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1021 怪談九九 陶貓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076 說謊鳥 蘿拉.邦廷(Laura Bunting)作; 菲利浦.邦廷(Philip Bunting)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1083 經濟殺手的告白. 2, 美利堅帝國的陰謀 約翰.柏金斯著; 黃中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1168 +2的強效微鍛鍊: 韓星私人教練的30天徒手健身計畫,從2分鐘開始,成為堅持每天運動的人文智淑作; 陳品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212 每日一分鐘強化腰腿健康操: 任何年齡都適用的七招體操,打造一生健步如飛的身體= 足腰は1分で強くなる!毎日やれば寝たきりにならない高子大樹著;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1267 樹冠上 理察.鮑爾斯(Richard Powers)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274 人生實用商學院: 誰偷了你的錢? 吳淡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373 生命式 村田沙耶香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380 貓與城市= The cat and the city 尼克.布萊德利(Nick Bradley)著; 歸也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397 你就好好當你自己= You are the only one like you璽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410 不合力量大: 有來有往、分分合合才能建立親密、韌性與信任的人際關係= The power of discord: why the ups and downs of relationships are the secret to building intimacy,resilience,and trust艾德.托尼克(Ed Tronick), 克勞蒂亞.高德(Claudia M. Gold)著; 盧思綸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458 9號的工作 金惠珍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472 紅色降落傘 霍索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502 迷物森林 龔大中, 許力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533 45%的天堂: 一趟探索人生價值的大旅行,在深冬的青藏高原找到再出發的勇氣劉在武, 李君偉著 二版 平裝 2

9789571391540 從零開始學寫作: 自媒體時代,人人都需要「寫作力」弘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564 百耳袋 謝鑫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663 黑盒子裡的夢: 電影裡的三倍長人生 彭紹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670 美好的時光= What we carry: a memoir 瑪雅.桑巴格.朗恩(Maya Shanbhag Lang)著; 蕭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724 哲學家,很有事?: 趣談前蘇格拉底的16位大奇葩賈辰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731 哲學家,很有事?: 漫談蘇格拉底和16位小夥伴 賈辰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748 哲學家,很有事? 賈辰陽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91755 變法= Reform 上官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816 職場霸凌: 法律調停專家教你維護職場權益,化解工作場合的欺壓侵犯彭孟嫻(Jessica Pe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830 堅持: 泌尿科醫師破解攝護腺保健迷思,教你找回青春活力莊豐賓, 王蘭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878 來問問哲學家: 你沒想到的好問題,以及它們的答案= Ask a philosopher: answers to your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unexpected questions伊恩.奧拉索夫(Ian Olasov)作; 朱家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960 大學的社會實踐和永續創新: 由阿罩霧出發的SDGs故事蔡進發, 柯慧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977 菁英體制的陷阱: 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著; 王曉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984 轉大人微焦慮求生指南 布麗迪.蓋勒格(Bridie Gallagher), 蘇.諾莉斯(Sue Knowles), 菲比.麥克艾文(Phoebe McEwen)文; 張國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991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劉淇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011 開一間鼓勵交流的社區咖啡館 齋藤保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110 人慈 = 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 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著;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172 高老頭 巴爾札克著; 傅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2240 傅柯關於性事論述的十二堂課= La sexualité,suivi de le discours de la sexualité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撰寫; 李沅洳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2295 好土地照顧好身體: 向自然學習養生,哈佛醫學博士的食物、健康與營養之旅= Farmacology: total health from the ground up戴芙妮.米勒(Daphne Miller)著; 唐勤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2417 兩個太陽的臺灣: 臺灣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黃煌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392431 配色的設計美學 IYAMADESIGN著;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448 懂語感,無痛學好任一種外語 游皓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2493 回收人生,甘啦! 若山陽一郎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561 狐狸小八 喬治.桑德斯著; 喬西.卡迪諾繪; 丁世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2684 俗女日常 江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691 台北老街(30周年暢銷紀念新版) 莊永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2714 戰斧主廚武俊傑 武俊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721 投資權證,獲利翻倍: 小資族斜槓投資,小錢「活」起來,股票族波波獲利,翻倍更有感彭儒迪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2851 奇蹟晚餐 瑞貝卡.瑟爾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981 愛情,不只順其自然. 2: 練習被愛 亞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193 人際過敏症= 人間アレルギー なぜ「あの人」を嫌いになるのか岡田尊司著; 張婷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3568 戰時燈火 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著; 李淑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8540 冥府狩獵者 蝴蝶原著; 陳漢民漫畫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6

送存冊數共計：137

悅智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433 墨緣畫意月光情: 高雄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2021書畫專輯李素珍, 邱海清, 賴鴻進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3627 成佛之道講義 釋圓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3634 修學佛法的綱要: 四預流支講義 釋開仁, 溫宗堃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835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文化創意湖內區特色油畫展. 110年: 絢麗繪色聯展. 2021洪添謀, 蘇品涵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7432 跨領域科際學術研討會暨文藝美學論壇專書論文集. 2021第三屆蔡芳定, 李偉俊, 蔡瑞霖, 張慶仁, 黃建超, 徐詩婷, 簡忍, 丁尹茱, 蘇姿樺著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7449 跨領域探究: 文創傳播及美學教育實踐 賀瑞麟, 朱旭中, 張慶仁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5200 Silent agitation: 静かな鼓動 東條明子 AKIKO TOJO東條明子作; 胡閔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517 彼岸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牙醫系108級同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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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84002 E1: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19 E2: shape and color of basic concepts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26 E3: part and whol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33 E4: reasoning of lif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40 E5: classification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57 E6: logic of lif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64 E7: cognitive thinking of lif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71 E8: space and direction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88 E9: path and tracking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095 E10: basic coordinat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01 E11: geometry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18 E12: observing and defining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25 E13: changes of graphic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32 E14: feature of animals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49 E15: training of concertation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56 E16: concept of quantity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63 E17: number and quantity from 1 to 12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70 E18: number and quantity of lif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87 E19: counting and addition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194 E20: logical thinking of lif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圓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解剖學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市以文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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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涅普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9789865484200 E21: logical of imag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17 E22: relationship of cause and effect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24 E23: logic of languag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31 E24: letter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48 E25: festival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55 E26: point, line, surfac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62 E27: spatial orientation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79 E28: space and imag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86 E29: geometry and mirror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293 E30: magic mirror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84316 K1: mice love chees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23 K2: home of six little pigs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30 K3: snowman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47 K4: 山谷valley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54 K5: 說謊li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61 K6: 老爺爺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78 K7: where germs?細菌在哪裡?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85 K8: 守護的天使Mommy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392 K9: jungl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08 K10: 神奇魔法師Papa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15 K11: 摘星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22 K12: where is it?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39 K13: 大象怎麼動起來?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46 K14: 年year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53 K15: happy berthday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60 K16: 小水滴的旅行: 一個說不完的故事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77 K17: 愛是什麼?what is lov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84 K18: 這隻鳥多少錢?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491 K19: 絲念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07 K20: 夜劇場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14 K21: 洗澡!散步!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21 K22: 為什麼要排隊?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38 K23: 手和手指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45 K24: Santa Claus聖誕老人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52 K25: snail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69 K26: dinosaur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76 K27: 小熊的新房子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83 K28: 我要吃小孩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590 K29: tre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9789865484606 K30: sea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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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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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781 巧智拼球大冒險: 鍛鍊你的腦袋 楊儒勳, 張家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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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頭重溪三元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陞運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0

桃市美術教育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7699 樂於委身: 走進職場神學的世界 白崇亮著 其他 1

9789861987705 破碎的神: 破碎是通往救贖唯一的道路 安.福斯坎(Ann Voskamp)著; 張韞譯 其他 1

9789861987729 福音的大能: 與斯托得一起讀羅馬書 斯托得(John Stott), 藍戴樂(Dale Larsen), 藍姍蒂(Sandy Larsen)著; 陳思韞譯其他 1

9789861987736 兄弟相愛撼山河: 威伯福斯與克拉朋聯盟 張文亮著 其他 1

9789861987743 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 張文亮著 其他 1

9789861987750 天國故事集: 康來昌牧師談耶穌的比喻32則 康來昌著 其他 1

9789861987767 21世紀教牧倫理學 陳尚仁著 其他 1

9789861987774 新約鑑別學導論: 方法論與應用指南 曾思瀚著 其他 1

9789861987804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李麗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7811 神學的發生: 方法論、神論、人論 李麗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7828 新舊約聖經故事導覽: 175個聖經敘事的解經與應用= The Bible story handbook: a resource for teaching 175 stories from the Bible華爾頓(John Walton), 金.華爾頓(Kim Walton)作; 施多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7835 聖經經典500問: 一套以提問出發的註釋書 華德.凱瑟(Walter C. Kaiser Jr.), 戴維茲(Peter H. Davids), 布魯斯(F. F. Bruce), 柏饒齊(Manfred T. Brauch)作; 徐成德, 曾念粵, 蘇心美, 梁潔瓊, 許言, 董挽華, 施多加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1987866 一定要原諒嗎?: 走出錯待的9個故事 林凱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7873 新舊約聖經故事導覽: 175個聖經敘事的解經與應用華爾頓(John Walton), 金.華爾頓(Kim Walton)著; 施多加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7880 聖經經典500問: 一套以提問出發的註釋書 華德.凱瑟(Walter C. Kaiser Jr.), 戴維茲(Peter H. Davids), 布魯斯(F. F. Bruce), 柏饒齊(Manfred T. Brauch)著; 徐成德, 曾念粵, 蘇心美, 梁潔瓊, 許言, 董挽華, 施多加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7941 神學的波瀾與壯闊 魏連嶽, 張聖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7965 瘟疫是讓人學習彼此相愛: 利未記與瘟疫學 張文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8474 當代基督十架: 在21世紀重回救贖的原點 斯托得 (John Stott)著; 劉良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8481 靈魂的牧者: 在紛亂的世代中,重新找回牧養的使命與呼召= The contemplative pastor: returning to the art of spiritual direction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作; 汪瑩瑩, 應仁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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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秦蘊璞譯其他 1

9789861988566 靈魂的牧者: 在紛亂的世代中,重新找回牧養的使命與呼召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作; 汪瑩瑩, 應仁祥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8757 被誤解的上帝: 如何閱讀約伯記 華爾頓(John H. Walton), 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著; 柯美玲譯 其他 1

9789861988771 疫情神學: 在愛與盼望中邁向後疫情時代 魏連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8788 九型人格的成長練習: 成為自己,從看見上帝眼中的你開始庫恩(Ian Morgan Cron), 史塔比(Suzanne Stabile)著; 羅吉希, 汪瑩瑩譯其他 1

9789861988801 為青少年立界線: 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 湯森德(John Townsend)著; 秦蘊璞譯 其他 1

9789861988825 青少年門徒力: 未來教會的增長關鍵 莊舒華著 其他 1

9789861988856 神學旅人: 神學人的朝聖之旅 林鴻信編著 其他 1

9789861988887 愛教會到底?: 以神學視野反思教會醜聞 謝木水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5892 Falun dafa: teachings at the conference in the Western U.S.Hongzhi Li[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233 Hong Yin: the grand verses Hongzhi Li[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257 Hong Yin. II: the grand verses Hongzhi Li[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356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I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370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II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394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III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417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V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431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VI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455 Falun Dafa: collected teachings given around the world. volume VII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493 Zhuan Falun. volume II 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578 Falun Dafa: the essentials of diligent progress. III by Hongzhi Li 1st ed. 平裝 1

9789578632608 網球的第貳本書= Tennis 巫宏榮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32615 Hong Yin. III: the grand verses by Hongzhi Li 平裝 1

9789578632714 易經智慧掌握人生命運 朱殿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632721 易經智慧掌握人生命運 朱殿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8038 統凡行天之道. 第三輯 桃園統天宮撰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964 農友鄭板橋 王柏鐺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桃園統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益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040 外貿業務操作 王玲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84088 成本會計 張力上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705905 旅遊電子商務 曹小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05912 財務報表分析 楊和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705974 國際貿易實務 蔣晶, 徐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355 導遊口才訓練 張笑薇, 安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362 營銷策劃原理與實務 孫在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379 體驗經濟下的廣告管理: 新趨勢、新方法與新案例艾進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416 個人理財規劃 郭秀蘭, 王冬吾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802461 市場化視角下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研究 吳建強, 楊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522 新編審計實務 周萍萍, 彭志敏, 潘勝男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546 會計學 趙德武主編 第八版 平裝 1

9789576802546 會計學 趙德武主編 第八版 平裝 1

9789576802553 資產評估 阮萍, 謝昌浩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802584 大學英語教學研究 趙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638 宏觀經濟學案例與實訓教程 霍愛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652 信息時代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創新與實踐 方明建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690 經濟學理論應用與教學 賀文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775 網路視覺營銷 王江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50 中國人口轉變與養老保險長效機制研究 胡秋明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67 財務管理 徐博韜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898 金融學 江麗, 童雨茵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04 生產運營管理實務 梁川, 王積慧, 陳宜華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11 基礎會計學 吳建新, 馬鐵成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2942 跳出會計看會計 李玉周, 羅杰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024 企業管理研究與創新 胡亞會, 李光緒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031 營銷創新研究 鄧健, 郭美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109 現代數學方法在序列數據處理與解釋中的應用劉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178 外語教育與應用 尹大家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253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國產業升級的影響研究 劉飛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260 中小企業「互聯網+供應鏈金融」模式創新及風險防控研究張誠, 魏華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277 中美食品貿易案例解析 韓大平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291 中國企業創立與經營綜合模擬實訓 劉進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07 中國網路教育導論 李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14 中歐食品貿易案例解析 毛麗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21 投資中國證劵必須了解的那些事 李嬌, 張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38 政治經濟學 劉詩白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576803345 基於數位化平臺的大學英語寫作教學與研究 高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52 稅收籌畫理論與實務 龍閔, 陳永智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69 開發中國電商市場的電子商務基礎實驗 孟偉, 朱德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376 集成系統健康管理方法研究: 以航太推進系統為例孟致毅, 陳春梅, 藍紅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06 統計學實驗與實訓: Excel在統計學的應用 甘倫知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13 現代禮儀: 含世界各國文化及習俗介紹 李道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20 創業管理: 慕課與翻轉課堂 左仁淑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37 新常態下中小企業文化建設 張文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44 管理學 馬玉芳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44 管理學 馬玉芳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51 網路行銷實訓 陳本松, 龍昕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68 導遊中國基礎知識: 大陸旅遊不得不知的知識 李興榮, 李巧玲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475 體驗經濟下的廣告與新媒體管理 艾進, 李先春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529 管理從心開始 川水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543 現代市場行銷學 張劍渝, 王誼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576803550 統計學實驗 黃應繪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803567 貨幣金融學 秦洋, 黃滔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經錢線文化



9789576803581 風險管理 蒲麗娟, 劉雨佳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598 量化與細化管理實踐 文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04 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的結構特徵研究 李瑾坤, 吳恆煜, 胡根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11 大數據背景下即時CPI指數編制及R實現 劉田, 談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28 中日韓食品貿易法規與案例解析 許倩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35 名人代言人可信度對旅遊目的地品牌資產的影響研究沈雪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59 房地產信託項目決策及管理研究 管百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73 人工智慧技術進步對勞動就業的影響研究 沈紅兵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80 女性董事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張玲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697 中國家庭金融租賃研究 甘梨, 王紹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03 中國教育公平的測度: 基於多維視角 吳振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10 中國勞動法實務 姚會平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27 金融危機的週期性問題探究 董樹功, 王力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34 重尾性極值模型下操作風險監管遺漏風險研究莫建明, 謝昊洋, 卿樹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41 特種貨物航空運輸 文軍, 唐慧敏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765 貿易經濟學 陳淑祥, 張馳, 陳璽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803789 中國西部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係研究 溫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02 中國初級會計實務核算 張幫鳳, 唐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19 中國個人所得稅新法實用手冊 楊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26 文化價值觀與會計準則應用 胡本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40 金融學 張若為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64 區域旅遊創新發展理論與實踐研究 張毓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88 人力資源管理 藍紅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3895 現代個體經濟學 袁正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01 理論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中的語料庫研究英文版李雙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25 中國跨境電商: 政策與實務 涂玉華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49 中國衛生健康制度變遷 徐程等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56 金融素養與中國家庭經濟金融行為 吳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63 高管背景與企業發展: 金融化、創新性與經營績效黎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70 養老護理師實務 隋國輝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87 ASP.NET Web應用系統開發 彭芳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694 中國人口老齡化高峰期養老金缺口的測算與應對研究張運剛, 冉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700 白酒金融理財產品研究 吳濤, 張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717 全球價值鏈、 服務外包與貿易利益 廖戰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724 技術創新金融論: 基於金融功能及風險匹配的研究潘功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731 現代包裝設計理念變革與創新設計研究 鄭芳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755 財務管理 陳萬江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04762 項目投資評估與管理 方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779 新中國經濟週期的演變: 機制、 因素和趨勢研究徐志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793 新編國際商法 彭景, 卓武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16 <>原理研究 丁任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23 中級財務會計 徐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30 中國企業綜合報告指標體系構建研究 李妍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47 中國各區域的技術進步速度與方向比較研究 蔡曉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54 財務報表分析理論與實務 洪潔, 趙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61 高級財務會計 巴雅爾, 劉勝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78 結構性變遷背景下中國潛在經濟增長趨勢研究齊子豪, 李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892 審計學 張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908 彈性退休制度下社會養老保險精算問題研究 孫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04915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帥建林, 周媛媛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4607 領航: 永懷心中的巨人翁石貴先生 江連君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2

送存冊數共計：104

人間文教基金會(嘉義縣)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828 人間有約: 雲公老禪師圓寂十週年紀念專輯 釋若知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950 我們的文學夢. 8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312967 我們的文學夢. 9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312967 我們的文學夢. 9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2713 聊天誌異 吳明編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6865 大河與小飛 王佩琪文; 灰塵魚圖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617 半導體產業年鑑. 2021= 2021 Semiconductor industry yearbook江柏風, 岳俊豪, 范哲豪, 張雯琪, 陳靖函, 彭茂榮, 黃嫈珺, 黃鈺媖, 黃慧修, 楊啟鑫, 劉美君, 練惠玉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24 通訊產業年鑑. 2021= 2021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yearbook呂珮如, 李柏毅, 陳佳滎, 陳梅鈴, 徐富桂, 黃鈺媖, 楊玉奇, 楊欣倫, 魏伊伶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31 機械產業年鑑. 2021= 2021 Machinery industry yearbook邱琬雯, 唐翌鈞, 陳佳盟, 陳侑成, 張雯琪, 黃仲宏, 熊治民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48 汽機車產業年鑑. 2021= 2021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industry yearbook蕭瑞聖, 謝騄璘, 曾郁茜, 蔡宜君, 沈怡如, 李欣恩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55 電子材料產業年鑑. 2021= 2021 Electronic materials industry yearbook張崇學, 陳靖函, 林一星, 呂學隆, 王孟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62 電子零組件暨顯示器產業年鑑. 2021= 2021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yearbook林研詩, 林松耀, 謝孟玹, 董鍾明, 黃孟嬌, 呂學隆, 羅宗惠, 陳昆彥, 周怡珊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79 新興能源產業年鑑. 2021= 2021 Emerging energy industry yearbook王孟傑, 陳志洋, 石蕙菱, 楊宛蓉, 林晏平, 陳怡靜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86 石化暨特化產業年鑑. 2021= 2021 Petrochemical and specialty chemical industry yearbook范振誠, 何翠蘋, 邱純慧, 陳育誠, 陳明君, 張怡雯, 蕭亞漩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693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2021= 2021 Medical devices industry yearbook李爾芳, 林怡欣, 徐勤禎, 郭大維, 張慈映, 劉千綺, 劉家豪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1459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10學年度謝政達, 潘莉瑩, 曾佩芬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466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10學年度謝政達, 林秀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473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數學考科. 110學年度謝政達, 陳慧美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48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社會考科. 110學年度謝政達, 陳俊佑, 林心捷, 廖淑雯, 林東霆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497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自然考科. 110學年度謝政達, 蔡亦涵, 李璿, 吳國良, 葉士肇, 夏蕙蘭, 陳懷如, 周建儒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6793 臺灣養豬統計手冊. 2020= 2020 Taiwan pig production statistics陳中興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767 大手牽小手: 國小中、高年級預防暴力教育教案手冊黃綵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774 漫談暴力: 無所不在的暴力,你看見了嗎? 黃西摸Cmur繪; 黃淑婉, 陳凱嘉, 陳泓斌, 許智涵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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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9414 信仰與理性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央畜產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眾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532 成聖的面容: 文生家庭聖人的畫像 Robert P. Maloney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4478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研討與落實 程馨, 葉映君, 呂學耘, 楊宗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3201 藝術的新界.環保的實現: 黃建和環保金屬繪畫創作= A new eco-friendly art technique: Taiwan eco-metal paintings created by C.H. Huang黃建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606 人道者靜靜發光 沈建文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020 慈濟宗門足跡: 日不落慈濟 白如璐, 林秀淑, 胡美蘭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9037 慈濟宗門足跡: 愛在疫情蔓延時 廖右先, 白如璐, 林秀淑, 胡美蘭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9044 慈濟宗門足跡: 春風拂人間 廖右先, 白如璐, 林秀淑, 胡美蘭, 邱蘭嵐文字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9051 慈濟宗門足跡: 為苦難挺身 廖右先, 白如璐, 邱蘭嵐, 胡美蘭, 林秀淑文字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9068 慈濟宗門足跡: 靜定虔誠的力量 廖右先, 邱蘭嵐, 胡美蘭, 白如璐, 林秀淑文字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9075 慈濟宗門足跡: 停聽看覺之行動 邱蘭嵐, 胡美蘭, 廖右先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3379 看動畫學REITs(不動產證券化) 倪仁禧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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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921336 無形資產評價初級能力鑑定模擬試題及解析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4896 公司治理理論與實務 張振山著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665 佛法十講 釋傳道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165 勞動爭議調處師檢定考試 鄧學良, 黃沄清, 邱子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文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華民國財稅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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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公益傳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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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和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遣使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528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20年 杜巧霞, 劉真妤編輯 平裝 1

9789865795535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年報. 2020年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127 循環經濟理論與實務 簡又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134 永續發展教育 簡又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0537 基層改善向上發展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著 平裝 1

9789869920544 基層改善向下紮根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856 水力發電在綠能時代的新價值: 放眼活化效益於未來,探究水力發電的時代價值正其時= 今こそ問う 水力発電の価値: その恵みを未来に生かすために角哲也, 井上素行, 池田駿介, 上阪恒雄原著監修; 蘇藤成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4611 臺中在地學. 續編=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part 2張美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6307 細說景美集應廟. 二, 市定古蹟傳統建築與工藝高銘長, 李淑珍, 沈雲玲, 陳英鈴, 陳淑珠, 陳淑英, 黃慧如, 簡媚媚, 鄧明峰作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0919 風頭水尾: 雲林縣台西人物誌 游曉薇, 陳玟秀, 屠德妤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610 醫藥產業年鑑. 2021= Yearbook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021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627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21= Yearbook of applied biotechnology industry. 2021林建邦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7179 打貓-歡樂童年. 第22期 廖宏啟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2011 理財工具. 2021年版 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028 理財實務. 2021年版 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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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弘能作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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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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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110 CFP®全方位理財規劃: 決勝90天通關寶典. 2021年版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165 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 2021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民雄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市景美集應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西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鼎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衛發展中心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9789863992172 融資租賃經營與案例解析 黃守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202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規輯要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226 銀行內控與內稽: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林崇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233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林崇漢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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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1929 可傳遞信息. 11, 喜樂的奉獻 白立德著; 台灣學園傳道會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9976930 開始你的新生命 國際學園傳道會編輯部作.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9976947 開始你的新生命 國際學園傳道會編輯部作.譯 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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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36062 在基督裡得自由的步驟 尼爾.安德生(Neil T. Anders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6079 在基督裡得自由(帶領者手冊) 尼爾.安德生(Neil T. Anderson), 司提夫.高斯(Steve Goss)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6086 在基督裡得自由(學員手冊) 尼爾.安德生(Neil T. Anderson), 司提夫.高斯(Steve Goss)合著[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790 試鏡表格= Resume 時永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6812 朝向民主之路邁進: 傅正文集新編 傅正原著; 薛化元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856829 傅正日記. 十: 1960-1990 傅正原著; 薛化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4900 維摩經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924917 維摩經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24924 維摩經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924931 維摩經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7929 為什麼是個案? 黃思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3283 從波動物理到數位光學 吳明德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8000 台文通訊BONG報第313到第324合訂本 陳豐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江却臺語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電科技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印順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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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台灣設計研究院



9789869305976 亨丁頓氏舞蹈症照護手冊= Brochure of Huntington disease(Brochure of Huntington's chorea)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920 六祖壇經拾慧 果如法師作 平裝 第7冊 2

9789579414937 新編理路樞要之攝類學 格西巴登札巴講述; 克主益西翻譯.整理 平裝 1

9789579414944 新編理路樞要之心類學 格西巴登札巴講述; 克主益西翻譯.整理 平裝 1

9789579414951 新編理路樞要之因類學 格西巴登札巴講述; 克主益西翻譯.整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9447 四分比丘尼戒文對照 釋賢世, 釋見鐻整理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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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美珠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6885 生命從今天開始: 無臂書法達人郭乙博傳奇 郭乙博口述; 方秀芳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6892 第一道陽光 尤惠珠, 周以嘉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2001 神工作的軌跡: 虎尾基督徒聚會處歷史調研暨整修紀錄紀念刊林品中, 劉耀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455 紙上奇蹟. 2: 無所不彈= Origami universe. 2: pop-up wonders廖婉如總編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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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167 面對挫折的勇氣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6174 法鼓山年鑑. 2020 陳重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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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703 IFRSs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業財務比率. 110年版(109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5272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陳建任, 簡佑庭, 林大鈞, 楊明修, 李盈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35289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鋼鐵篇 陳建任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35296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不銹鋼篇 楊明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9709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鋁金屬篇 簡佑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9716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銅金屬篇 林大鈞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9723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21, 鈦金屬篇 李盈瑩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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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虎尾基督徒聚會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伽耶山基金會



9789860689730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1 紀翔瀛, 楊瑞雯, 洪雪娟, 陳怡靜, 劉修銘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9747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1, 螺絲螺帽篇 紀翔瀛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9754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1, 手工具篇 劉修銘, 洪雪娟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9761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1, 模具篇 楊瑞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9778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21, 水五金篇 陳怡靜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0833 四分律式叉摩那戒說戒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0368 食品產業年鑑. 2021 陳麗婷, 鄭佩真, 孫以倫, 李怡蓁, 黃秋香, 徐郁婷, 王素梅, 陳玉玲, 莊承曄, 陳靖旻, 簡政群, 林淨鈴, 陳怡文, 賴盈秀, 彭素玲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4400 膽小鬼勇者= The cowardly hero 蕭宇辰總編輯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7121 企業倫理: 內外部管理觀點與個案 陳勁甫, 許金田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2933 煙月寒江草: 黃文博臺語詩集. 5 黃文博作 精裝 1

9789869892940 南鯤鯓代天府王爺進香: 特色進香團 黃文博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1285 揭開大輪迴: 眾生生死的徹底揭露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346 淡煙集: 盧勝彥文集. 第一冊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353 夢園小語: 坿風中葉風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360 飛散藍夢: 一點心語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391 千艘法船: 句句法味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14 風中葉飛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21 給麗小札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38 圓頂的神思: 蓮生活佛的懷念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45 解脫道口訣: 我見我思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52 七旬老僧述心怀: 见道真言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69 七旬老僧述心懷: 見道真言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76 大笑三聲: 無所得之得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83 純純之思: 清澈的思維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490 纯纯之思: 清澈的思维 卢胜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9137 帝國與上帝國= Empires and the empire of God 黃伯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小金剛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恩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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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南林



9789860678406 書藝之美 何家鏞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87304 臺灣的BOT研討會實錄 朱敬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917 熱鬧下營香 沈正一, 張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433 台灣電影年鑑. 2020 王君琦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3002 RNA病毒專利分析= Patent analysis of RNA viruses王惠瑜, 樊晉源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932 加拿大魁北克省(Québec)1995年獨立公投研究= Studies on 1995 independent referendum in Québec張顯超, 辛翠玲合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1629 臺灣藝術設計年鑑. 2020-2021= Taiwan arts & design yearbook林劭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51636 康堤跨領域設計年度專刊. 2020-2021= Conti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2020-2021林劭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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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5370 箴言與品格: 新道光學生本. 中小級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5387 箴言與品格: 新道光學生本. 高小級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6124 異鄉流民: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6131 世界的開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6148 世界的開始: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6155 世界的開始: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6162 世界的開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6179 世界的开始: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186 世界的开始: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193 世界的开始: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209 擁抱耶穌: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6216 擁抱耶穌: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6223 擁抱耶穌: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6230 擁抱耶穌: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06247 拥抱耶稣: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254 拥抱耶稣: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261 拥抱耶稣: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278 少年特攻队: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285 少年特攻队: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292 少年特攻队: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08 箴言与品格: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康堤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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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墘營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運璿基金會



9789575506315 箴言与品格: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22 箴言与品格: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39 摩西的故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46 摩西的故事: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53 摩西的故事: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60 摩西的故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77 摩西的故事: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84 摩西的故事: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391 摩西的故事: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07 耶穌的超能力: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14 耶穌的超能力: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21 耶穌的超能力: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38 耶穌的超能力: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45 耶稣的超能力: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52 耶稣的超能力: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69 耶稣的超能力: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76 父親的榜樣: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83 父親的榜樣: 高小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490 父親的榜樣: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06 父親的榜樣: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13 父亲的榜样: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20 信仰與風俗: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37 信仰與風俗: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44 信仰與風俗: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51 信仰與風俗: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68 信仰与风俗: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75 信仰与风俗: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82 信仰与风俗: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599 大能的勇士: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05 大能的勇士: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12 大能的勇士: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29 大能的勇士: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36 大能的勇士: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43 大能的勇士: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50 耶穌說故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67 耶穌說故事: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74 耶穌說故事: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81 耶穌說故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698 耶稣说故事: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04 耶稣说故事: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11 耶稣说故事: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28 聖靈的果子: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35 聖靈的果子: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42 聖靈的果子: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59 聖靈的果子: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66 圣灵的果子: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73 圣灵的果子: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80 圣灵的果子: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797 快樂的回家: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03 快樂的回家: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03 快樂的回家: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10 快樂的回家: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27 快樂的回家: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34 快乐的回家: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41 快乐的回家: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58 快乐的回家: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65 明日新世界: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72 明日新世界: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89 明日新世界: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896 明日新世界: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啓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02 明日新世界: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19 明日新世界: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26 明日新世界: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33 天下奇書: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40 天下奇書: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57 天下奇書: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64 天下奇書: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级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71 天下奇书: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88 天下奇书: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6995 天下奇书: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08 媽媽的愛: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15 媽媽的愛: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22 媽媽的愛: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39 媽媽的愛: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46 妈妈的爱: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53 妈妈的爱: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60 妈妈的爱: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77 我愛讀詩篇: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84 我愛讀詩篇: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091 我愛讀詩篇: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07 我愛讀詩篇: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14 我爱读诗篇: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21 我爱读诗篇: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38 我爱读诗篇: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45 國王的傳記: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52 國王的傳記: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69 國王的傳記: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76 國王的傳記: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83 国王的传记: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190 国王的传记: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06 国王的传记: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13 王后的故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20 王后的故事: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37 王后的故事: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44 王后的故事: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51 王后的故事: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68 王后的故事: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75 王后的故事: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82 上帝的吩咐: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299 上帝的吩咐: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05 上帝的吩咐: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12 上帝的吩咐: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29 上帝的吩咐: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36 上帝的吩咐: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43 上帝的吩咐: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50 登山寶訓: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67 登山寶訓: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74 登山寶訓: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81 登山寶訓: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398 登山宝训: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04 登山宝训: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11 登山宝训: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28 奇妙真神: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35 奇妙真神: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42 奇妙真神: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59 奇妙真神: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66 奇妙真神: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73 奇妙真神: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80 奇妙真神: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497 福音总动員: 教师.家长使用手冊. 儿童級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03 福音總動員: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10 福音總動員: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27 福音總動員: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34 福音總動員: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41 福音总动员: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58 福音总动员: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65 先知的心聲: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72 先知的心聲: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89 先知的心聲: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596 先知的心聲: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02 先知的心声: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19 先知的心声: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26 先知的心声: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33 耶穌的門徒: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兒童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40 耶穌的門徒: 高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57 耶穌的門徒: 中小級學生本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64 耶穌的門徒: 教師.家長使用手冊. 啟幼級 劉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71 耶稣的门徒: 教师.家长使用手册. 儿童级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88 耶稣的门徒: 高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695 耶稣的门徒: 中小级学生本 刘瑞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7701 天父世界: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18 天父世界: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25 天父世界: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32 信心三傑: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49 信心三傑: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56 信心三杰: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63 聖民遊蹤: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70 聖民遊蹤: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87 圣民游踪: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794 生活藍圖: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00 生活藍圖: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17 生活蓝图: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24 反敗為勝: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31 反敗為勝: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48 反败为胜: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55 牧童國王: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62 牧童國王: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79 牧童国王: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86 詩篇靈歌: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893 詩篇靈歌: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09 诗篇灵歌: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16 智慧傳真: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23 智慧傳真: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30 智慧传真: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47 王國風雲: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54 王國風雲: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61 王国风云: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78 烈火先知: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85 烈火先知: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7992 烈火先知: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05 永遠的愛: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12 永遠的愛: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29 永远的爱: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平裝 1

9789575508036 異鄉流民: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43 异乡流民: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50 我是特別的人: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67 我是特別的人: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74 我是特别的人: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81 耶穌我救主: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098 耶穌我救主: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04 耶稣我救主: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11 我要傳福音: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28 我要傳福音: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35 我要传福音: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42 宣教歷險記: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59 宣教歷險記: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66 宣教历险记: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73 愛中生活: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80 愛中生活: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197 爱中生活: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03 奇妙的耶穌: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10 奇妙的耶穌: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27 奇妙的耶稣: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34 天國寶訓: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41 天國寶訓: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58 天国宝训: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65 快樂門徒: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72 快樂門徒: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89 快乐门徒: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296 真理快遞: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02 真理快遞: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19 真理快递: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26 愛家書簡: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33 愛家書簡: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40 爱家书简: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57 奔向天城: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64 奔向天城: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71 奔向天城: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5508388 最後之戰: 青少級教師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8395 最後之戰: 青少級學生本 魏玉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8401 最后之战: 青少级学生本 魏玉琴编着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09779 领受祝福,破除咒诅: 揭开破除历代祖先咒诅的奥秘马利亚著 其他 1

9789579209786 領受祝福,破除咒詛: 揭開破除歷代祖先咒詛的奧祕馬利亞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699 學會照顧自己 陳儷文撰文; 森酪梨繪圖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518736 臺陽妖異誌: 雅書齋與四獸之亂 鄭若珣著; Ila Tsou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750 狐狸澡堂 亞平著; 黃雅玲圖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9153 但盡凡心. 十八 劉發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32

送存冊數共計：233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語日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9807 台灣關鍵年代: 民進黨的誕生1986-1987= Taiwan's defiant years: the rise of the DPP邱萬興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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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048 李可染: 華人百年巨匠系列 晶美術館策展團隊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66681 暢談爵士、佛法與人生 池田大作, 韋恩.蕭特(Wayne Shorter), 賀比.漢考克(Herbie Hancock)作; 劉焜輝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9566711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第一部, 幸福的指針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728 新.人間革命. 第30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9566735 創價教育學體系. 2 牧口常三郎著; 劉焜輝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742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 文白并列本. III 创价学会原着作; 台湾创价学会编译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66766 書藝風采: 文化尋根創價藝文典藏系列展= The elegance of calligraphy: Searching for the Root of Culture - The Exhibition Series of Soka Culture Permanent Collections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579566773 形意.視界: 林俊良海報設計展= Forms and visions: an exhibition of poster designs by Leo Lin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579566797 探尋生命詩篇: 黃步青創作展= Searching For Life's Poerty: Works by Hwang Buh-Ching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579566803 簡易教學:給新朋友 聖教新聞社教學解說部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566810 淬煉.複合.異次元空間: 郭清治雕塑展= Quench annealing, composites, heterogeneous spaces: sculptures by Kuo Ching-Chih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1285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佛學類. 二 朱鏡宙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8120 淨土大經科註生字注音注解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編 初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0608137 常礼举要 李炳南教授編述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0608144 小故事大智慧 张德歆插画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0608151 十善業道經講記 淨空法師講述;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五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0608168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六版 平裝 1

9789860608175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8182 佛教常识概说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8199 修行要道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609 净土资粮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616 真实之利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623 实相妙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630 伦理道德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647 富寿康宁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654 大乘妙法蓮華經 初版五刷 精裝 1

9789860631661 淨土集 二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0631678 因果圖鑑: 地獄變相圖 釋文 江逸子作 三刷十刷 平裝 1

9789860631685 四書白話註解 常熟朱麟公振評註 初版九刷 精裝 1

9789860631692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回憶錄. 一, 夢痕記. 上冊 朱鏡宙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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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蓮慈善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新文化基金會



9789860656909 圓滿紫蓮 李溪泉, 陳玉庭, 邱凱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678 不設限的履歷: 15個職場生命故事 張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682 致熟年好時光: 迎向豁達燦爛的老後 麥嘉華(Bernadette McCarver Snyder)著; 左婉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699 小德蘭的福傳靈修 曾慶導(Augustine Tsang)著; 萬致華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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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書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712 跟隨我: 重拾門徒的初心 艾德華.斯里(Edward Sri)著; 徐明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2144 民主政黨護台灣 尤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322 前進地球. 河海及環保篇 卓宜彬漫畫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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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8566 維摩經講話 釋竺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417 佛法簡要手冊 中觀論大意合刊 釋覺開(惟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424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念佛先導 孫劍鋒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431 大佛頂首楞嚴咒會譯(附:佛經辯冤錄) 常淨寫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448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 斌宗法師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455 萬善同歸集(標點本) (北宋)永明延壽禪師述; 孫劍鋒整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462 遊心安樂道(附:玄空法師編述「佛七開示:了生脫死必讀)(唐)海東沙門釋元曉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6610 MOCA studio+MOCA cube. 2019 駱麗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96627 超音樂.異聲驅動= Living Sound: expanding the extramusical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96634 查無此人: 小花計劃展=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These Flowers. Musical Memory & Art Exhibition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96641 少年當代: 未終結的過去進行式= Once upon a time: unfinished progressive past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896658 穿孔城市=Perforated city 駱麗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96665 合力組裝米克斯 駱麗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96689 MoCA studio+MoCA cube專刊. 2020 駱麗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881 錫安品格教育: 塑造成酷似耶穌= Zion character discipline: imitation of Jesus曹力中著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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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臺灣發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仁仁游泳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011 無盡燈傳: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公益專書: 讓燈燈相傳的溫暖為人間燃起光明和希望鄭淑娟, 江懿文撰文; 黃書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940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第一版第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1613 俾爾戩穀: 臺灣省城隍廟慶祝開基肇建一四0周年紀念專輯謝志一, 蘇宏仁, 陳光憲, 廖鴻昌, 許文華, 高正, 王真如主責編校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249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耶穌誕生 鍾寬茂文; 蔡綺圖 精裝 1

9789869728256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耶穌受洗 鍾寬茂文; 蔡綺圖 精裝 1

9789869728263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耶穌召收門徒 鍾寬茂文; 蔡綺圖 精裝 1

9789869728270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耶穌去加納喝喜酒 鍾寬茂文; 蔡綺圖 精裝 1

9789869728287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認識耶穌系列之5: 五餅二魚鍾寬茂撰文; 蔡綺繪圖 精裝 1

9789869728294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認識耶穌系列之6: 平息風浪鍾寬茂撰文; 蔡綺繪圖 精裝 1

9789860630206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認識耶穌系列之7: 耶穌教門徒祈禱鍾寬茂撰文; 蔡綺繪圖 精裝 1

9789860630213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認識耶穌系列之8: 最後晚餐鍾寬茂撰文; 蔡綺繪圖 精裝 1

9789860630220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認識耶穌系列之9: 耶穌受難死亡鍾寬茂撰文; 蔡綺繪圖 精裝 1

9789860630237 莊爺爺說聖經故事: 認識耶穌系列之10: 耶穌復活及升天鍾寬茂撰文; 蔡綺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6075 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20 楊聰財, 胡海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2397 大專生命教育: 理念實踐與教案示例 王朝興, 李中芬, 李建模, 周文祥, 周秀玉, 林美鳳, 邱靜娥, 洪麗卿, 翁霓, 張書銓, 張崑將, 梁寶芝, 莊聲和, 黃俊昌, 黃鴻博, 楊淑華, 葉忠達, 顏秀芬作; 李建模, 王朝興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7590 甘於淡泊: 四分比丘尼戒講記 釋悟因(Venerable Bhikshuni Wu Yin)作; 釋自祺, 金石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198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20=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20 平裝 1

9789860673104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2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1133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 林碧堂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21140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 林碧堂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21157 愛.實踐: PCT風采眺望. 2020= Love in actions: a profile of the PCT in 2020方嵐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1171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0721188 回顧大馬蘭阿美部落歷史: 過去與現在= O rayray no 'orip no niyaro' no FarangawParac na 'Anga Pawtawan 陳榮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1201 信仰的記憶與傳承: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3 鄭仰恩, 江淑文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光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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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省城隍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北市艋舺龍山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9789860721218 恩典慈悲一生隨著我: 鄭泉聲回憶錄 鄭泉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1225 毋甘願的年代: 行過台灣的苦難佮祝福 黃昭輝口述; 鄭雅怡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1249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1054 自信出航: 中小企業海外商機探秘 連科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4576 最美的祝福: 福音見證. 第二十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644 聖經筆記: 約伯記 箴言 傳道書 李常受著者;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705 職事文摘. 第五卷. 第六期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4712 從舊約詩歌書看聖民的經歷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64774 從舊約詩歌書看聖民的經歷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66440 職事文摘. 第五卷. 第七期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646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三年.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48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三年.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49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三年.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0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三年.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1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四年.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2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四年.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3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四年.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4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四年.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7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五年.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87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五年.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59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五年.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0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五年.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17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六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2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六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3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六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4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七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5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七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6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八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7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八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86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九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693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九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70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九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71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0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89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0年.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07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0年.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14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一年.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2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一年.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38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一年.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45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一年.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52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二年.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69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二年.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7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二年.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8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年. 第一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699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年. 第二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00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年. 第一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01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年. 第二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027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年. 第三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02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七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19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七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2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七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經院



978986166713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九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4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九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57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八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64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八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7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八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88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第一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195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第二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0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第三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18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第四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25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三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32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三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49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一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5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一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6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二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7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二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87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三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294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三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0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五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17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五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24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四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3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四冊(簡體版)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4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一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5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一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6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七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7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七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86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393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第五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0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16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23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四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3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六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47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六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5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六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6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7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第五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8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49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0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五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1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三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2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三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3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三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46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八年.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53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八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60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八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77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八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8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二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59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二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07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第四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14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2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3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4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七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5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0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69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0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7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0年. 第一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8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0年. 第二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69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0年. 第三冊(簡體版)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5610 台灣蔗作農機發展史= The development of sugarcane farming machinery in Taiwan台灣蔗作農機發展史編輯小組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4152 營建物價年刊. 2020= Construction cost data 盧宗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110 金聲木鐸的省思 合輯本. 輯二: 興毅吳靜宇老前人講道集興毅總壇道務中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033 珠珠串串= Beads 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7636 尋味有機= Explore Taiwan organic 張雅茹, 王叡婷, 蔣珮伊撰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448 遇見羅慧夫醫師 彭小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150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167 慈悲藥師寶懺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460 程式異味與重構 陳文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7618 台灣百神巡禮 許汝紘編著; 沈冠宇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19756 多元智能文法教學 趙子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5505 擴張你的禱告 倍增宣教事工編譯 平裝 1

9789860665512 祈求上帝的慈愛憐憫(禱告手冊) 伊美(Ime Akpan)著; 林玉梅譯 平裝 1

9789860665529 祝福的禱告(禱告手冊) 伊美(Ime Akpan)著 平裝 1

9789860665536 喜樂的禱告(禱告手冊) 伊美(Ime Akpan)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倍增宣教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慧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禧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豐年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興毅總壇

送存冊數共計：103

臺灣糖業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5988 大道心法能入至高佛境 古月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3407 中國古代瓷器釉面脫玻化作用及釉泡之微觀 李佑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1104 前人行誼: 向台灣珊瑚產業致敬 蘇朝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394 如果不吃青菜 黃小衡著; 棉花糖圖 精裝 1

9789869912501 逃跑的長頸鹿便盆 張冬梅文; 梅羽圖 精裝 1

9789869912518 牙齒王國的戰爭 張冬梅文; 曾云童捷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593 羅生門: 獨家收錄芥川龍之介(文學特輯)及 芥川龍之介著; 黃瀞瑤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4471 作文小公主出任務: 小學生最愛的闖關遊戲,過關就學會了(1-6年級必讀故事書)樂多多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4495 小學生國語文我不怕!(100分必讀.Q版神攻略): No.1學霸李小白超強筆記術,英格力脫魯奮鬥史樂多多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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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郁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4723 示弱的勇氣: 老子教你學會真正的堅強(暢銷紀念版)田口佳史著; 卓惠娟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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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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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45089 雪莉的午后水彩時光 Sherry(雪莉)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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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維玲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845195 想笑的時候再笑,才是我最可愛的樣子: YouTuber「飽妮」施展電影宅魔法,讓你成為最喜歡的自己(管他淑女佳人還是蛇蠍魔女或魯妹)飽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201 想笑的時候再笑,才是我最可愛的樣子: YouTuber「飽妮」施展電影宅魔法,讓你成為最喜歡的自己(管他淑女佳人還是蛇蠍魔女或魯妹)飽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45256 不辭職,就辭世!(廢療系社畜的162個無用反擊) 金景喜作; Tina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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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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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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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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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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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5362 大師玩色彩: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最受歡迎的50堂配色設計課理查.梅爾(Richard Mehl)著; Monica Ch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430 美麗病: 不喜歡鏡子裡的自己?和心理學家聊聊外貌焦慮芮妮.恩格恩(Renee Engeln)著; 洪筱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447 KPOP王者演唱會幕後製作全紀錄 金尚旭作; 金允珠繪; 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478 大人系女孩の手繪插畫課 An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485 對地球最好的企業Patagonia: 1%地球稅x100%有機棉革命 千方百計用獲利取悅員工 用ESG環保商業力改變世界!= Let my people go surfing: the education of a reluctant businessman, including 10more years of business unusual伊方.修納(Yvon Chouinard)作; 但漢敏譯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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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45584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8, 盛世大唐篇(萌貓漫畫學歷史)肥志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607 這是我的名字= Know my name: a memoir 香奈兒.米勒(Chanel Miller)著; 陳柔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614 說話的內功: 汲取世界48哲人的智慧,八階段深度磨練言語的力量= 말의 내공 사람을 끌어당기는 동서양 고전의 화술申度賢, 尹渡津作;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676 放學後才是關鍵!: 共學共遊,啟發孩子的未來大能力!(16週年茁壯紀念版)黃能得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45744 美麗新世界 阿道斯.赫胥黎著; 吳妍儀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5751 我們: 反烏托邦三部曲(精裝典藏版) 尤金.薩米爾欽著; 殷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5805 沉思錄.我思故我在: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名家全譯本|經典重版)=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in qua Dei existentia et animæ immortalitas demonstratur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著; 龐景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5836 創業投資聖經: Startup募資、天使投資人、投資契約、談判策略全方位教戰法則= Venture deals: be smarter than your lawyer and venture capitalist布萊德.費爾德(Brad Feld), 傑生.孟德森(Jason Mendelson)著; 陳鴻旻, 林麗雪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5843 小公主莎拉(全譯本): 暢銷百年兒童文學經典.全美教師百大選書(真善美文學系1)= A little princess法蘭西絲.霍奇森.伯內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著; 聞翊均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寶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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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3

泰豐古董藝品行



9789863845911 叛國英雄.雙面諜O.A.G.= The spy and the traitor: the greatest espionage story of the cold war班.麥金泰爾(Ben Macintyre)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024 愛妻省力便當 貝蒂做便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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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1665 Maple程式設計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1672 Visual C++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Studio 2019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1689 工程數學. 上, 使用Mathematica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1696 C程式語言與實習: 使用Visual Studio 2019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4006 Java程式設計. Applet篇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4013 電路學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972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3=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nglish conversation. 3Owain Mckim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9862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Let's see! Alex Rath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189923 觀光英語Let's Go!(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Kiwi Cheng,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著 三版五刷 其他 1

9786263000001 In Focus英語閱讀: 活用五大關鍵技巧(寂天雲隨身聽APP版)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著; 劉嘉珮譯初版二刷 其他 第2冊 1

9786263000018 彩圖實境旅遊英語: 會話模擬練功(寂天雲隨身聽APP版)P. Walsh, PeiChien Sun, Feiyueh Chang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000025 英語力: 英語聽說能力訓練(寂天雲隨身聽APP版)Owain Mckimm著; 丁宥榆翻譯 二版二刷 其他 第1冊 1

9786263000032 Start新制多益: 給新手的聽力閱讀解題攻略(寂天雲隨身聽APP版)Mu Ryong Kim,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著; 江奇忠, 彭尊聖譯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6263000056 新制多益聽力滿分奪金演練: 1000題練出黃金應試力(寂天雲隨身聽APP版)PAGODA Academy著; 蘇裕承, 關亭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00087 Ready for reading success. 2: develop 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寂天雲隨身聽APP版)author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平裝 1

9786263000100 焦點英語閱讀. 3: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Target reading: 6 keys to comprehension. level 3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Laura Phelps, Richard Luhrs著; 黃詩韻, 林育珊, 邱佳皇譯三版二刷 其他 1

9786263000117 Let's see grammar: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intermediate 1= Let's see grammar: intermediate 1Alex Rath著; 羅竹君, 丁宥榆譯 三版 其他 1

9786263000124 Let's see grammar: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intermediate 2= Let's see grammar: intermediate 2Alex Rath著; 羅竹君, 丁宥榆譯 三版 其他 1

9786263000131 速攻日檢N2聽解: 考題解析+6回模擬試題(寂天雲隨身聽APP版)田中綾子, 堀尾友紀, 須永賢一,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著; 黃曼殊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000148 讀出英語核心素養: 九大技巧打造閱讀力. 2(寂天雲隨身聽APP版)Owain Mckimm作; 劉嘉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00155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2(寂天雲隨身聽APP版)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 Richard Luhrs著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6263000162 The invisible man(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Herbert George Wells原著;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改寫2nd ed. 其他 1

9786263000230 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 主題式速記學測高頻單字(108課綱新字表)江正文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000247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3(寂天雲隨身聽APP版)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Shara Dupuis, Richard Luhrs著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6263000254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1(寂天雲隨身聽APP版)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 Laura Phelps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6263000285 Enjoy Your Trip!專業觀光英語(寂天雲隨身聽APP版)Kiwi Cheng, Owain Mckimm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00292 Tourism essentials(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author Lucky Becker, Carol Frain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579829236 初級英文文法與練習 Digby Beaumont著; 江明真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4483 職場關係學: 紅人的職商秘密 耿興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20933 創客未來: 動手改變世界的自造者 方志遠, 蒲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015 假精確時代: 別被大數據騙,統計也會說謊 李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107 一碰就碎的青春: 父母請小心!孩子厭學、 早戀、追星、憂鬱症......你束手無策了嗎?李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06 這些皇帝很母湯: 貓奴、染髮、春藥成癮、木工高手、暴虐屁孩皇帝......超狂私生活無極限!劉繼興, 劉秉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13 讀心博弈: FBI和CIA的心理攻防技巧 王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20 開啟上帝視角: 從喝奶看人體如何掀起一場無聲的DNA革命任博文(Brian Winston R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37 暗物質 失落的宇宙: 介於「存在」與「不存在」之間,一本書讀懂21世紀最重大的天文學難題李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44 亡者來訊 沉默的證據: 自殺?謀殺?隨法醫的解剖刀來一趟重口味之旅王朕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51 失控金融史: 在這個金錢至上的世界,遊戲規則就是沒有規則吳桂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99 小小主管心很累: 不背鍋、不吃虧、不好欺負,小上司也要硬起來楊仕昇, 劉巨得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清文華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電子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4

崑山科大視傳系



9789865552305 絲路: 西出陽關無故人,徒留雪滿天山路 徐兆壽, 金西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68 VR: 當白日夢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帶你迅速成為虛擬實境的一級玩家甘開全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75 把心聊走: 最強的暈船話術,不動聲色牽著對方鼻子走俞姿婷, 才永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282 精準策略: 彼得杜拉克8大管理DNA 徐元朝, 黃榮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435 從負人到富人: 最努力工作的人,絕對不是最有錢的人楊仕昇, 王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442 禪系管理學: 比佛系更簡單的禪系,管理學也可以很簡約宋希玉, 金躍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459 0負擔天文課: 輕薄短小的109堂課,變身一日太空人侯東政, 王志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473 時間管理大師: 拖延症處方箋,面對理直氣壯的薪水小偷,請施打一劑特效藥蔡賢隆, 姚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527 菁英思維: 20位管理大師經典,教你從掌握人性到領導變革喬友乾, 田洪江, 鄭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534 優衣策略UNIQLO思維: 柳井正的不敗服裝帝國,超強悍的品牌經營策略谷本真輝, 金躍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541 他病了,只是你看不出來 卡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558 中層忠誠: 拿了年終就跳槽,企業的中空危機 楊仕昇, 江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565 失眠的年代: 即刻救援你的睡眠,不睡這個殺手就在你身邊許承翰, 高紅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572 崩解慣性思維: 你不是缺少創意,只是靈感迷路了楊忠, 劉惠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589 團隊風險指數: 超速凝聚高效團隊力,攜手破解企業信任危機楊仕昇, 朱明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664 精準學習: 學霸都在用的41項法則,打造高效率讀書心法林裕祥, 屠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671 宇宙零時: 從太陽系倒流回大霹靂,宇宙謎團的解答之書張天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688 負能量經濟學: 拋開又窮又忙的日常,提高幸福投資報酬率梁夢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695 客訴行銷: 哪怕對方又奧又盧,也要讓他買得心服口服劉金源, 黃榮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701 源起: 詭異波斯X自戀希臘X殘暴羅馬,古文明真面目大公開陳深名, 王志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718 領導公式: 魅力≠十全十美,不完美才能成就百分百的領導者?當主管跟你想的不一樣!宋希玉, 黃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718 領導公式: 魅力≠十全十美,不完美才能成就百分百的領導者?當主管跟你想的不一樣!宋希玉, 黃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794 很正經的心理學史: 放下偽心理學,拒喝心靈雞湯,無病呻吟怎麼可能比心理學史八卦精彩!安曉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794 很正經的心理學史: 放下偽心理學,拒喝心靈雞湯,無病呻吟怎麼可能比心理學史八卦精彩!安曉良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5552794 很正經的心理學史: 放下偽心理學,拒喝心靈雞湯,無病呻吟怎麼可能比心理學史八卦精彩!安曉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2930 室內色彩搭配寶典 唯美映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552954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入門 王東昇總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552961 文化傳承與創新 曹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552978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基礎 王東昇總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552985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提高 王東昇總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552992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精通 王東昇總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06 舌尖上的教育: 跟孩子說理的藝術 胡江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13 服裝設計思維訓練 于國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20 胡同·印象: 典藏版 賈一凡, 武金生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486037 高牆之內: 近距離看刑與罰 陳國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44 網路行銷之短期致勝方略 黎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51 影視藝術概論 詹慶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68 包立的錯誤: 科學殿堂的花和草 盧昌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75 文學的形式與歷史 小森陽一著; 郭勇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82 藝術設計概論 尚爭妍, 王珊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099 樂讀: 古典音樂漫遊指南 解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105 翻譯學導論 張政, 王贇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112 教孩子和時間做朋友 唐豔豔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129 護膚問莫嫡 莫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136 偽賽局: 商戰中的讀心博弈!在敵人進場之前,你就已經勝券在握崔英勝, 李高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181 第一支火箭: 被戰火推進的航太史 張天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204 全球傳播政策: 從傳統媒介到互聯網 徐培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211 共情: 好的親子關係勝過一切教育 臨界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228 展示空間設計與繪製實戰 王育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235 時裝畫手繪入門與實戰 柴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242 當你想要學民樂 芊語芊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259 團隊拓展訓練遊戲 張祥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266 檢察再出發 劉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495 每天60分鐘,陪孩子走過小學6年 李慧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2

送存冊數共計：64

眾文圖書



9789575325329 旋元佑文法 旋元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428 旋元佑文法解題 旋元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7731 大道唯識 理心光明禪師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7748 大道自性 理心光明禪師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7755 大道因果 理心光明禪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887762 大道義公正 天音播客傳真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622 簡單,我有平常心: 創巴仁波切遺教法寶: 三乘法教系列之六, 不壞覺醒之密續道. 中邱陽.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作; 趙雨青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639 達賴喇嘛說止觀: 達賴喇嘛給初發心修行人的第三個錦囊= Following in the Buddha's footsteps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比丘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 比丘尼圖丹.卻准(Thubten Chodron)作; 項慧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646 空行母事業: 證悟之路與利他事業的貴人= Dakini activity: the dynamic play of awakening蓮花生大士, 秋吉德千林巴, 蔣揚欽哲旺波, 祖古.烏金仁波切, 鄔金督佳仁波切等作; 扎西拉姆.多多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9394 鍾肇政的臺灣關懷 周錦宏, 鍾延威, 王保鍵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400 海外客家研究的回顧與比較 蕭新煌, 張維安, 張翰璧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8242 零度分離 伊格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8631 我適合當人嗎?= 人間に向いてない 黑澤泉水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8655 消失的字母J: 布克獎得主、當代諷刺大師反思猶太處境的轉型正義小說霍華.傑可布森(Howard Jacobson)作; 陳逸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8792 別送 鍾文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8839 古人原來這樣過日子2：腦洞超開的40則中國歷史冷知識古人很潮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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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8983 女人的食指 向田邦子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8990 銅山國王 Paul Biegel著;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027 文城 余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034 浮雲 林芙美子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041 掌心裡的京都= 手のひらの京 綿矢莉莎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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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9133 醫療不思議 汪漢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355 燕燕于飛: 最美的詩經-英譯新詮 閆紅著; 許淵沖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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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淑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447 失蹤少女調查報告= A good girl's guide to murder荷莉.傑克森(Holly Jackson)著;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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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莉君譯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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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力普.普曼的32場大師講堂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著;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515 塵之書三部曲. II, 祕密聯邦 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522 革命的那一天= Adjustment day 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539 鬥陣寫作俱樂部 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553 短暫的一生= La vida breve 胡安.卡洛斯.奧內蒂(Juan Carlos Onetti)作;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577 改變世界史的12種新材料 佐藤健太郎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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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9614 厭女的資格 凱特.曼恩(Kate Manne)作; 巫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652 病態型自戀: 假面閨密、危險情人、慣老闆、控制狂父母、親情勒索......法國頂尖心理師教你如何從50個日常生活場景破解自戀型人格疾患,從有毒關係中重生= Pervers narcissiques: 50 scènes du quotidien pas si anodines pour les démasquer et leur faire face安.克蘿蒂德.齊格列(Anne-Clotilde Ziegler)作; 戈瑪古(Gomargu)繪; 賴亭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683 潛水時不要講話 栗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690 流俗地 黎紫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720 日本暴力政治: 流氓、極道、國家主義者,影鄉近代日本百年發展的關鍵因素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iawer)著; 游淑峰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775 北京零公里 陳冠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805 前面有什麼?: 記住你不妥協的樣子,滅火器樂團成軍20年勇敢造夢!張仲嫣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崇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眾生文化



9789863449881 二十分鐘的江湖夢: 導演黃致凱的「劇場故事學」,翻玩思辨、笑點和眼淚,為自己導一場有滋味的人生!黃致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898 兩封合格通知書= 졸업 尹異形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928 林深見鹿: 最美的唐詩英譯新詮 許淵沖英譯; 陸蘇賞析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973 科學怪人: MIT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特別註解版」瑪麗.雪萊(Mary Shelley), 大衛.H.加斯頓(David H. Guston), 艾德.芬(Ed Finn), 傑森.史考特.羅伯特(Jason Scott Robert)著; 黃佳瑜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107 樊登講論語: 學而 樊登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14 樊登講論語: 先進 樊登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21 張曼娟讀奧.亨利 奧.亨利(O. Henry)原著; 張曼娟編譯.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38 張曼娟讀契訶夫 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原著; 張曼娟編譯.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45 張曼娟讀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原著; 張曼娟編譯.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52 張曼娟讀王爾德 王爾德(Oscar Wilde)原著; 張曼娟編譯.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69 我反對!: 不恐龍大法官RBG第一手珍貴訪談錄傑佛瑞.羅森(Jeffrey Rosen)作;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76 吃佛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183 邊緣人手記 馬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206 觀看的方式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吳莉君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00244 宛如阿修羅= 阿修羅のごとく 向田邦子著;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312 南海: 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比爾.海頓(Bill Hayton)著; 林添貴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329 製造中國: 近代中國如何煉成的九個關鍵詞 比爾.海頓(Bill Hayton)著;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336 舊物的靈魂 郭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350 改變世界史的12種新材料: 從鐵器時代到未來超材料,從物質科學觀點看歷史如何轉變佐藤健太郎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411 不是我人脈廣,只是我對人好: 從利己到利他,吳家德的人脈學,幫助你一輩子受用無窮吳家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480 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15週年版) 張戎, 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著; 張戎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00497 愈少人認識我們愈好: 一個關於背叛、家庭秘辛與身分盜竊的未解之謎= The less people know about us: a mystery of betrayal,family secrets,and stolen identity艾克斯頓.貝茨.漢彌爾頓(Axton Betz-Hamilton)作; 朱崇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534 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15週年版). 上 張戎, 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著; 張戎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00541 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15週年版). 下 張戎, 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著; 張戎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00565 洞見 喬.貝斯特(Joel Best)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909 面對這世界的惡意,我也會活得毫不客氣!(博客來特別收錄獨家照片頁): 我是娘娘腔,也是自己親封的皇后娘娘;只要敢想像,我可以是任何模樣。泰辣(Tyla)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025 在世之日: 一個基督徒對生死的思索 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9032 與耶穌一起,談愛情: 從交往到婚姻,讓愛延續的兩性相處秘訣傑弗森.貝斯齊(Jefferson Bethke), 艾莉莎.貝斯齊(Alyssa Bethke)合著; 童貴珊譯新版 其他 1

9789860639049 在世之日: 一個基督徒對生死的思索 陳南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9087 箴言智慧書: 一天5分鐘,90天掌握一生的處世智慧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4402 神異感通.化利有情: 敦煌高僧傳讚文獻研究 楊明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4426 影像.紀錄. 靜態影像篇 于靜等著; 劉維開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54433 內聖外王的重整與貫徹: 朱熹的哲學思想與道德事功之學張莞苓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54440 日記與民國史事 王良卿, 皮國立, 任育德, 何智霖, 吳淑鳳, 林桶法, 邵銘煌, 高純淑, 張智瑋, 陳佑慎, 楊奎松, 趙席敻, 羅敏, 蘇聖雄著; 呂芳上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9954464 中國駐印軍: 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 李君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54471 本字、方言、語文學: 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 陳忠敏, 江敏華, 杜佳倫, 徐芳敏, 秋谷裕幸, 郭必之, 吳瑞文, 陳筱琪, 陳淑娟, 林貝珊, 嚴立模, 周玟慧, 郭維茹, 陳彥君作; 江敏華, 吳瑞文, 陳淑娟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9954488 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 王文隆, 許峰源, 蕭李居, 蕭道中, 應俊豪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54495 宗教在當代中國: 共產黨統治下的存續與復興 楊鳳崗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0674019 先秦儒家哲學中的情感 劉妮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773 秦漢歷史與思想的幾個側面 林聰舜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858 簡明藥理學: 給一般人讀的藥理書 劉銀樟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865 洪耀勳日文哲學著作集(中日對照) 洪耀勳著; 黃文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872 原儒: 從帝堯到孔子 楊儒賓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6116889 梵漢對勘<>讀本 陳淑芬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896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 二: 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I: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李毓中, 陳宗仁, Regalado Trota José,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石文誠主編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7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7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政大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70029 創新創業密碼: 施振榮Stan哥的王道心法= The keys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an Shih's way of wangdao施振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036 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 宋文里, 李文玫, 林正慧, 林本炫, 林靖修, 柯瓊芳, 洪馨蘭, 張維安, 張陳基, 許維德, 徐盈佳, 陶振超, 潘怡潔, 潘美玲, 劉慧雯, 簡美玲作; 張維安, 潘美玲, 許維德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074 科學態度: 對抗陰謀論、欺詐,並與偽科學劃清界線的科學素養=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defending science from denial,fraud,and pseudoscience麥金泰爾(Lee McIntyre)作; 王惟芬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4115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基礎篇= Learning BIM through project exercise: basics謝尚賢等著 增訂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4122 微積分. 乙= Calculus 翁秉仁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4139 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 謝明良作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4351 意志與命運: 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 樂蘅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399 改變中的基督信仰: 臺灣基督教會與基督徒的社會學分析= Changing Christians,changing churches: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伊慶春, 林文旭, 林常青, 施奕任, 郭貞蘭, 黃克先, 楊文山, 熊瑞梅, 蘇國賢作; 伊慶春, 蘇國賢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412 廖文奎文獻選輯= Selected papers of Joshua Wen-Kwei Liao吳叡人, 吳冠緯主編; 賴盈滿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429 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 A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STS and its multiple constructions: to weave an extensive network for gazing upon the modern sciences傅大為著 二版一刷 平裝 2

9789863504436 元代<>學類型研究 楊自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443 中古文學論叢 林文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474 沉思與行動: 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柯慶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498 古典小說散論 樂蘅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504 康德論自由: 道德自由、法權自由與人的尊嚴= Kant on freedom: moral freedom,juridical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張雪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559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 殷海光, 夏君璐著; 殷文麗編錄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863504603 全球在地化在英語檢定測驗的體現: 「全民英檢」=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realizing glocaliza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ing沈冬, 吳若蕙, 李乃欣, 金韶, 廖秀育, 李欣芸, 林君文, 李佳隆, 吳怡芬, Antony J. Kunnan, Nathan Carr, Stephen Bax, Sathena H. C. Chan, 黃恆綜, 張武昌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627 憲法的社會與政治基礎=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sDenis J. Galligan, Mila Versteeg主編; 張千帆, 朱學磊, 陸符嘉, 牟效波譯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4641 組織策略執行 專案管理的視角 江俊毅, 黃偉, Gary Klein, 吳曉松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726 <<荒原>>.艾略特詩的藝術= “The waste land” and the poetic art of T. S. Eliot葉維廉著 初版三刷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280 蓬萊米談話 磯永吉原著; 周若珍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1118 秋果: 寓言、故事與行銷 王子樂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1125 北方海岸的漁村故事 廖鴻基, 杜秀蓮, 許焜山, 吳伸惠, 杜世寬, 沈得隆, 林怡芳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04972 科學運算: Python程式理論與應用 楊佩璐, 宋強著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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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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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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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047 Regular Expression橫刃萬解程式的關鍵語言 正規表示法余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054 最新網路行銷必勝攻略 數位新知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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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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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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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115 APCS C&C++解題高手. 2021版 數位新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122 輕鬆學會運算思維與C程式設計 陳德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146 最新社群與行動行銷實務應用 數位新知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海洋大學媒體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34

臺大磯永吉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2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9789865005153 Python程式設計初心者超凡入門 數位新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5177 React前端開發: 同構應用與狀態管理 侯策, 顏海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191 網際網路資源與雲端服務的12堂必修課 陳德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207 終結混亂: 以專案管理思維掌握你的工作與生活高虎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559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議予稿集曾秋桂編集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764 歐盟金融市場法 陳麗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736771 疏狂年少 林世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736832 村上春樹における運命 中村三春監修; 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702 細語漫遊舊城風光: 大稻埕探索指南 陳麗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9789578736719 淡水時空之旅= La traversée du temps: Tamsui d'hier et d'aujourd'hui陳麗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931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教學、文化與翻譯研討會論文集. 第15屆= Actas del XV Simposio Sobre Didáctica, Cultura y Traducción del Español劉愛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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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917 2021年第10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村上春樹文学における「逸脱」(deviation)国際会議予稿集曾秋桂編集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788 構築的自治與自主的營建: 數位製造與機器人建造的發展= Autonomy of tectonic and autonomous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s of digital and robotic fabrication in architecture陳珍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36795 後設設計思維: 數位建築設計教學= Meta-design thinking :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digital architectural design studio陳珍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36801 飛地非地: 網際網絡時代的城市設計策略與實驗= Enclave/non-site : urban design strategies and experi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陳珍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36818 數位建築的歷程1995-2020= The traces of digital architecture 1995-2020陳珍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36825 地景中的數位構築= Digital manufacturing in the landscape陳珍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863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摘要集. 2021年=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陳水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962 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2020 涂敏芬, 黃瑞茂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管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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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西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淡大日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066 兒童人際發展活動手冊: 以遊戲帶動亞斯伯格症、自閉症、PDD及NLD孩童的社交與情緒成長=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with young children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tstenin), 瑞雪兒.雪利(Rachelle K. Sheely)著; 林嘉倫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987073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沙力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87080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 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沙力浪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987097 叛逆柏林 陳思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1102 江戶百業: 豐富江戶娛樂流行文化的職人= 江戸の仕事図鑑: 遊びと裝いの仕事飯田泰子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171 阿牛的心 阿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188 日本的結界: 陰陽師的祕密地圖解謎= 日本の結界: 陰陽師が明かす秘密の地図帳安倍成道著; 張宇心譯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772 網路及資訊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2021 陳維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3843 The treasures of Shinguei author Chi,Li-Chiu, Kuo,Yun-Chun, Hung,Jie-Xin, Chuang,Wen-Ju, Hung,Pei-Hsuan; illustrator Kuo,Yun-Chun, Hung,Jie-Xin, Chuang,Wen-Ju, Hung,Pei-Hsuan1st ed. 平裝 1

9789869913850 Joseph and Benson's adventure at a Taiwanese night marketauthor Li Chiu Chi, Wei-Hsun Chen, Hai Lin Chang, Po Hao Tsai; illustrator Jing Syuan Lin, Yao Zheng Lai1st ed. 平裝 1

9789869913867 Grandpa's house in Shihguei author Li-Chiu Chi, Chia-Ling Hsu, Yu-Te Lu; illustrator Yi-Chi Qi, Yu-Hsuan Chang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9532 一起陪孩子找幸福: 給專業助人者的系統合作完全手冊趙文滔, 謝政廷, 謝曜任, 梁淑娟, 林淑卿, 吳柄緯, 呂伯杰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549 即使受傷,仍能去愛: 守護幸福的正能量 吳皓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556 自我疼惜的51個練習: 運用正念,找回對生命的熱情、接受不完美和無條件愛人克莉絲汀.娜芙(Kristin Neff), 克里斯多弗.葛摩(Christopher Germer)作; 李玉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3206 小北極熊冒險記 淨地球有限公司故事; 一凡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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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3121 孩子很難教?不如試試這些方法(彩色版) 丁滿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3138 其實我很富有,人生就是越放下越自在(彩色版)孫郡鍇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6204 默斑: 妳與那未曾知曉的色彩= The color we have never glimpsedMartion莫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1012 醒醒,他是你親生的! 橙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050 煨以恆溫 辭鏡(OP)著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莫昕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淨地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老師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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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690 火箭模式: 點燃高績效團隊動力實戰全書 羅伯特霍根, 高登柯菲, 黛安尼爾森合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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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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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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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904 想吃。梅村月: 三菜一飯台日式豐盛便當 梅村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8928 錯失恐懼: 從心理、人際、投資到求職,讓10億人深陷的焦慮陷阱= Fear of missing out: practical decision-making in a world of overwhelming choice派屈克.麥金尼斯(Patrick J. McGinnis)著; 羅亞琪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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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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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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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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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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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352 生死之間. 2: 葉克膜引路,回到生命的初心 柯文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369 佛系呼吸法: 呼吸法門講義 田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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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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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475 工作與生活的技術 王永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536 用地圖看懂歐洲經濟 張昱謙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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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精裝 1

9789864779550 台灣足球60年 李弘斌, 葉士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9567 寂寞的誕生: 探寂寞為何成為現代流行病？ 菲伊.邦德.艾貝蒂(Fay Bound Alberti)著; 涂瑋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659 也不是不愛了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2091 圖解設計故事學 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著; 劉佳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2275 長思短想: 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來?羅曼.柯茲納里奇(Roman Krznaric)著; 孔令新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2626 圖解邏輯思考全書: 職場必備一生受用!深度思考、清楚表達,解決問題的思維與應用西村克己著; 吳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2640 小矮人的復仇= Revenge of the lawn gnomes R.L.史坦恩(R.L.Stine)著; 連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2794 明有四百個朋友,卻不知道要打電話給誰 芙爾.沃克(Val Walker)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2817 木偶新娘= Bride of the living dummy R.L.史坦恩(R.L.Stine)著; 向小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034 巴哈與我深刻理解的喜悅: 當哲學教授愛上巴哈的「C小調賦格曲」,從此開啟了一段自學鋼琴的音樂旅程= The way of Bach: three years with the man,the music,and the piano丹.莫樂(Dan Moller)著; 江信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164 矽谷B2B業務聖經: 以最精簡的人力,創造3倍業績= Predictable revenue: turn your business into a sales machine with the $100 million best practices of salesforce.com亞倫.羅斯(Aaron Ross)著; 雲翻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4201 認識自己: 西洋哲學史. 卷二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 周予安, 劉恙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218 做你自己: 西洋哲學史. 卷三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 林宏濤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225 認識自己: 西洋哲學史. 卷二, 從文藝復興到德國觀念論= Erkenne dich selbst: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2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作; 周予安, 劉恙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34232 做你自己: 西洋哲學史. 卷三, 從後黑格爾時期的哲學到世紀之交的哲學= Sei du selbst: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3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作; 林宏濤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34270 都市的夏天為什麼愈來愈熱?: 圖解都市熱島現象與退燒策略林子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287 我這樣管理,解決90%問題!前王品執行長楊秀慧靠小框架扭轉大問題的管理學楊秀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300 塔羅思維 孟小靖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734317 人但有追求,世界亦會指路: 愛默生散文精選集= Selected Essays by Ralph Waldo Emerson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331 阿德勒談生命風格: 當個體心理學大師面對問題兒童的挑戰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416 走過道謝、道歉,可以無憾道愛、道別: 我在電影中看見的老年照顧與安寧療護朱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423 走過道謝、道歉,可以無憾道愛、道別: 我在電影中看見的老年照顧與安寧療護朱為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430 米德鎮的春天(全譯本)= Middlemarch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著; 陳錦慧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34447 米德鎮的春天(全譯本)= Middlemarch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著; 陳錦慧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34492 高盛首席分析師教你看懂進場的訊號 彼得.C.奧本海默(Peter C. Oppenheimer)著; 曹嬿恆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522 高盛首席分析師教你看懂進場的訊號: 洞悉市場週期,贏在長期好買賣彼得.C.奧本海默(Peter C. Oppenheimer)著; 曹嬿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546 失落詞詞典= The dictionary of lost words 琵璞.威廉斯(Pip William)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614 漫畫編劇特訓班: 設定、劇情、角色、插曲一本就通!田中裕久著; 王啟華譯 2版 平裝 1

9789860734621 現代希臘史: 希臘專家寫給所有人的國家傳記= 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羅德里克.比頓(Roderick Beaton)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690 不焦慮的心理課: 心理學博士教你善用科學方法,消解生活中的不安與混亂,不再窮忙!黃揚名, 張琳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706 阿德勒談生命風格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溫澤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775 華爾街裡的數學鬼才: 從愛德華.索普到詹姆斯.西蒙斯創造的量化交易神話史考特.派特森(Scott Patterson)著; 盧開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812 米德鎮的春天. 上冊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著; 陳錦慧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4829 米德鎮的春天. 下冊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著; 陳錦慧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4836 神經元修復保健全書: 用簡單動作活化迷走神經,緩解負面情緒、疼痛、消化不良、行動困難、壓力症候群,促進細胞更新拉斯.林哈德(Lars Lienhard), 鄔拉.史密特-費策(Ulla Schmid-Fetzer), 艾瑞.柯布(Eric Cobb)著; 呂以榮, 游絨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843 在所有母親之間 艾希莉.歐娟(Ashley Audrain)著; 王娟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904 一個頂尖運動員的誕生: 從專業引導到科學輔助訓練,看冠軍如何從「勝」到「常勝」= The best: how elite athletes are made提姆.威格莫(Tim Wigmore), 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作; 楊玲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147 惠能南行: 一天一則,<<指月錄>>、<<續指月錄>>的禪宗故事與人生智慧楊惠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9727 達明內建視覺協作型機器人入門實用教學 王進德主編 平裝 1

9789869969734 會計事務乙檢學科試題練習本 劉美君, 徐細娟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969741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69758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69765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編輯 第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69772 會計學. 三, 新攻略 盧奕(盧立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69789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鄭桂芬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69796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0644203 會計速可達 黃仁乙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4210 會計速可達 黃仁乙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44227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鄭桂芬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44234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編輯 第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44241 丙級檢定會計事務學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啓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0644258 會計事務資訊項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0644265 會計事務-資訊項乙檢術科速攻特輯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064427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C. 三, 隨堂講義 林芳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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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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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70174 葉甫蓋尼.奧涅金=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作; 宋雲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70181 父親的食譜筆記= Le cahier de recettes 傑克.杜蘭德(Jacky Durand)作; 許雅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5042 關於,記憶與情感的幾何= Those,about the geometry of memory and mood趙茂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1332 陳孟森油畫作品集: 油畫-遊於畫中. IV 章順敏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7419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講記. 四 徐醒民講 其他 1

9789865527440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二 徐醒民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27464 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27464 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27471 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27471 佛說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27488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3冊 2

9789865527501 古文觀止選講 徐醒民講 平裝 2

9789865527563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527570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527587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3冊 2

9789865527594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4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8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問空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孟森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8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啟明



9789869976121 美髮檢定衛生技能手冊 陳樺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138 美容檢定衛生技能手冊 陳樺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145 美髮美容檢定衛生技能手冊 陳樺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15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庭生活管理實務. 上(108年新課綱)郭筱雯, 黃郁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169 行銷與服務 呂安文, 郭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76183 衛生與護理類專. 二, 健康與護理總複習 邱譯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976190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燕, 黃世惠, 張淑紅, 簡欣怡, 張彩秀, 武靜蕙, 蘇秀娟, 趙曲水宴, 林嘉玲, 王亞妮, 莊昭華, 趙慧珍, 柯任桂, 林媼彩, 許青雲, 廖秀珠, 吳仁宇, 林麗鳳, 尤嫣嫣, 李復惠, 蕭淑銖, 吳雪菁編著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9178 肥胖的真相: 為什麼我們會變胖?我們應該做什麼?安東尼.華納(Anthony Warner)著; 高筱婷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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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543 英文單字3色記憶法: 字首 字根 字尾 曾利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567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一, 午夜追蹤(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midnight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高子梅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9574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二, 新月危機(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moonrise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謝雅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9581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三, 重現家園(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dawn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高子梅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9598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四, 星光指路(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starlight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謝雅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9604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五, 黃昏戰爭(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twilight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韓宜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9611 貓戰士二部曲新預言. 六, 日落和平(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sunset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韓宜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9666 說故事高手: 讓人歡喜、感動人心的表達技巧!戴晨志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529758 英語自學王: 史上最強英語自學指南【增訂版】鄭錫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888 開始幫狗狗按摩吧! 山田理子監修; 小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901 噴射客機的製造與技術: 認識噴射客機的技術發展和製作流程,一窺製造現場的技術細節與浩大工程。青木謙知著; 盧宛瑜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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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岸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932 飛天企鵝傑洛尼莫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謝雅文譯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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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963 日語50音完全自學手冊 王心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970 韓語40音完全自學手冊 郭修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9987 心智圖串聯單字記憶法 蘇秦, 羅曉翠, 晉安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90400 圖解五葉松盆栽技法 劉立華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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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雅文譯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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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90455 低醣飲食: 圖解版有趣到睡不著 牧田善二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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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005 極道療癒師: 你可以不要活成別人的形狀 宋如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036 圖解台灣喪禮小百科 李秀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043 學校裡有蛇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著;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謝雅文譯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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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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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098 快樂貓咪飼育指南: 完整了解貓咪行為,提供實用的飼養技巧,與愛貓建立良好關係!安娜琳.布魯(Anneleen Bru)著; 翁菀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104 用心智圖學越南語 阮怡緁, 阮氏碧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128 從0開始圖解莫內: 全面剖析莫內的一生,及其作品風格與繪畫技巧陳彬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135 種子盆栽真有趣: 無性繁殖X直接種植X泡水催芽張琦雯, 傅婉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234 增肌減脂: 4+2R代謝飲食法 王姿允, 急診女醫師其實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258 運動營養學超入門: 提升運動成效最重要的是正確的營養補給知識岡村浩嗣著; 游念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265 想當人的貓= The cat who wished to be a man 羅伊德.亞歷山大(Lloyd Alexander)著; 高一心繪; 謝靜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272 圖解個體經濟學 茂木喜久雄著; 黃意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395 圖解台灣陣頭: 宋江系統武陣 黃名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401 國中會考閱讀素養課 梁虹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432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三. 暗影之蔽= Warriors: veil of shadows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郭庭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449 嗨喲!壽司大相撲= どすこいすしずもう アンマサコ作; 陳冠貴譯 精裝 1

9789865582456 壽司大相撲: 玉子燒力士= どすこいすしずもう たまごのさとの ひみつアンマサコ作; 王蘊潔譯 精裝 1

9789865582463 壽司大相撲: 大腹鮪魚力士= どすこいすしずもう おおとろやまのひみつアンマサコ作; 陳冠貴譯 精裝 1

9789865582487 撒種人= Seedfolks 保羅.佛萊希曼(Paul Fleischman)作; 紅膠囊繪; 李敏昭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5582494 數學實用定理: 擺脫死背解題!養成數學的思考方式,日常生活中受用無窮的實用定理!小宮山博仁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500 小草鸚鵡飼育指南 黃漢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593 都會野花野草圖鑑(增訂版) 鍾明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晨星



9789865582654 壽司大相撲: 鮮蝦力士 アンマサコ作; 王蘊潔譯 精裝 1

9789865582685 體脂肪: 全面認識「體脂肪」,從飲食、運動打擊頑強脂肪!土田隆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692 圖解完整版犬學大百科: 一看就懂、終身受用的狗狗基礎科學詳解犬學編輯委員會編著; 高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845 挫折是用來勵志、不是用來喪志的: 寫給千萬年輕人的信念和勇氣之書戴晨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944 入陣的人: 神行子弟鬥陣事件簿 跳舞鯨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951 大亨小傳(中英雙語典藏版) 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作; 邱淑娟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582999 男人的性功能與保健: 性功能保養不必大聲說,但一定要小心呵護!【最新修訂版】黃一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079 專為初學者量身打造 超簡單易經占卜 原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288 中學生必讀西遊記 學萌教育工作室改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508 Rainbow tunes 張采聿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507 圍: 晨風當代藝術團體會員聯展專輯. 2021= Encircle高國堂, 李瑋, 羅瑋君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7555 近十年英文學測試題詳解: 詳解本. 110年版 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7579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 Level 5 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7586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 Level 6 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2614 超級食物的日常好食 : 洋蔥、番茄、花椰菜的100+吃法郭主義, 沈辰祐, 劉純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4880 凍卵 陳菁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596 心智圖簡單學文法: 詞類句X大量解題X詳細解析的致勝17堂課蔡文宜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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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657 新日檢N1-N5關鍵單字這樣學 赤名莉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664 高雄第一盛場: 鹽埕風 李文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7671 從4件事學英文: 母語人士最常用的生活單字 樊志虹, Willia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688 生活必備!5個單字開口說出的英文會話 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695 爸媽別崩潰: 帶孩子不再焦頭爛額,邱永林心理師的教養秘笈邱永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701 我的第一本醬料地圖(主廚親煮影音版): 煮廚史丹利的57種自製安心醬料,3分鐘有「醬」就上菜!Stanley李建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7718 字首、字根、字尾神奇邏輯記憶法: 從一個單字建造出英語大樓許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725 這些單字最常用!蜂巢式記憶法: 一網打盡生活必備英文單字曾韋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787 日檢單字絕對合格N5、N4、N3、N2、N1一擊必殺!楊孟芳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6205 我會負責任: 該收拾房間了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212 我會遵守約定: 出門逛街去!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229 我會誠實: 糟糕,闖禍了!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這是寶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虹時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風當代藝術團體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捷英社文教



9789865546236 我會自律: 剛出生的弟弟回家了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243 愛的棉花糖= Petit amour 娜汀妮.布朗-柯斯姆(Nadine Brun-Cosme)作; 瑪莉詠.柯可里克(Marion Cocklico)繪;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250 生氣小怪獸= Petite colère 娜汀妮.布朗-柯斯姆作; 瑪莉詠.柯可里克繪;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267 害怕小精靈= Petite peur 娜汀妮.布朗-柯斯姆(Nadine Brun-Cosme)作; 瑪莉詠.柯可里克(Marion Cocklico)繪;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311 故事結局自己選: 為自己負責系列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46335 康軒國語詞典 陳廖安等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546342 史蒂芬.霍金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文; 麥特.亨特(Matt Hunt)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359 香奈兒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文; 安娜.阿爾蓓若(Ana Albero)圖; 賴嘉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366 蒙特梭利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文; 拉蔻兒.馬汀(Raquel Martin)圖; 海狗房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46373 賈伯斯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文; 奧菈.路易斯(Aura Lewis)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6811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0, 相似形 劉建宏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28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1, 圓形 劉建宏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35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2, 幾何與證明 劉建宏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42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5合1 沈惠芳, 溫虹雅, 張昕玟, 廖鴻宇, 張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59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 英語 符達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66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 國文 賴榮興, 陳榮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73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 數學 向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016 麻辣國文複習講義. 1-2冊 沈素妙, 莊金鳳, 唐台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023 麻辣英語複習講義. 1-2冊 詹麗馨, 朱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030 麻辣數學複習講義. 1-2冊 林信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047 寶寶情緒小書: 愛、生氣、害怕 娜汀妮.布朗-柯斯姆(Nadine Brun-Cosme)文; 瑪莉詠.柯可里克(Marion Cocklico)圖;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357054 麻辣國文勝經複習講義 鄭袖, 簡蕙宜, 吳美珠, 葉朗, 顏婉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078 毛衣勾到了! 趙小傑作; 森酪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7085 社區走一走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160 麻辣英語圖解E點通複習講義. 1-4冊 蘇文賢, 彭明瑋, 劉昱成, 俞振舟, 吳宜蓁, 李德彰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177 寵物派對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184 看見臺灣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191 車子叭叭叭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07 我想長大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14 麻辣地理麻辣複習講義. 1-4冊 楊仁佐, 陳秀鳳, 陳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21 麻辣歷史麻辣複習講義. 1-4冊 程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38 麻辣公民與社會麻辣複習講義. 1-4冊 方雩, 洪雋典, 鄭淳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45 麻辣理化麻辣複習講義. 3-4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52 麻辣生物麻辣複習講義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69 麻辣數學勝經複習講義. 1-4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76 麻辣生物勝經複習講義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83 麻辣地理勝經複習講義. 1-4冊 于捷, 吳青耘, 俞詩琳, 郝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290 麻辣歷史勝經複習講義. 1-4冊 蔣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06 麻辣公民與社會勝經複習講義. 1-4冊 言晧, 陳書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13 麻辣數學易點通複習講義. 1-4冊 馮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20 劈里啪啦年來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37 環遊臺灣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44 遨遊天空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51 神奇的粉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68 百變的紙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75 單車叮鈴鈴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82 這就是我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399 動物寶寶同樂會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05 安全小尖兵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12 火車嘟嘟嘟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43 地底下有什麼？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50 我愛臺灣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67 動物嘉年華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74 啊!有年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81 撕一撕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98 清潔小達人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04 我愛我的家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11 麻辣國文麻辣複習講義. 1-4冊 王玉芬, 張元慶, 簡易, 華子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28 麻辣英語麻辣複習講義. 1-4冊 俞振舟, 陳聆文, 阮翠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35 麻辣數學麻辣複習講義. 1-4冊 陳威理, 范庭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42 麻辣理化勝經複習講義. 3-4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59 上學去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66 海洋大探險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73 好玩的布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80 恭喜恭喜新年好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597 食物的旅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03 小小地球村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10 剪一剪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27 蓋一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41 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A1= Do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58 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A2= Do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65 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C1= Invento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72 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C2= Invento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89 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E1= Mak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696 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E2= Mak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702 創造家(學生手冊). H1= Mak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764 9年一貫新挑戰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講義(康軒版). 6上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771 國小國語重點複習. 6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801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一冊( 1上) 黃香萍, 黃谷臣, 陳厚諭, 林淑惠, 黃智勇, 謝芳怡, 邱得全, 蕭玉琴, 高嬅, 江麗玉, 沈淑貞, 蔡政杰, 王君豪, 夏語婷, 朱元珊, 蔡宜螢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818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五冊(3上) 柯佳伶, 丁翠苓, 楊佳琇, 程峻, 陳柏蓉, 梁嘉音, 邱得全, 黃欽永, 高嬅, 邱寵萱, 鄭庭雨, 劉芸函, 郭思妘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825 國語重點複習. 3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832 國語重點複習(含首冊). 1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856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一冊(1上) 楊仁佐, 陳怡靜, 于寒江, 木宣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863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一冊(1上) 陳啟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870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一冊(1上) 康妮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887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 第一冊(1上) 楊介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894 國中地理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一冊(1上) 楊婕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900 國中歷史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一冊(1上) 李綪, 陳宥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917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一冊(1上) 葉姿君, 柯怡禎, 吳青毅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924 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 第一冊(1上) 俞詩甯, 陳鵬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931 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 第一冊(1上) 江芸萱, 蔣昕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948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 第一冊(1上) 杜甫, 方雩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7955 國中社會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五冊(3上) 郭毅, 陳怡靜, 于寒江, 陳穎瑩, 韓均君, 張准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962 國中地理新挑戰百試達. 第五冊(3上) 陳啟仁, 陳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979 國中歷史新挑戰百試達. 第五冊(3上) 康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986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百試達. 第五冊(3上) 楊介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993 國中地理學習講義. 第五冊(3上) 楊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06 國中歷史學習講義. 第五冊(3上) 陳婷, 徐煜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13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五冊(3上) 柯怡禎, 吳青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20 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 第五冊(3上) 陳冠臻, 陳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37 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 第五冊(3上) 江芸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44 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 第五冊(3上) 方雩, 方毓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51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五冊(3上) 吳宜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68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五冊(3上) 俞振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75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五冊(3上) 李德彰, 詹麗馨, 蘇文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82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五冊(3上) 陳傳興, 王怡婷, 彭若寧, 吳宜蓁, 林宛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099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五冊(3上) 林意苹, 張惠文, 吳宜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105 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五冊(3上) 彭若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112 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第一冊(1上) 蘇郁玟, 王秋萍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29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第一冊(1上) 俞振舟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36 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第一冊(1上)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43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一冊(1上) 王美惠, 黃炎坤, 余奇芳, 陳志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50 國中英語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一冊(1上) 林意苹, 彭若寧, 吳宜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67 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一冊(1上) 彭若寧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74 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一冊(1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81 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一冊(1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198 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一冊(1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204 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 第一冊(1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211 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五冊(3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228 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五冊(3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235 國中自然科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五冊(3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242 國中自然科學麻辣講義. 第五冊(3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259 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 第五冊(3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266 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一冊(1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273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一冊(1上) 林信宏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280 國中數學新挑戰百試達. 第五冊(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297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五冊(3上) 林信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303 食平安,過好年 蘇懿禎作; 木口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8310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一冊(1上) 王玉芬, 林淑娟, 熊瑞英, 王韻澄, 鍾瑗, 高子翱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327 國中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一冊(1上) 陳祖義, 歐子晴, 李文崇, 唐健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334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一冊(1上) 顏婉玲, 簡蕙宜, 華子歆, 鄭袖, 莊安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341 國中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一冊(1上) 簡易, 吳美珠, 李玲慧, 葉子彧, 蔡佩玲, 莊鴻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358 國中國文新挑戰百試達. 第五冊(3上) 歐子晴, 陳榮德, 劉怡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365 國中國文新挑戰新命題焦點. 第五冊(3上) 何嵐, 黃大松, 熊瑞英, 吳美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372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一冊(1上) 歐坤堂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389 國中數學麻辣講義. 第一冊(1上) 蕭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396 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 第一冊(1上) 馮梵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402 國中數學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五冊(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419 國中數學麻辣講義. 第五冊(3上) 蕭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426 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 第五冊(3上) 馮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433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講義. 第五冊(3上) 莊安安, 顏婉玲, 簡蕙宜, 林淑娟, 華子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440 國中國文新挑戰學習自修. 第五冊(3上) 陳郁生, 歐子晴, 王玉芬, 鍾瑗, 高子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457 積木小創客: 動手做軌道、玩骨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464 紙的遊樂園: 由平面到立體的創作歷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471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1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488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自修. 1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495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評量. 1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501 瑪里.居禮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文; 佛羅.伊薩(Frau Isa)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8518 達爾文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文; 馬克.霍夫曼(Mark Hoffmann)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8525 艾倫.圖靈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文; 艾絲琳.林賽(Ashling Lindsay)圖; 海狗房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8532 甘地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文; 阿爾伯特.艾雷雅斯(Albert Arrayás)圖; 游珮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8549 德蕾莎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Maria Isabel Sanchez Vegara)文; 圖娜塔莎.羅森伯格(Natascha Rosenberg)圖; 游珮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8556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評量. 6上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563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6上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570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重點複習. 6上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再版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594 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自修. 6上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600 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評量. 6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617 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一冊(1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624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一冊(1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631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一冊(1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648 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五冊(3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655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五冊(3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662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五冊(3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679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自修. 6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686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評量. 6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693 食平安,過好年: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709 毛衣勾到了!: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716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評量.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723 國小數學重點複習. 6上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730 國民小學數學麻辣講義.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747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講義.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754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自修. 6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761 自我保護OK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58778 自我保護OK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58785 自我保護OK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358792 自我保護OK棒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58808 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評量. 1上(含首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815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自修. 3上 鄒敦怜, 林麗麗, 張慈麟, 王美玲,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822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自修. 3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839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社會學習評量. 3上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846 國小社會重點複習. 6上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853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自然科學學習評量. 3上 彭文萱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860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自然科學學習自修. 3上 陳淑芯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877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評量. 3上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884 新挑戰國中英語隨課練. 第五冊(3上) 陳傳興, 王秋萍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891 新挑戰國中英語隨課練. 第一冊(1上) 俞振舟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907 新挑戰國中數學隨課練. 第五冊(3上) 周佳蓁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914 素養王國中國文議題式閱讀素養 陸聖潔, 林芝宇, 陳政潔, 楊佩蓉, 蔡瑋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914 素養王國中國文議題式閱讀素養 陸聖潔, 林芝宇, 陳政潔, 楊佩蓉, 蔡瑋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921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麻辣講義.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938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自修.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945 十二年國教國民小學數學學習評量.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952 國民小學國語學習自修. 1上(含首冊) 鄒敦怜, 游慧玲, 張慈麟, 林麗麗, 侯詩瑜, 劉毓婷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969 ㄅㄆㄇ超長屏風遊戲書: 注音符號逛逛樂 黃鼻子繪 精裝 1

9789865358976 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 社會. 3上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983 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 自然科學. 3上 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990 Science Fun自然領域雙語教學百寶箱. 中年級 李秉諺編撰 平裝 1

9789865359003 十二年國教重點複習. 數學. 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034 我會處理衝突: 想玩盪秋千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041 我會控制音量: 在圖書館裡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058 我會遵守規則: 我好想贏!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065 我會有禮貌: 到別人家作客 康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圖; 馬玲波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072 故事結局自己選: 友愛他人系列 康妮科威爾.米勒文;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圖; 馬玲波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359102 小不點大夢想系列一 許庭妮企畫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359188 小小的我大大的夢想: 人生藍圖遊戲書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格拉文; Mariadiamantes團隊圖; 海狗房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798 <>校證(修訂本) 黃強, 郭迪校證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04 牛伯伯陪你讀<> 黃崇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11 中西比較戲劇: 劇場、劇本與演出 魏淑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28 孫子兵法(大字本) 孫武原著; 語農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35 日本佛教在基隆的創建與發展 葉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42 <>漣漪 李泗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59 南戲「三化」蛻變傳奇之探討 吳佩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15087 從生活出發學習STEAM 楊秋仁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176 台語歌謠鋼琴演奏曲集= Taiwanese songs piano collections陳亮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5183 吉他和弦百科= Guitar chord encyclopedia 潘尚文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835190 彈指之間= Guitar handbook 潘尚文編著 十八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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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偉格

送存種數共計：204

送存冊數共計：208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理特尚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9268 Devon's world 3 teacher's book 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平裝 1

9789866469275 Devon's world 3 student book 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532 為什麼不能想怎樣就怎樣 王宏哲文; 侯小妍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31286 大人的詩塾 趙啟麟著; Nic徐世賢繪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75472 建築業的知識管理 盧錫欽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186 一生三世: 格爾登仁波切回憶錄 李江琳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1104 森山夢遊趣= Sleep walking in the mountains 林俞槿emma[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332 詭軼紀事. 壹, 清明斷魂祭 Div, 星子, 龍雲, 笭菁著 其他 1

9789860731606 怪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20 驅魔師.異遊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44 灰姑娘: 惡童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35 妖異魔學園.群魔校舍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03 妖異魔學園.兒童劫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27 妖異魔學園.血腥十字架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96 唱歌的骨頭: 惡童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06 唱歌的骨头: 恶童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99 妖異魔學園.猩紅色月亮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67 國王的新衣: 惡童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81 妖異魔學園.疫魔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34 青蛙王子: 惡童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72 美人鱼: 恶童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89 美人魚: 惡童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19 妖異魔學園.終曲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33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 廁所裡的花子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88 都市傳說. 第二部. 2, 被詛咒的廣告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58030 恶之教程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8047 惡之教程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8061 诡轶纪事贰: 中元万鬼惊 DIV(另一种声音), 星子, 龙云, 笭菁等着 其他 1

9789860758085 詭軼紀事貳: 中元萬鬼驚 DIV(另一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等著 其他 1

9789860758139 詭軼紀事. 參, 萬聖鐮血夜 DIV, 星子, 龍雲, 笭菁等合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移動繪本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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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康大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啟動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54297 財務預算與控制 江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310 固定收益證券 楊韌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4334 金融風險管理 鄒宏元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4341 世界遺產旅遊概論 郭凌, 周榮華, 陶長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426 財務困境公司脫困後業績狀況及提升研究 和麗芬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440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基於IBM客戶預測性智能平台蹇潔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457 貨幣金融學 殷孟波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4471 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市場影響與風險管理 陳志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518 供應鏈金融模式創新與風險管理: 理論與實證研究顧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570 市場行銷學 劉金文, 董莎, 王珊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686 微泡發生器流體動力學機理及其仿真與應用 李浙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693 物流概論 胡建波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716 中國納稅實務 許仁忠等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4747 創業經營與決策 倪江崴, 李特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4778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決策價值研究: 基於呈報格式和使用者認知的視角張正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792 石油金融化: 內涵、趨勢與影響研究 溫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4808 物流基礎 胡建波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4815 新編體育經紀人教程 范佳音, 王欠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4891 供應鏈管理實務 胡建波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4914 消費者行為學 余禾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003 期權的價格信息與熵定價方法 余喜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010 期貨交易中止損止盈設置和最優交易週期的確定羅威, 尹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034 商業銀行內部審計基本理論與方法技術 倪存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126 大學生創新創業指導 蔡松伯, 王東暉, 王小方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133 金融機構操作風險的度量及實證研究 宋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140 退休制度的結構要素和實踐形態研究: 基於退休渠道的視角林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263 EXCEL在實驗金融學中的應用 潘席龍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270 成本管理會計學習指導 胡國強, 陳春艷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5324 新編初級財務會計學學習指導 羅紹德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409 社會保險 陳岩, 楊鑫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416 不要假裝讀大學 徐世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447 和大師聊哲學: 我的中國哲學入門 張曉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508 基於免疫進化的算法及應用研究 張瑞瑞, 陳春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522 產業經濟學 龔三樂, 夏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584 統計學實驗基礎(SPSS) 李勇, 張敏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621 公共關係實務 周曉曼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652 京劇之王: 清末民國伶人傳奇 楊二十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706 國際商法 施新華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5720 國際貿易慣例與公約 李軍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744 微觀經濟學 吳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805 外國法制史 朱琳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836 幼兒心理發展 譚家德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28 財務會計(雙語版) 秦戈雯, 池昭梅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59 新貿易壁壘及其應對 趙育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66 網路零售管理決策理論與方法 田俊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73 製造業進銷存及成本電算化實務 陳英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5997 JQuery入門實戰 湯東, 張富銀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062 物業管理學 靳能泉, 余瀅, 王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123 員工激勵機制設計 唐雪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161 商務談判與推銷技巧實訓教程 楊小川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208 新編金融企業會計 羅紹德, 王敏芳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284 組織結構、個體行為與企業績效: 靈動管理模式構建張曉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383 固始移民與閩臺文化研究 尹全海, 崔振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437 酒店規劃設計學 郝樹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444 飯店文化建設案例解析 魏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468 飯店品牌建設 戴斌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482 會展禮儀 「會展策劃與實務」崗位資格考試系列教材編委會編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499 團隊建設與有效溝通 程新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505 臺海風雲六十年: 大陸如何看待臺灣問題. 政策論述篇李家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581 兩岸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的互動路徑 周志懷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604 宴席設計理論與實務 賀習耀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611 旅行社經營管理精選案例解析 梁智, 劉春梅, 張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628 旅遊營銷英語 王向寧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635 區域旅遊市場發展演化機理及開發 李悅錚, 俞金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642 烹飪原料學 閻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703 飯店客務部運行與管理 吳梅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6727 中國著名旅遊景區導遊詞精選. 大中原地區(英漢對照)王浪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741 史記綜論 張學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765 民航旅客運輸 張曉明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789 交際英語 朱正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819 空服服務概論 高宏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901 旅遊企業戰略管理 陳繼祥, 王家寶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6918 旅遊英語360句 張玲敏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925 旅遊消費者行為學 吳清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956 飯店設備管理 陸諍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6970 飯店餐飲管理 余炳炎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6994 會展實用英語. 讀寫篇 會展實用英語編委會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212 中國民族民間舞教學法 李瑞林, 戰肅容, 王瑞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243 景區景點英語360句輕鬆學 馮海霞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250 閻崇年講話錄: 讀史閱世五十年 閻崇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274 旅遊資源開發與規劃 劉代泉, 汪瑞軍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7281 飯店餐飲部高效管理 曾小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298 導遊語言概論 韓荔華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7366 旅遊行政管理 閻友兵, 方世敏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441 塑膠模具結構 劉鈺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458 平面構成 夏鏡湖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577357496 環境藝術設計手繪表現 王玉龍, 田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526 裝飾基礎與裝飾設計 田欣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533 住宅空間設計 沈渝德, 劉冬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7601 版式設計 楊敏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7618 展示設計 彭娟, 劉斌, 塗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625 商業廣告設計 郭紹義, 李菲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632 區塊鏈+時代: 區塊鏈在金融領域的應用 帥青紅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755 應用數學實務與資料分析 張現強, 葛麗艷, 黃化人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786 不管理決策,等於沒管理企業 王海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809 氣韻生動: 中國油畫藝術及其寫意性研究 王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816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 辜堪生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7823 主題酒店創意與管理 肖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7830 高級財務會計 胡世強等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7847 現代管理學 羅珉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7861 運營管理 李震, 王波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7878 職場精神性對員工職業發展的影響機制研究 敖玉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7984 貨幣政策、融資約束與公司投資研究 景崇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004 公司財務 蔣葵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011 如何用英文進行國際商務談判 溫晶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035 旅遊心理學 趙鵬程, 李佳源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042 國際貿易學 尹忠明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059 創新思維案例 李虹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073 臺灣佛教 何綿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080 提升幸福力,幸福常相隨: 邏輯思維開啟你的幸福之門胡曉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097 經濟學基礎 駱俊, 汪飆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03 經營中國跨境電商理論與實訓 王美英, 李軍, 羅珊珊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10 資訊產業與經濟增長研究 李向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27 論語熙解 文武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41 中國證券投資實務 郭秀蘭, 王冬吾, 陳琸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58 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尹宏禎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65 財務管理 閻金秋, 李瑞禎, 蔡昕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196 工程經濟學 牟紹波, 向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202 中級財務會計 胡世強等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219 文人山水畫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 藤志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226 成本會計 李來兒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240 技術經濟學: 工程技術專案評價理論與方法 何建洪, 任志霞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257 兩宋大儒評介 李剛興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264 保險會計學 彭雪梅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271 保險學基礎 蘭虹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577358288 唐詩英譯研究 趙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295 國際市場行銷 曾海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301 現代商貿服務企業合夥制管理改革與創新 任家華, 應陳炳, 胡康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318 貨幣金融學基礎 廖旗平, 劉良煒, 王祺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325 新編統計基礎 祝剛, 陳秀麗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332 經濟學基礎: 包含美中貿易衝突案例解析 吳伶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356 管理學基礎 王建華, 薛穎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363 領導行為與綜合測評研究 沈登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387 市場行銷學 王朝一, 于代松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394 ESP: 能源行業語料庫研究 沈奕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00 中國小微企業成長環境及其優化對策研究 黎智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17 中國金融保險集團內部審計創新與實踐 太平金融稽核服務(深圳)有限公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24 中國商品期貨交割庫研究 謝靈斌, 崔中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31 中國控制突發事件輿情引導理論與實務 陳旭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48 外國地方政府支出責任與地方稅收: 實踐與啟示李建軍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55 企業社會責任推進機制研究: 基於規則視角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唐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62 企業管理研究與創新 胡亞會, 李光緒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486 金融監管體制的國際比較研究 喻曉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09 個人資源與家庭照料對健康老齡化的影響 穆瀅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16 國際視野下的區域開發模式比較及啟示 孫超英, 李慧, 趙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23 探索、融合、創新: 經濟問題多視角研究 羅富民, 劉穎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30 統計指數理論的創新研究 任棟, 王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54 虛擬企業財務制度安排研究 張旭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78 經濟數學 葉鳴飛, 謝素鑫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585 管道協作機制研究: 基於博奕論的研究方法 丁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615 譯者的適應和選擇: 中國影視翻譯研究 謝紅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622 行銷創新研究 鄧建, 郭美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646 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創新人才勝任力模型與開發模式研究徐東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07 中華文化叢書: 古琴 盧靜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45 中華文化叢書: 國畫 王軍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52 中華文化叢書: 瓷器 劉行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83 中華文化叢書: 蠟染 沈鳳霞, 符德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790 專案投資管理學 張旭輝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7358844 中國電商企業帳務實訓項目 雷佩垚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905 中國傳統審美意象與美術教育 秦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929 心理諮詢技術 李祚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950 中原與閩台淵源關係研究三十年(1981-2011) 尹全海, 余紀珍, 喬清忠編 修訂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974 趣聞雲南 陶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981 趣聞廣東 胡幸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8998 你所不知道的寧夏 郭永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056 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 俞國斌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9070 大學生必懂的英語學習 馬予華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148 王恩洋儒佛思想研究: 唯識學與儒學的雙重變奏王俊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155 儒學發展與進化: 陳來講談錄 陳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162 教育之美: 老師掌中的24個度 馬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292 職場上簡單易懂的管理學思維 任迎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322 中國旅遊體驗要素研究: 從瞬間愉悅到永恆美好孫小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353 投資學 盧嵐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384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 遊新宇, 王燕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14 衍生金融工具 曹廷貴, 馬瑾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21 國際貨運代理實務 張為群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38 中國的輸入性流動性過剩研究: 基於全球化的視角趙愛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45 管理學原理 徐中和, 張建濤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52 納稅、避稅與反避稅 劉李勝, 劉雋亭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69 行銷策劃實務 孫在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490 技術性人力資源管理: 系統設計及實務操作 石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06 人力資源管理 沈遠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20 海上保險原理與實務 袁建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68 中國物流管理案例與實訓 夏文匯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4

9789577359575 中國政府管制、外部審計與配股融資: 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王良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582 現代市場學 王誼, 於建原, 張劍渝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7359599 西方經濟學原理 楊伯華, 繆一德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7359605 經濟學基礎 黃方正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919 SAT單字攻略(全集) 王字強, 陳方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933 新聞英語必備指南: 關鍵字 金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940 旅遊英語必備指南 金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957 新聞英語必備指南: 關鍵句 金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7359964 商務英語必備指南 金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1860 別再mnist了: 跨平台高平行Tensorflow 2精彩上陣李金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77 頂級網站技術長高度: 前端工程進階大師指南 侯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84 最踏實AI之路: 全白話機器學習一次搞懂 黃佳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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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07 Excel函數庫最完整職場商業應用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21 練核心從裡強到外: 全面了解Linux基礎架構 笨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38 500個必問題: 深度學習AI頂尖企業面試實況 談繼勇主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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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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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69 機器學習: 彩色圖解+基礎數學篇+Python實作 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1990 資料庫解剖學: 從內部深解MySQL運作原理 小孩子4919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03 巨型服務架構 分佈式/資料庫優化/記憶體快取設計/IO模型易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10 駭客就在你旁邊: 內網安全攻防滲透你死我活 徐焱, 賈曉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27 台積電為何這麼強: 半導體的計算光刻及版佈局優化韋亞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34 駭客們好自為之: CTF大賽PWN奪旗技術大展 楊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41 FPGA的AI之路: Intel FPGA開發技術昇華實戰力張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65 機器學習: 彩色圖解+基礎微積分+Python實作: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6072 極黑駭客專用的OS: Kali Linux2無差別全網滲透李華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89 架構師帶你做敏捷測試: 在真正專案中應用 王朝陽, 傅江如, 陸怡頤, 陳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96 網路封包大剖析: HTTP介面自動化測試原理 肖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02 Excel VBA最強入門邁向辦公室自動化之路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76119 Excel VBA最強入門邁向辦公室自動化之路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76140 NoSQL開發完美方案: Redis+Docker高性能虛擬化實戰高洪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64 大師養成起手式: 從核心真正了解Linux運作原理笨叔陳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71 Python人工智慧程式設計入門: 使用Microsoft Azure雲端服務= Practical Python AI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using Azure cognitive services蕭國倫, 姜琇森, 羅云涔, 章家源, 劉耘圻, 劉憶蓁, 何霆鋒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88 React思考模式: 從hook入門到開發實戰 張家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01 大師功力再昇華: 實作Linux核心偵錯及實戰演練笨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18 生成對抗網路最精解: 用TensorFlow實作最棒的GAN應用廖茂文, 潘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32 最輕巧前端框架首選: Vue.js完整專案開發實作聚慕課教育研發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49 Power BI最強入門: 大數據視覺化+智慧決策+雲端分享王者歸來(全彩)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63 深度學習 最強入門邁向AI專題實戰 陳昭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87 GA到GA 4掌握網站數據分析新一代工具的技術原理與商業思維張秉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94 金融市場xPython程式交易: 高手親自傳授的自動化投資聖經張峮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324 機器學習: 彩色圖解+基礎微積分+Python實作: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3

送存冊數共計：206

深智數位



9789860776331 最完整跨平台網頁設計: HTML+CSS+JavaScript+jQuery+Bootstrap+Google Maps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6348 高手才用C語言: windows C/C++加密解密實戰 朱晨冰, 李建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4309 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 第二十九屆= The 29th Asian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JAPAN陶文岳, 潘鈺, 徐瑞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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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柏志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926 少年新眼光讀經: 淚水中看見希望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933 活出呼召愛裡互補: 新眼光讀經2021年10-12月: 哥林多後書 以西結書 詩篇陳良智, 林煜傑, 黃士倩, 賴金君, 吳富仁, 康進順, 葉志達, 陳敬元, 劉俊逸, 李信毅, 胡宏志, 瑪亞.鄔茂, 林辰 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940 少年新眼光讀經: 異象: 訴說真理與盼望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544 麥森萬象. 2021= Melssen splender 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628 2021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30天國際聯禱(30 Days of Prayer International)作; 30天中文編譯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8760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948777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48784 Fun with abc author TANG-AO BOOK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948791 Fun with abc author TANG-AO BOOK 其他 第2冊 1

9789860619201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19218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619225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619232 New iFUN activity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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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二刷 其他 全套 1

9789860619256 Smart新式多益保證班: 模擬挑戰包 顧叔剛, 顧曉明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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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二刷 其他 全套 1

9789860619270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starters written by Sue E. Leeward 其他 1

9789860619287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movers written by Sue E. Leeward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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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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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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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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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431 Fun reader: my face written by Jacob Roth, Eliza Lin; illustrated by Hsieh Wen-Kuei 其他 1

9789860625448 Fun reader: toy house written by Jacob Roth, Eliza Lin; illustrated by Hsieh Wen-Kuei 其他 1

9789860625455 Fun reader: let's count written by Jacob Roth, Eliza Lin; illustrated by Hsieh Wen-Kuei 其他 1

9789860625462 Fun reader: do you like carrots? written by Jacob Roth, Eliza Lin; illustrated by Hsieh Wen-Kuei 其他 1

9789860625479 Fun reader: our pets written by Jacob Roth, Eliza Lin; illustrated by Hsieh Wen-Kuei 其他 1

9789860625486 Fun reader: the big turnip written by Jacob Roth, Eliza Lin; illustrated by Hsieh Wen-Kuei 其他 1

9789860625493 A++黃金單字2000= A++ Vocabulary 2000 齊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2602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flyers written by Sue E. Leeward 其他 1

9789860672619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測驗(試題本)= 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鄭翔嬬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72626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聽力測驗(試題本)= 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levelAndre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2633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聽力測驗= 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鄭翔嬬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72640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聽力測驗= GEPT listen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levelAndrea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莊普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870 黃石城語集 黃石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887 地方創生文創產業心戰略 陳木村, 陳玉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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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1441917 我國新冠病毒防疫政策之研究 張耕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924 心靈覺醒之隨緣隨筆 龍影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948 芳草年年綠 柯淑靜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955 研學旅行與觀光工廠 樊昊, 黎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962 生態體育旅遊與體育研學旅行 劉冬, 樊昊, 李奇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979 德育视域下新兴体育与研学旅行 刘冬, 罗璇, 吴佳峻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986 公共衛生新思維 張耕維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441993 好宅聖經 王勝正, 林仁德, 林淵源, 唐峰正, 孫啟能, 張晉銓, 游輝任, 廖志偉, 鄭仁雄, 魯世平, 鄧東成, 葉佳宗, 賴柄源. 戴雅青, 戴雲發, 饒允政作; 戴雲發主編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4429 什麼荒謬年代= Such a fun age 凱俐.瑞德(Kiley Reid)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4443 消失的匿名小說家= Who is Maud Dixon? 亞莉珊卓.安德魯斯(Alexandra Andrews)著; 張茂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4467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 您所訂購的夢已銷售一空= 달러구트 꿈 백화점: 주문하신 꿈은 매진입니다李美芮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4481 靈魂穿越手稿= Crossings 亞歷斯.蘭德金= Alex Landragin作;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536 國際扶輪3461地區地區年度報告書. 2020-21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4746 大學指考文法總複習: 決戰必勝本= AST grammar review test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74753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必備4500單字=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pamphlet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374760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必備4500單字=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pamphlet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74784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必備4500單字=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pamphlet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374791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必備4500單字=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pamphlet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374807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必備4500單字=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4500 word power pamphlet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6228 引航高中化學總複習. 學測篇 洪煌生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5866235 引航選修化學.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洪煌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6235 引航選修化學.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洪煌生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9015 惡托邦祭: 獨裁是一種病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454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111年 黃學劼編纂 平裝 1

9789869629461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11年 黃學劼編纂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硫酸俱樂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福堂曆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扶輪3461地區總監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9

商鼎數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6658 Buddy English. vol.15, Abby’s Garden= 美語巴弟. 第十五冊, Abby的花園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5341 國語文 教甄中心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2995358 數學 教甄中心編輯群編 二版 平裝 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106 永和獅子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呂允在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705 我在半途遺失了你 奇斐Kyphi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13603 網絡零售學 沈紅兵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3795 大學生情緒管理能力與心理健康 王飛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3887 國際經濟學 任治君, 昊曉東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814228 企業納稅實務 肖敏, 馬媛, 肖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235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方法與實務 伍娜, 張舫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280 初級財務會計學 羅紹德, 蔣訓練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814310 中國稅法 龍敏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464 大股東行為、資本市場效率與公司財務決策 吳戰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525 上市公司盈餘管理審計治理效應 王良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549 汽車發動機構造與檢修: 理實一體化教程 劉建忠, 劉曉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600 市場調查與預測實訓教程 呂小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4846 電子商務概論 王悅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4877 遙感與GIS應用實習教程 呂志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027 微觀經濟學 吳開超, 張樹民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815034 國際貿易實務(英文版) 邢學杰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157 企業文化塑造的理論與方法 陳麗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195 保險學基礎 胡丁, 張佩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225 現代物流管理 何峻峰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232 壽險精算理論與實驗 張運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256 生產與運作管理 伍虹儒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300 海上保險原理與實務 袁建華, 金伊林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576815348 財務報表分析 吳曉江, 戴生雷, 史予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553 市場調查 劉波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5584 財產與責任保險 蘭虹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815904 成本會計學 羅紹德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576815966 說破: 全媒體時代危機管理 周廷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5980 證券投資: 理論、技巧、策略 蘭虹, 王文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062 投資管理 蒲麗娟, 侯慧潔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093 中國教育史 藍海正, 劉彩梅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109 一本書讀懂"一帶一路" 梁海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154 國際商法概論 蔡四青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816185 中國知識產權法 許廉菲, 王芳, 石璐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420 中國古代建築文化 王世瑛, 朱德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444 美中大國關係下的臺灣發展: 臺灣的歷史發展脫離不了美國的掌控沈惠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598 兩岸大眾文化比較 趙淑梅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永和獅子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這樣影業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甄策研中心



9789576816673 21世紀初期中美日安全關係中的臺灣問題 張仕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680 台灣問題與中華復興 王在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697 折戟沉沙溫都爾汗 王海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6734 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清代卷 尹全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311 大變局: 微商模式的設計與運營 劉偉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335 互聯網新物種新邏輯 陸新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342 文化與創意 陸新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489 總經理人力資源規範化管理 馮利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502 海峽兩岸持續合作的動力與機制: 學者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權威剖析周志懷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526 臺灣政治第三勢力的發展與演進 王鴻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533 臺灣研究新跨越.歷史研究 李祖基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595 大陸對海峽兩岸刑事司法之研究與實踐 張淑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632 前途: 再論兩岸經濟關係 劉震濤, 江成岩, 王建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670 大陸城市旅遊怪聞順口溜 <>編寫組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717 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 朱松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724 兩岸關係中的交往理性 唐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731 廈臺關係史料編選: 1895-1945 陳小沖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755 海峽兩岸關係日誌(1999-2003) 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779 漢英翻譯基礎與策略 李孚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816 用英文了解中國 楊磊, 楊天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7939 兩岸協議與雙方法律的落實 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035 臺灣民主化與政治變遷 陳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097 西方技術藝術史 仇國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134 影視文化學 史可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172 美術教育的文化轉向 周春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332 師友偶記: 清史大師手札 劉世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363 夏日紀事: 洱源田野調查集 朱靖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387 北京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研究 蘇發祥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394 貴州畢節彝族文化調查研究 何善蒙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400 貴州台江苗族文化調查研究 何善蒙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424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轉型與社會發展 魏明孔, 高超群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455 林紓研究論集 郭丹, 朱曉慧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462 福建遺存古塔形制與審美文化研究 孫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479 重溫先聲: 費孝通的政治經濟學與類型學 黃志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493 貴州黔東南侗族文化調查研究 何善蒙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530 孩子在左 父母在右: 如何與青春期孩子相處 向靜芳, 戴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561 三歲看大 七歲看老 孩子關鍵期的教育策略 楊桂花, 張麗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608 幼兒發展評價 蘇貴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622 學校心理學 陳永進, 魯雲林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646 創業心理學 車麗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653 中外民族音樂概論 陳珊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660 中國古典舞長穗劍舞 孫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745 家和萬事興: 和諧家庭的幸福密碼 黃亞凝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790 孵化女王 瓜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820 模具拆裝與零件檢測 周勤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905 隔代撫養的教育藝術 陳開明, 戴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929 化學教學設計: 教師能力升等訓練手冊 杜楊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8967 高效教學新突破: 「學教合一」的理論與實踐 丁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9391 日本基礎教育最前線 李潤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9421 道德哲學理論 任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9957 有模有樣: 百年餅模民俗記憶 綠了紅了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819971 居住的文化時空 覃彩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647 中國城市管理公眾參與 馮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678 美學與翻譯研究 董務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708 從藝術的忠臣到人民的忠臣: 聞一多論稿 李樂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715 品牌視域下的文化產業發展: 基於低碳轉型的思考陸小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784 山西王閻錫山 李茂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791 職場生存規劃必修課 石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814 千古要塞: 南方的著名古代關隘 謝登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821 千古祭廟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845 寶塔珍品 李丹丹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869 天下四絕 李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0975 文房四寶: 紙筆墨硯及文化內涵 陳秀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002 地理探究: 地學歷史與地理科技 劉文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019 君子之學: 琴棋書畫與六藝課目 陳秀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033 官學盛況: 國子監與學宮的教育 董勝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064 科技首創: 萬物探索與發明發現 李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200 印紡工業: 歷代紡織與印染工藝 蒲永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323 教育之本: 歷代官學與民風教化 鐘雙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330 朗朗書院: 書院文化與教育特色 董勝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378 天然大漆: 漆器文化與藝術特色 李文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385 天然珍寶: 珍珠寶石與藝術特色 李文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392 玉石之國: 玉器文化與藝術特色 謝滌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514 古塔瑰寶: 無上玄機的魅力古塔 張恩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521 古橋天姿: 千姿百態的古橋藝術 齊志斌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545 玉宇瓊樓: 分佈全國的古建築群 馮化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576 府衙古影: 古代府衙的歷史遺風 趙一帆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651 道觀傑作: 道教的十大著名宮觀 方士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1965 電工與電路分析實驗 王麗丹, 陳躍華, 趙庭兵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3563 墨子的正確打開方式: 兼愛非攻的現代應用解密山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4928 總經理行政規範化管理 曾令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116 輪椅上宣戰: 挽救資本主義、擊敗法西斯 美國任期最久的總統的小羅斯福陳深名, 王志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123 四輪時代: 汽車時代的引領者 亨利.福特 潘于真, 王志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130 風水診療室: 換個風水換人生,不用大師自己終結水逆趙惠玲, 易玄大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147 負翁,富翁: 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談舉債經營的藝術崔英勝, 李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239 人脈帳本: 每一次的前進,都有一股無形的推力劉惠丞, 姜得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246 單身經濟學: 就算情場失利,我財務上比誰都得意崔英勝, 吳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253 三分鐘微地理: 必懂的地理課99問 唐維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260 從牛虻到薛西弗斯: 改變世界的67場演說 林真如, 陳櫟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413 不白目社交: 恭維哲學不求人,職場生存請長眼蔡賢隆, 吳利平, 王衛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420 打響保胃戰: 吃貨想要當好當滿?先用45招養好你的胃!許承翰, 田洪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437 人性的優點: 當你懂得欣賞別人,你才真正高人一等戴爾.卡內基著; 趙雅筑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680 副能量: 第二把交椅生存術,成為副手而不是附屬蔡賢隆, 馮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697 最後一里路: 請不要在快要成功的時候放棄 王郁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703 菜鳥經絡手冊: 第一次經絡按摩就上手,超激實用的人體速效穴位,拯救便祕、0 食慾、性趣缺缺的你!許承翰, 蕭言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727 飼養病症的我們: 生病不能逃避生命,做自己的心理自療師,培養正能量的64條治癒守則王郁陽, 花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734 壞孩子其實很乖: 不打不罵的七堂教養課,找回你與孩子的親密關係洪春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840 八桂古城 鄭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038 自卑情結: 被冷落與溺愛的扭曲心靈,讓阿德勒來拯救劉燁, 謝蘭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052 那些殺不死我的,都將使我更堅強: 絕美癲狂的世紀獨白,歷久彌新的尼采哲學劉燁, 郭仁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069 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也算是懶!: 跟著蘇格拉底尋找自己的專屬幸福劉燁, 王郁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076 家居儲藏與收納 美好家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083 環球絕美村鎮66地 星球大觀.環球地理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106 政府的錢去哪了?寫給投資客的總體經濟學: 一本書搞懂CPIx法定準備金x外匯存底x財政赤字x通貨膨脹喬有乾, 錢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113 靠近我,溫暖你: 心理諮商師孔屏與青少年的心靈對話孔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137 接納與表達 用心理學經營婚姻 余軼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212 他很幸福,你卻只會羨慕: 哲學家用十二堂課,告訴你原來幸福是可以練習的章含, 羅芬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229 攻薪計: 不想傻傻領低薪，就必須有點小心機 楊仕昇, 柳術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236 政府的錢去哪了?寫給投資客的總體經濟學: 一本書搞懂CPIx法定準備金x外匯存底x財政赤字x通貨膨脹喬有乾, 錢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250 猶太心機: 鍛鍊精準投資眼力,成為商場大戰最終贏家溫亞凡, 才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267 當一隻健康的社畜: 遠離辦公室的「細菌培養皿」,生病了你還怎麼賺錢!溫亞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298 0戒心銷售術: 掌握9大銷售重點,精準找到客戶的痛點黃榮華, 肖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519 問道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現狀與前瞻 郭齊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571 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保住得來不易的飯碗,順利通過90天試用存活期蔡賢隆, 鄭一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571 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保住得來不易的飯碗,順利通過90天試用存活期蔡賢隆, 鄭一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700 學問有道: 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 楊奎松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717 偽賽局: 商戰中的讀心博弈!在敵人進場之前,你就已經勝券在握崔英勝, 李高鵬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5166724 斜槓荷包: 薪水別越賺越窮!小資必備的懶人理財術喬有乾, 高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748 十二時辰養生法: 揮別痛經,拒絕溜溜球效應,輕鬆擁有超逆齡健康肌膚,一本屬於「她」的養生經馬淑君,劉金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779 低調不是示弱,不露聲色表現自己: 高明做人的63條精華法則,有能力到哪都會被重用王郁陽, 任學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786 你真的會吃藥嗎?吃藥三分毒: 不聽信偏方、不自己當醫師、不當領藥魔人馬淑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793 結婚沒有保證書: 甜蜜沒有保存期限,讓夫妻愛情不變質的幸福私語謝蘭舟, 李喜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809 想做主管,必先學會斷捨離: 猶豫不能成大事,成功者都是善於決斷的人楊仕昇, 冷新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830 健康不要花大錢: 牛初乳提供最多營養、黑芝麻長烏髮、易胖體質需補充瘦菌?還在迷信補品保庇嗎?跟著醫學專家破解各種偏方京虎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878 精準領導: 高效管理者的六大課題 孫繼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892 口才不靠天賦: 5堂課讓你成為演說高手,魅力話術治癒你的上臺恐懼症!劉惠丞, 楊堂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922 該是時候保養身體,你已經不年輕了: 拒絕三高,遠離阿茲海默,銀髮族的健康日記許承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939 上一堂輕鬆的科技小史: 從基因工程到人工智慧,數理學渣也能快速上手的科技課侯東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946 顧客只關心這七個問題!行銷必備的7Q品牌策略: 資源、創意、執行力!從品牌創立到精準銷售,請用顧客的角度來思考劉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953 不正經的人脈教科書: 超營養的九堂人際關係學分王郁陽, 洪範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219 「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時間: 海德格爾與康德的思想對話潘兆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226 多少樓臺煙雨中: 從古鎮名橋到瓊樓玉宇,告訴你建築裡隱藏的故事夏弘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233 那些年,我開咖啡館知道的事: 一個咖啡師的自白: 即使累得精疲力竭,也要親手為顧客端上一杯熱騰騰的咖啡貓叔毛作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264 漢英翻譯基礎與策略 李孚聲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271 廢話時代: 儘管沉默是一種貢獻,瞎掰也是一種表現李文臣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493 二十幾歲的你還好嗎?: 高敏感不是只有你,而是整個世代都太不安劉船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516 求生慾超強的說話課: 一本從感情到職場都實用的溝通技巧,讓你「聲控」人心俞姿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561 精彩樣板間詳解詳解800例: 廚房.衛浴.其他 本書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7653 誰想一個職位做到死: 12個好習慣讓你「升升不息」徐書俊, 鄭一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752 脫貧者: 擺脫貧窮的第一步,從打破階級複製開始溫亞凡, 劉寶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806 北平風物: 追憶民初北平 陳鴻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813 生活又沒欠你: 今天很好,明天更好,後天有你世界會變好康昱生, 呂雙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851 戰爭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玫瑰戰爭X宗教戰爭X獨立戰爭X起義戰爭潘于真, 李亭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698 當我離開,才知道愛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080 美麗新世界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作;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7097 夜讀巴塔耶 朱嘉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108 白童夜歌 孫得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115 黃衣國王= The king in yellow 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W. Chambers)作; 楊芩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122 停下來的書店 夏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139 沒有一天的星星和今天不一樣 胡家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146 編輯 王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6904 Re:是混合的 05:11(六小時前) 詹恩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7893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歡迎光臨!日語小食堂 賴巧凌編著; 林家蓁(小林肉包子)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909 英文日記寫作句典 石原真弓著; 林曉盈翻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7916 魔像 蘭郁二郎等著; 銀色快手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923 OSHARE手繪日語時尚單字 DT企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930 哇!原來這句韓語這樣說(隨身攜帶版) 王韻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7947 Bon Appétit!美食法語會話 Studio Tac Creative Co., Ltd著; 陳琇琳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7954 基礎日本語助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961 秘密花園= The secret garden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著; 柔之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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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7985 日本經典文學: 御伽草紙 太宰治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4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野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178

送存冊數共計：180

逗點文創結社



9789577107992 掌握8大發音要訣!: 英語聽說超流暢 Tim Stone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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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012 今天開始學法語. 進階篇 Yuji Sawabe, Hitoshi Oiso著; 陳琇琳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8029 基礎日本語敬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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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043 基礎日本語動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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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067 圖示水彩畫法的概念 林子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074 基礎日本語助動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081 看圖表學日語文法(大字清晰版) 李復文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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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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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第1刷 其他 1

9789577108111 韓檢必考單字5700: TOPIKI、II一次搞定 林鐘大著; 謝景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128 基礎日本語文法(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135 不用老師教的日語動詞X形容詞變化 舒博文, DT企劃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012 柴燒札記(燒窯及排窯出窯編): 一個退休工程師對柴燒的觀想思辨王源堂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6567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516574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516581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516598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516604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516611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516628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516635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516642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516659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516666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516673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516680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516697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516703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516710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0015 石桃記: 2021華人文創產業協會會員聯展 張妙縈, 陳郁芬, 謝依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7016 和樂南鳴: 生田流日本箏 徐宿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3574 程派八卦掌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3581 人類生命學與生命管理學 林家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3598 八卦掌探微 黃金鷹, 陳明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之和音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8

彩藝得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力工作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5823 電腦繡花布料應用於智能化設計之研究 施白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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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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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348 道體易研究 林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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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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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393 投影幾何 魏義峰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31409 畜產加工 喬尚龍編著 再版四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3141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資訊管理實習. 下蔡政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42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群基礎化工. 下冊 劉秉烜, 王文哲, 李安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430 食品化學與分析含實習總整理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31447 汽車塗裝技術(含丙級學術科) 嚴順政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4711 集郵彙報. 第33卷(2021年)= Collectors' philatelic annual report. volume 33(2021)游振傑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5760 歌川國芳江戶浮世錄 崗田屋愉一作; 郭台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5777 讚啦!光源氏: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 est em作; 龔持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935784 四方館 五0俊二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3208 流行音樂和弦系統 蔡文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806 解讀易經的奧祕. 卷十, 還自然一個公道 曾仕強, 劉君政著述; 陳祈廷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3727 標點符號篇. 上, 標點符號不見啦! 李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8949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技能檢定 何建彬,王景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9045 餐飲連鎖加盟管理: 以系統化經營臺灣美食,征服全世界的胃= Restaurant franchise management周勝方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9052 職場倫理: 愉快職涯的領航指南= Workplace ethics: the guideline of careers梁崇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069 餐旅英文= Hospitality English 胡宜蓁, 張郁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076 觀光暨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迎向新未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facing new future鄭紹成, 高于歡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9083 消費者行為= Consumer behavioral 鄭紹成, 王雪瀞, 吳敏華, 高于歡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090 觀光暨餐旅行銷: 克服挑戰=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rketing: overcome challenge鄭紹成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9106 餐旅管理概論: 智慧時代的反思=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林玥秀, 高秋英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仕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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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白格文藝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郵文聯誼會

送存冊數共計：3

筆心視覺設計



9789577849113 休閒事業管理= Leisure industry management 曹勝雄, 顏昌華, 劉瓊如, 張樑治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120 航空客運與票務: 航空票務.航管業務.地勤運勢.空勤服務= Air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and ticketing郭名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137 餐飲管理: 創新之路 高秋英, 林玥秀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9151 保險學: 春風得意布好局 四面楚歌免憂慮 蘇文斌, 林宏誠, 陳明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9175 國際禮儀: 含商業禮儀及領隊導遊禮儀=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business,tour leader and tour guide included唐受衡, 林雨荻, 何旻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168 觀光餐旅概論: 突破盲點創造新契機=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break through blind spot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吳勉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182 服務品質管理=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吳勉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199 觀光行政與法規= Tourism administ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汪芷榆, 邱長光, 蕭仕榮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7849205 節慶文化與活動管理: 城市與社區更新和觀光發展的觸媒策略= Festivals and events management: the catalytic strategies for urban & communities reno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黃金柱, 林詠能, 沈易利, 李瑾玲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9212 菜單設計: 如何用菜單抓住客人的心 黃靖媛編著 一版 平裝 10

9789577849236 門市營運管理: 門市服務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理解= Chain store operation management: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chain store service technician certification邱繼智, 李筱嵐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9267 食物製備: 餐飲工作者必備的基本常識= Food preparation施明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9274 公民與現代社會 吳芸嫻, 邱筱琪, 薄有為, 殷瑞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9281 微積分概要 楊光武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9298 國際禮儀: 時尚新顯學 汪芷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335 觀光餐旅概論 楊明賢, 陳信甫, 林香君, 魯慧文, 胡宜蓁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9900 業力跟你想的不一樣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7542 五部羊皮卷: 世界最偉大的財富書 奧格‧曼迪諾(Auger Mandeno)原著; 陳書凱編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7573 狼性法則: 現代人的成功大法 羅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5528 政府論: 人對人就像是狼對狼一樣 約翰.洛克(John Locke)原著; 李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5535 蘇東坡全集 蘇東坡原著; 于景祥, 徐桂秋, 郭醒解評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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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琍總編輯四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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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琍總編輯四版 平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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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琦芳作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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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怡如作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0004 國中資優數學= Top math for junior high school 陳惠民編著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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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版 其他 1

9789869895934 金融AI智能稽核: 保費挪用舞弊查核實例演練 黃秀鳳作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4608 融入認知理論的動態電腦設計研究. 大專篇 謝哲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6800 藝旅風情: 許合和八十巡迴展: 家族三代陶藝對畫聯展許合和, 汪淑華, 許智邦, 許瑋臻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富辰創意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邦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博志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傑克商業自動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33

喜羊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090 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 林宗达着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0808 外交學 林宗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70815 外交学 林宗达着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70822 強權政治: 論美國飛彈防禦對太空軍備管制的挑戰(1996-2012)= The politics of great power: on the challenges of U.S. missile defense to arms control in outer space (1996-2012)林宗達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970839 强权政治: 论美国飞弹防御对太空军备管制的挑战(1996-2012)= The politics of great power: on the challenges of U.S. missile defense to arms control in outer space (1996-2012)林宗达着 平裝 1

9789869970846 中國近代外交史精要 羅立著 平裝 1

9789869970853 国际关系理论 林宗达着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70860 国际关系理论 林宗达着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70877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林宗达着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70891 三國第一名將: 關羽 林宗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724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蔡千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3154 這就是你要的日語文法書 雅典日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943161 最實用的國民生活英語單字書 雅典英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43178 喔嗨優!日本人天天會用的日語短句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7198 塞外傳教史= Mission beyond the Great Wall 古偉瀛主編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2813 左傳行人之夢的解析 朱文章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48458 商用英文與其寫作= Business English and its writing謝宗興, 林宜樺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9548465 經濟學 王銘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8472 生物統計學: 使用Excel與SPSS 郭寶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548489 AI人工智慧 高昶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502 社群媒體行銷 曾祥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519 財務管理與會計決策. II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557 投資學: 分析與管理 林正璽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9548564 中文閱讀 鄭建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5000 安溪答嘴鼓VS.百年大樹公 鄭文華, 王春敏, 蔡朝忠, 沈和芳, 許永和, 田玉燕, 張信吉, 蔡景株, 陳正豐, 林榮輝, 李家綺, 王苑蘋編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6508 笨港五湖四海宴-展覽作品專輯. 第七屆 蔡享潤總編輯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雲林縣安溪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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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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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博亞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387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籌備委員會總編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3023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8 華品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030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9 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41華品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054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0暨食尚好品味 華品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7241 Let's Read with Phonics [菁英文教有限公司]美語編輯小組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1382 FLOW-心流 瑪麗蓮.阿特金森(Marilyn Atkinson)著; 孫雪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1481 茶言觀色品茶趣: 臺灣茶風味解析= Observation and taste of tea陳國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1498 喚醒沉睡的天才: 教練的藝術與科學: 教練的內在動力= Art and science of coaching: inner dynamics瑪麗蓮.阿特金森(Marilyn Atkinson), 蕾.切爾斯(Rae Chois)著; 古典, 王岑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1528 喚醒沉睡的天才: 教練的藝術與科學: 教練的內在動力瑪麗蓮.阿特金森(Marilyn Atkinson), 蕾.切爾斯(Rae Chois)著; 古典, 王岑卉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49816 法蘭西的千年輝煌.從蠻族到時尚大國! 王權的角力.當了二次皇后的布列塔尼的安妮. 2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9860749861 法蘭西的千年輝煌.從蠻族到時尚大國! 聯姻麥迪奇家族.法蘭西的文藝復興與時尚文化. 1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9860749922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日不落帝國的查理五世.三十年宗教混戰. 1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9860749939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日不落帝國的查理五世.三十年宗教混戰. 2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9860749977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vs千塔之城布拉格. 2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06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邁向統一的德意志: 從條頓騎士團到普魯士到今日德國. 1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13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邁向統一的德意志: 從條頓騎士團到普魯士到今日德國. 2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20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冷戰的東西德與柏林圍牆倒塌之後. 1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37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冷戰的東西德與柏林圍牆倒塌之後. 2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44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帝國的起落: 鐵血宰相俾斯麥.威瑪共和.納粹希特勒. 1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51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帝國的起落: 鐵血宰相俾斯麥.威瑪共和.納粹希特勒. 2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68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奧地利.從歐洲丈母娘瑪麗亞泰瑞莎女王到永遠的茜茜公主. 1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075 德意志.風起雲湧的大國崛起之路!奧地利.從歐洲丈母娘瑪麗亞泰瑞莎女王到永遠的茜茜公主. 2阿曼達作 其他 1

9786267023143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後航海時期的法蘭西殖民帝國!. 1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50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後航海時期的法蘭西殖民帝國!. 2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67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英國海盜的海權新時代!. 1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74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英國海盜的海權新時代!. 2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81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海上馬車夫荷蘭的異軍突起!. 1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98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海上馬車夫荷蘭的異軍突起!. 2李佳伶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9386 好好老,不怕老! 楊嘉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917 全方位英語大師: 英文文法原來如此 蘇秦李,唯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924 完勝英語7000單字終極版： 中級進階LEVEL 3 & LEVEL 4Michael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931 完勝英語7000單字終極版： 中高級篇LEVEL 5 & LEVEL6Michael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955 翻譯大師之 英文經典俚語大全 俞亨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962 跟著阿卡老師瘋韓流 郭修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甦活全球網路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菁英文教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9789869966979 3-6歲在生活中養成學習力 黃名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7939 女問千秋(流通版): 十二名女子生命裡的悉達多朱顏團隊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9267946 女問千秋 蔡淑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946 女問千秋 蔡淑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4380 聖諭廣訓: 易經和道德經 寒亭書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4397 圣谕广训: 易经和道德经 寒亭书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89250 邪典律師. 2, 鬼燒燬 龍雲著 其他 1

9789865489267 邪典律師. 1 龍雲著 其他 1

9789865490188 邪典律師: 巫蠱鄉 龍雲著 其他 1

9789865490195 喪鐘 龍雲著 其他 1

9789865490201 靈殺 龍雲著 其他 1

9789865490263 殺人偵探. 1, 他是誰 龍雲著 其他 1

9789865490270 殺人偵探. 2, 人間蒸發 龍雲著 其他 1

9789865490294 佛殺 芙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90300 金沙渡假村謀殺案 芙蘿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220 小白獅王 李春永, 黃鈞, 陳志強監製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5237 李梁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294 Speed up. book8, student book editor Ryan Ybanez, Maxine Chen, Lilia Chen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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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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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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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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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3472 茶禪一味: 禪與飲茶的藝術,安然度日的哲學 威廉.史考特.威爾森(William Scott Wilson)著; 傅彥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0722 我需要你的愛,更需要找到自己: 靈魂伴侶、業力激情、雙生火焰: 從此生必將經歷的「三段愛」,了解愛情的最終使命。凱特.羅絲(Kate Rose)著; 黃意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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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版 平裝 1

9789869897754 財產保險學=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陳森松, 吳瑞雲作; 凌氤寶主編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傅狷夫書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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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開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琥珀動畫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寒亭書社



9789869619233 新皴探索:傅狷夫書畫學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2021= Exploring a new technique of brush texture: Fu Chuan Fu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ociety Member Exhibition in 2021林錦濤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6702 Be-ahead: learn alphabet with fun [editor Bert Education Press] 其他 全套 1

9789860646719 Up ahead: for GEPT preparation at elementary level 平裝 1

9789860646726 Reading 1st ed. 其他 全套 1

9789860646733 Grammar Practice= 基礎文法深根練習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46740 Stay ahead. 3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9018 micro:bit AI智慧小車 飆機器人科技教育應用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49025 micro:bit智慧生活 宋文財, 飆機器人科技教育應用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632 雙疊詞臺謎全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32 雙疊詞臺謎全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49 菜根香臺語文雜誌叢刊(合訂本)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56 追夢興聞網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63 組音釋義臺字謎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154 客家源流與文化信仰: 台灣客家文化研究論文集何來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161 58°个鄰舍情: 客語散文集. II(附華語翻譯) 徐貴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178 屋下ㄟ花= My memories of flowers in my garden 吳嘉陵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6185 詩行南庄: 客.華語詩文集 王興寶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5665 下堂後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771 科學實驗室裡的精油化學課: 100款精油的成分效用剖析&作用指南三上杏平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788 刺繡人的實用選色基本: 簡單色調就好看!穿上刺繡的季節日本VOGUE社授權;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801 原色時尚手織包&帽: 麻與天然素材的百搭單品提案日本VOGUE社編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818 不玩花樣!約瑟芬的手工皂達人養成書 約瑟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832 把喜歡的布,變成令自己怦然心動的生活模様 BOUTIQUE-SHA授權; 翟中蓮,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849 加藤禮子の蘇姑娘拼布集: 每一天都要開心玩的可愛貼布縫加藤禮子著; 楊淑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856 拼布教室. 22: 小拼接大趣味: 拼布人的妙用零碼布點子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863 一見傾心的時尚手作包: 猪俣友紀(neige+)的製包對策26選猪俣友紀(neige+)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870 米山MARIの手縫可愛人形偶 米山MARI著; 瞿中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887 我不是故意的!爸爸媽媽請耐心教我: 害羞、生氣、難過、頑皮、安靜、愛玩......理解小小孩的各種情緒,跟著小傑老師一起看見每個孩子最與眾不同的本質!趙啟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894 花境祕遊: 立體花朵刺繡飾品集 アトリエ Fil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00 自己畫紙型!口金包設計打版圖解全書 越膳夕香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17 媽媽跟我穿一樣的!媽咪&小公主的手作親子裝Boutique-sha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24 量身訂作.有型有款的男子襯衫: 休閒.正式.軍裝.工裝襯衫一次學完杉本善英著; 彭小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5948 戀夏手作祭: 清爽活力配色×外出家用都喜歡的大小布包＆生活配件BOUTIQUE-SHA授權; 瞿中蓮,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62 收穫自然野趣の青木和子庭院蔬菜刺繡 青木和子著; 黃詩婷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超展開策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華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普特企業



9789869873826 你哪裡人?我歐陽倫 歐陽倫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8408 全局思維及建築健康的人生財務 高祥輝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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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283 空間與自我: 中國詩文散論 何雅雯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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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6339 浪花兇惡 廖人著 初版 平裝 4

9789869921053 靈性生涯卡 張波麗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921060 微觀的地方創生: 台日跨國工作移居手記 王立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21077 通信新聞詩文集 趙文豪著 初版 平裝 4

9789869921091 我腦袋裡有實驗室的病毒,嗎？ 蔡孟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302 我的美術系少年 馬尼尼為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319 學習如何當一個老公 許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326 對無限的鄉愁 吳俞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5801 證果之路 無極禪化院, 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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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687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6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694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6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00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6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17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5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24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5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31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5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48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4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55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4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62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4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79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3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86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3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793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3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09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2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16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2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23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2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30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1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47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1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54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1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61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6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78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6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85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6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892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5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908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5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915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5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922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4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939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4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946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4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9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斑馬線



9789866002953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3上(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960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3上(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977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3上(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9057 Hidden pictures: let's count vehicles illustrated by Josh Cleland 精裝 1

9789860629064 Hidden pictures: ABC town illustrated by Tamara Petrosino 精裝 1

9789860629088 The Kiboomers. 3, Christmas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The Kiboomers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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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5003 祈錦鈅: 首本個人寫真= Maxine: first documentary photo album祈錦鈅Maxine Ch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010 FANCY GREEN ZIHAN WENG首本個人寫真 翁子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3609 抹茶山四季手札 楊乃光, Samuel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873 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 曹疏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880 今天也沒有了 小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897 在飛的有蒼蠅跟神明 小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70539 後疫情時代公共治理及社經發展(中英對照)= Public governance,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黃明聖, 蘇建榮, 劉梅君, 鄭麗君, 陳敦源, 黃天牧著; 江明修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451 覺性杜鵑: 六金剛句口授釋論= The cuckoo of instance presence: the six Vajra Verses南開諾布仁波切(Chögyal Namkhai Norbu)作; 石曉蔚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3645 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因素之研究: 新北市實徵資料之考察= The study of exploring correlated factors towards psychological health with youth郭靜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652 航空地勤運務導論= Introduction to airport passenger service楊政樺, 曾通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669 休閒活動規劃 楊明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676 民航維修概論: 成為航空器維修工程師的第一步= Introduction to aviation maintenance郭兆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683 飲食與生活= Diet and life 張玉欣, 柯文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3690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Samuel R. Sommers著; 余伯泉, 陳舜文, 危芷芬, 余思賢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3706 社會科學概論= Introduction of social science 葉至誠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3713 社會研究方法: 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王雲東, 呂傑華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3720 宇宙與人生: 大智教的貞定= Cosmos and life: the rise of great wisdom edification鈕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737 彩券、博彩與公益. 公益彩券篇= Lottery, gaming and public welfare: welfare lottery劉代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744 彩券、博彩與公益. 運動彩券篇= Lottery, gaming and public welfare: sports lottery劉代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751 彩券、博彩與公益. 觀光賭場篇= Lottery, gaming and public welfare: integrated resort casinos劉代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775 殯葬禮儀理論與實務= Funeral etiquette theory and practice王夫子, 郭燦輝, 尉遲淦, 邱達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782 解說教育與導覽技巧 楊明賢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智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象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森彩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凱婕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創笙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746 高中漫畫異數學(108課綱、針對新課綱、涵括各版本)賴昱賢編著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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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4480760 滿級分主題式學測試題解析: 英文科 郭茵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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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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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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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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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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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4480821 金牌祕笈地理總複習. 整理篇 陳逸(專業地理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838 近十年國文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845 近十年英文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852 近十年數學甲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869 近十年數學乙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876 近十年地理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883 近十年歷史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890 近十年公民與社會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906 近十年物理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913 近十年化學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920 近十年生物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 華逵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016 新亞特蘭提斯= The New Atlants: Sir Francis Bacon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施博巽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58214 酒兒娘子不和離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252 敗家千金摳門夫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05 灌醉鐵匠睡成夫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429 哄妻如初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610 夜夜強寵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771 初夜不值得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49 嬌妻不回家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58870 總裁夜夜很獸性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043 蹭飯小嬌妻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074 羞答答的老婆大人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098 上司好悶騷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04 金主乖乖就範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11 總裁大人很腹黑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28 與腹黑男神同居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35 我的老公好霸道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59 皇商家的嬌妾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66 總裁追妻沒下限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73 下床怎能不認帳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80 狀元家的二嫁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197 鹹魚老婆要離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03 奈何秘書不想婚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27 拐總裁偷生一個寶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34 悶騷老公夜夜寵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41 惡狼老公不能惹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58 總裁床品太磨人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65 老公別說要離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72 睡了總裁不認帳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凱富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喵喵屋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14

華逵文教科技



9789865508289 等了初戀八年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296 辣妻不侍寢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02 契約老公不離婚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19 總裁老公請留下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26 買夫條件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33 包夜秘書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40 萬金娘子火辣辣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57 霸總的床伴契約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64 徐秘書把總裁離了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71 與老婆的生子契約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88 床夫求包養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395 想了七年的初夜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01 總裁讓徐秘書又有了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18 跋扈總裁想啃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25 拐個夫君生娃娃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32 睡了總裁難脫身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49 床債婚還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56 總裁的徐秘書又跑了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63 將軍,夫人帶小金庫跑了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70 風流總裁夜夜愛 凌兮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87 總裁被甩不認帳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494 總裁,夫人要跟你離婚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00 奉子成婚才不要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17 可惜了初夜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24 總裁的撒野嬌氣包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31 拐夫三天三夜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48 不擇手段占有妳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55 家有孕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62 上了初夜的當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79 奈何總裁不想生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593 狩妻日記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09 老婆,要復婚嗎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16 宅女老婆不好追 夜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23 總裁床上是頭狼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30 被浪蕩總裁逼婚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47 嬌氣姑娘來逼婚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54 床債不許賴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61 妻奴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78 復婚無良夜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685 冷面丞相要追妻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8739 與拒婚夫的洞房夜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895 占卜故事奇談 王虎應, 劉鐵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3503 玄空挨星透析. 三, 下卦挨星圖局 劉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3510 生肖姓名學講義 何安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3527 玄空挨星透析. 四, 替卦挨星圖局 劉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3534 各家秘傳立向分金線法集 羅添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3541 六爻心法點竅 趙齊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3558 八字奇書VS金瓶梅 澤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149 靈符速成 三洞法師無吾真人匯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8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無極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7750 管理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Management accounting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9907767 高等會計學理論與應用= Advanced accounting 林蕙真, 劉嘉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4219 拆解專業攝影師的人像控光: 讓打光變簡單的L型佈光技法張馬克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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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318 台中私房小旅行: 在地導遊深度攻略!跟著捷運輕鬆遊,人氣景點、絕品美食、藝文散策,半日&一日這樣玩就對了!克里斯李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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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349 拆解心智圖的技術: 讓思考與創意快速輸出的27個練習趙胤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356 興奮醫學事件簿: 精子不是新鮮的,處女沒有膜!喝可樂骨頭會融化?出乎意料的人體妙研究= アリエナイ医学事典亞留間次郎著; 康逸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363 Bitch!: 歷史中最美麗叛逆、敢作敢為的15位婊子英雄皮埃爾.盧內爾(Pierre Lunel)著; 姜盈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370 台灣公宅100年: 最完整圖說,從日治、美援至今的公共住宅演化史沈孟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387 怎麼活怎麼死: 死不了的時代,我們有權利決定如何離開村上陽一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400 夢幻絕美.韓式香氛蠟燭: 蜂蠟X大豆蠟X棕櫚蠟X果凍蠟,一次學會30款職人經典工藝金惠美著; 凃敏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417 畫出暖心手感:我的第一堂iPad人物電繪課 張元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424 東京.時時刻刻: 那些輕描淡寫的日本真實生活,疫情之下的第一手點滴記錄Mih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448 香港百年: 住公屋、飲杯茶、賭馬仔,尋訪在地舊情懷,重溫久違人情味雪姬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455 Costco減醣便當: 網路詢問度超高! 卡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479 去他X的歷史!: 111個打臉教科書的爆料史實真相船長先生(The Captain)著; 吳盈慧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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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34509 船到荷蘭自然直!: 樂天卻務實,慢活更快活,地表最高民族的幸福人生秘方任恩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530 性愛的科學: 越做越愛,讓兩人更有感覺的親密處方箋沈子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34561 聽著聽著就買了:迪士尼、英特爾...頂尖企業都在用的成功聲音行銷術MITAYLOR千穂作 ;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615 台灣的100種鄉鎮味道: 四季秘景X小村風光X當令好食,釀成最動人的在地真情味許傑著 平裝 1

9789865534622 一把美工刀削出可愛小動物 許志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34677 低成本拍出賣座神片: <>電影製作關鍵創意與技術曽根剛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707 船到荷蘭自然直！ 恩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4721 渴愛的青春: 少年及婦幼警察隊隊長十年專業經驗談,帶孩子遠離傷害的成長書邱子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4752 詐騙交鋒: FBI安全顧問、神鬼交鋒傳奇詐欺師,教你輕鬆識破詐騙陷阱、練就戰勝騙子的反詐心法法蘭克.艾巴內爾(Frank W. Abagnale)著; 吳盈慧(Ingrid Wu)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4813 哲學現場: 人生大哉問,20道生命必經關卡的哲學思辯練習葉海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4851 餐桌上的哲學課: 吃鯛魚燒遇到康德?煮拉麵秒懂柏拉圖!好吃就是零卡路里?原來哲學竟如此美味吳秀珉著; 徐小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9074 百萬爸媽都在問!陳映庄醫師的健康育兒全書 陳映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081 豐田精實管理現場執行筆記: 問對問題,產出高效率江守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104 香氛,時光: 專業調香師的天然X經典配方(適用香水、香膏、手工皂、蠟燭)Arom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9111 就算天天外食也能瘦: 14天減3公斤的懶人健康飲食與減醣計畫廖欣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197 瑞士幸福式: 向最富有小國學過精準美好生活,全世界最宜居國度的160個日常觀察Rick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258 狗狗的餐桌日常: 55道鮮食料理x手工零食x自製營養粉,毛小孩這樣吃最幸福陳彥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9319 性愛的科學: 越做越愛,讓兩人更有感覺的親密處方箋沈子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69333 世界級葡萄酒大師: 品酒超入門 珍希絲.羅賓森(Jancis Robinson)著; 屈享平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9130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 written by Acel Learning(S)Pte. Lt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069161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 2 written by Y. H. Mew 平裝 1

9789576069178 初級英檢萬試達: 複試試題+解析全6回 謝柏均, Ted Pigott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069185 The selected Andersen's tales autho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平裝 1

9789576069192 My animal friends by John D. Smith 平裝 1

9789576069208 Lost kitten by John D. Smith 平裝 1

9789576069215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1by Nina O'Driscoll, Jake Hughes 平裝 1

9789576069222 The reading lab: splash by John D. Smith 平裝 1

9789576069239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2by Jake Hughes 平裝 1

9789576069246 The reading lab: Humphrey and the humans by Andre Louw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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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69253 GEPT中級閱讀高分過 唐世敏, 吳姿璇, 張馨勻, 周美杉編輯 第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069260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3by Nina O'Driscoll, Jake Hughes 平裝 1

9789576069277 C 21: English for the 21st century(student book). level 4by Jake Hughes, Fiona Scott-Barrett 平裝 1

9789576069284 Reading house. Level 1: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Dina Sun 2nd ed. 精裝 1

9789576069291 Reading house. Level 1: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Dina Sun 2nd ed. 其他 1

9789576069307 What is it?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Francesca Assirelli 平裝 1

9789576069314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 written by Y. H. Mew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069321 Hot-air balloon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Kübra Teber 平裝 1

9789576069338 Puss in boots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illustrated by Mattia Cerato2nd ed. 精裝 1

9789576069345 Puss in boots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illustrated by Mattia Cerato2nd ed. 其他 1

9789576069352 City mouse and country mouse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Marco Marcoccia; illustrated by Mattia Cerato2nd ed. 平裝 1

9789576069369 GEPT中級聽力高分過 Joe Henley, Stefan Kostarelis, Jessica Beck作 第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069376 City mouse and country mouse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Marco Marcoccia; illustrated by Mattia Cerato2nd ed. 其他 1

9789576069383 The reading lab: Boba builds a bridge by Andre Louw; illustrator Connie Liao 平裝 1

9789576069390 The reading lab: basketball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Alex Patrick 平裝 1

9789576069406 GEPT初級聽力高分過 謝柏均, Ted Pigott作 第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069413 Tree house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Julia Castaño 平裝 1

9789576069420 I can feel it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Luck Sempl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906 靜雅凝光: 徐文哲薄胎壺 莊秀玲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6708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遊客行為研究與數量推估之研究張峻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5755 數據會說話?做伙來找碴! 何宗岳(股素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0336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林東瑨編校 初版 平裝 卷上 1

9789578580343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 林東瑨編校 初版 平裝 卷下 1

9789578580350 法教請神與調營犒賞法式 黃中陽編校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618 臺灣雲豹回來了: 李賢文彩墨圖文創作 李賢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41625 神遊: 古今第一山水畫 李霖燦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41632 獨秀: 中國名畫之最 李霖燦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41649 三絕: 中國詩書畫 李霖燦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2633 租地種菜去照片選輯二 吳睿保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5526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Python超效解題致勝祕笈吳燦銘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博毓學園吳睿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超鉅智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達節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壺意堂陶瓷美術館



9789864345625 深入探索.NET資料存取: ADO.NET+SqlDataSource+LINQ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5724 輕鬆學會Android Kotlin實作開發: 精心設計20個Lab讓你快速上手黃士嘉, 周映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5755 Excel 2019 VBA與巨集程式設計: 新手入門就靠這一本Bill Jelen, Tracy Syrstad著; 錢亞宏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345762 Excel 2019 VBA與巨集程式設計: 新手入門就靠這一本Bill Jelen, Tracy Syrstad著; 錢亞宏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345809 Google Analytics網站資料分析: 網路行銷與商務決策的利器吳燦銘著; ZCT策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6851 終於是春天 君靈鈴著 其他 1

9789864346868 以貌取人行不行? 君靈鈴著 其他 1

9789864346875 裴氏一族之一: 星光的救贖 君靈鈴著 其他 1

9789864346882 星芒: 走過校園霸凌的歲月 黎星晴著 其他 1

9789864346905 最後我們 聖著 其他 1

9789864346912 狐仙谷. 下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6936 狐仙谷. 上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7063 巫朝雲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7070 北極星獵場. 下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7094 原罪. I, 灰髮聖女 當傲嬌遇上病嬌著 其他 1

9789864347117 北極星獵場. 上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7124 歸路許多長. 上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7131 歸路許多長. 下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7148 雙頭燕 百衲著 其他 1

9789864347155 四靈絮語: 九翼之變 樂馬著 其他 1

9789864347162 相愛後感傷 雷亞儂著 其他 1

9789864347179 熱夜 張苡蔚著 其他 1

9789864347186 昨日,蔚藍 張苡蔚著 其他 1

9789864347193 盲病 張苡蔚著 其他 1

9789864347209 流金年華 徐磊瑄著 其他 1

9789864347216 奔跑吧!在末日前 豪雨著 其他 1

9789864347223 Obsession Soul: 令我著迷的你 佩潔著 其他 1

9789864347230 鑲嵌鑽石的屍體 張苡蔚著 其他 1

9789864347247 懺悔 談惟心著 其他 1

9789864347254 奇蹟 波奇著 其他 1

9789864347261 塵中夢蝶 趙岑中著 其他 1

9789864347278 最初的戀人 上官憶著 其他 1

9789864347285 補天 上古著 其他 1

9789864347292 四大鐵衛之. 三, 追逐夢想的青春 Jade Wang著 其他 1

9789864347308 魚之樂 趙岑中著 其他 1

9789864347315 四大鐵衛之. 二, 發光發熱的時代 Jade Wang著 其他 1

9789864347322 四大鐵衛之. 一, 迎向璀璨的旭日 Jade Wang著 其他 1

9789864347339 四靈絮語:風煙盪 樂馬著 其他 1

9789864347360 四大鐵衛之. 四, 最真最美的歲月 Jade Wang著 其他 1

9789864347377 晝夜. 下, 釋然魂 C.C.詹金斯 其他 1

9789864347384 iOS 14程式設計開發與應用: 奠定基礎概念+活用開發技巧+引領新手輕鬆上手游鴻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07 自律與自然: 一部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史 陳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14 力抗暗黑: Azure資安天使的逆襲 葛明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21 人工智慧: 8堂一點就通的基礎活用課 胡昭民, 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38 爬蟲在手資料我有: 7堂課學會高效率Scrapy爬蟲簡學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45 生活資安五四三!: 從生活周遭看風險與資訊安全羅正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52 前端三十: 從HTML到瀏覽器渲染的前端開發者必備心法朱信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69 改變歷史的加密訊息 彭偉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76 跟著iOS Developer一起學寫Android App 謝騰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83 LINE社群的集客吸粉行銷必勝術 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490 Mixcraft數位成音國際認證Mixcraft certified associate program官方用書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506 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2021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520 計算機組成原理: 基礎知識揭密與系統程式設計初步北極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537 iOS App程式開發實務攻略: 快速精通iOS 14程式設計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544 Windows APT Warfare: 惡意程式前線戰術指南 馬聖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568 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術: Excel+Tableau成功晉升資料分析師彭其捷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7575 JavaScript概念三明治: 基礎觀念、語法原理一次帶走!蔡木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582 善用UX來提升UU: 打造滿足新手和專家的UI 余虹儀著 平裝 1



9789864347599 AI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思維與演算法: 使用C++吳燦銘著; ZCT策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704 資料庫系統管理與實作: Access+Excel商務應用(2016/2019)李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7711 從零開始學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 李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7827 人工智慧大現場. 實用篇: 35天從入門到完成專案黃義軒, 吳書亞, Kaven Ka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841 編寫程式的邏輯: 如何用物件導向實作複雜的業務需求李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858 Python/MicroPython物聯網應用: 堆積木寫程式輕鬆學習軟硬體整合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872 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完全解析. I: 帶著新手打穩程式基礎資訊種子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902 圖說演算法" 使用C++ 吳燦銘, 胡昭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7940 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完全解析. II: 加強專業開發技術能力蔡文龍, 資訊種子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957 超大流量系統解決方案: 大型網站架構師的經驗分享高翔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988 7天學會大數據資料處理-NoSQL: MongoDB入門與活用黃士嘉, 周映樵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47995 Mike Cohn的使用者故事: 敏捷軟體開發應用之道Mike Cohn著; 使用者故事志工群翻譯 平裝 1

9789864348008 JavaScript 爬蟲新思路! : 從零開始帶你用Node.js打造FB & IG爬蟲專案林鼎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022 大話AWS雲端架構: 雲端應用架構圖解輕鬆學 李秉鴻, 周廷諺, 何松穎, 李建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8039 打通RxJS任督二脈: 從菜雞前進老鳥必學的關鍵知識黃升煌(Mik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268 SolidWorks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1, 基礎零件篇吳邦彥, 鍾延勝, 鍾昌睿, 邱莠茹, 王瑋紘, 吳旻珊, 林奕宸, 武大郎作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8473 AIoT數位轉型在中小製造企業的實踐 裴有恆, 陳泳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503 初學Python的第一本書: 從基本語法到模組應用林志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527 企業資安裁罰案件分析 彭偉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005 AIoT數位轉型在中小製造企業的實踐 裴有恆, 陳泳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12 SEO與網路行銷超級工作術: 觸及率翻倍的網站贏家攻略胡昭民,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29 打通RxJS任督二脈: 從菜雞前進老鳥必學的關鍵知識黃升煌(Mik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36 企業資安裁罰案件分析: 深度解析27個實際案件,靈活運用資安策略彭偉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43 KorGE遊戲開發: 帶你學會運用Kotlin、KorGE、Ktor技術打造自己的小遊戲張永欣(Yay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50 SEO與網路行銷超級工作術: 觸及率翻倍的網站贏家攻略胡昭民,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67 打通RxJS任督二脈: 從菜雞前進老鳥必學的關鍵知識黃升煌(Mik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74 企業資安裁罰案件分析: 深度解析27個實際案件,靈活運用資安策略彭偉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81 AIoT數位轉型在中小製造企業的實踐 裴有恆, 陳泳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098 KorGE遊戲開發: 帶你學會運用Kotlin、KorGE、Ktor技術打造自己的小遊戲張永欣(Yaya)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4279 潮起潮落: 一名精神分析師夏日海灣的拾貝留聲= Marée basse marée haute彭大歷斯(Jean-Bertrand Pontalis)著; 許薰月, 謝朝唐, 葉偉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293 性愛大歷史. 西洋篇= Sex story 菲利普.布赫諾(Philippe Brenot)文字; 蕾蒂霞.柯翰(Laetitia Coryn)作畫; 石武耕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916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法國文豪雨果1829年小說+台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2015年創作劇本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陳以文作; 吳坤墉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601923 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 蔡榮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930 在情慾裡求生的苦與痛: 拉斯.馮.提爾導演的「憂鬱三部曲」王明智, 陳建佑, 王盈彬, 吳念儒, 陳瑞君, 劉又銘, 劉玉文, 蔡榮裕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947 設置: 「精神分析」特定獨有之必要工作條件= Setting臺灣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網路辭典英台翻譯班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1954 除了瘟疫,還有人性在挑戰! 許瑞琳, 王盈彬, 劉又銘, 周仁宇, 李俊毅, 彭奇章, 蔡榮裕, 單瑜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1961 內心荒涼地帶起風了: 關於「創傷與精神官能症」: 精神分析對團體心理治療的想像蔡榮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1038 高考三級有機化學聖經=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045 高考三級儀器分析聖經= Instrumental analysis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052 高考三級物化分章聖經= Phys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069 成大化學所物理化學詳解Physical Chemistry 鍾秉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0781076 化學國考儀分題庫大全 CHEMBOY, 黃瑞翔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0781083 國營化學專業科目A普通化學與無機化學 荷澄化學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090 儀分王牌: 讓儀分成為你的王牌= Instrumental analysisCHEMBOY, 黃瑞翔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6524 社群營銷的魔法: 社群媒體營銷聖經 陳威樺著 初版 平裝 5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集夢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7

送存冊數共計：88

無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智遠文化教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7048 老師不是便器 ホン.トク作 平裝 1

9789865587055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6th Day 水龍敬作 平裝 1

9789865587062 TS朗君的性生活. 3 konomi作 平裝 1

9789865587079 みどり葵攝影紀錄. 總集篇 みどり葵作 平裝 1

9789865587086 香奈呼無表情姦 まー九郎作 平裝 1

9789865587093 媚食殿 かろちー作 平裝 1

9789865587109 想和前輩親密。 ぞんだ作 平裝 1

9789865587116 鈴原露露和秘密的催眠APP 藤崎ひかり作 平裝 1

9789865587123 在女朋友不在的期間,無時無刻中出她的親友。シツジ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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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594893 老師不是便器 ホン.トク作 其他 1

9789865594916 學姐對我做的事 笹森トモエ作 平裝 1

9789865483081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かろちー作 平裝 1

9789865483098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6.5(番外篇) 水龍敬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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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483111 清純女友,墮落。. II ぐれーともす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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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483135 鳴鳳莊的性奴隸Diva イトハナ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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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483166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大嘘作 平裝 1

9789865483159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大嘘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483173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綾枷ちよこ作 平裝 1

9789865483180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はっせん作 平裝 1

9789865483197 PARTY PLAY naop作 平裝 1

9789865483203 老師不是便器 ホン.トク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10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the 6th Day 水龍敬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27 香奈呼無表情姦 まー九郎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34 學姐對我做的事 笹森トモエ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41 鈴原露露和秘密的催眠APP 藤崎ひかり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58 想和前輩親密。 ぞんだ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65 媚食殿 かろちー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72 TS朗君的性生活. 3 konomi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289 在女朋友不在的期間,無時無刻中出她的親友。シツジ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296 みどり葵攝影紀錄. 總集篇 みどり葵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02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かろちー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319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6.5番外篇 水龍敬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326 媚食殿 かろちー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33 學姐對我做的事 笹森トモエ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40 想和前輩親密。 ぞんだ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57 TS朗君的性生活. 3 konomi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64 みどり葵攝影紀錄. 總集篇 みどり葵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71 香奈呼無表情姦 まー九郎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88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the 6th Day 水龍敬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395 在女朋友不在的期間,無時無刻中出她的親友。シツジ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401 鈴原露露和秘密的催眠APP 藤崎ひかり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其他 1

9789865483418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かろちー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425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6.5番外篇 水龍敬著; 買動漫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432 姐姐,只會愛著你們 やんよ著 其他 1

9789865483449 姐姐,只會愛著你們 やん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3487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2 はっせん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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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483500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2 綾枷ちよこ作 平裝 1

9789865483517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2 大嘘作 平裝 1

9789865483524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黒葉だむ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83531 TS朗君的性生活. 4 konomi作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買動漫



9789865483548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4 神毛物由宇作 平裝 1

9789865483555 前輩!請更加地讚美我吧! イトハナ作 平裝 1

9789865483562 可畏想使用指揮官盡情玩樂 あらと安里作 平裝 1

9789865483579 起立、注意、敬禮 たかみや作 平裝 1

9789865483586 魅魔同居生活. 8 笹森トモエ作 平裝 1

9789865483593 催淫課長 DYTM作 平裝 1

9789865483609 喵喵可蘿姬總集篇 konomi作 平裝 1

9789865483616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1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548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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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48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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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483647 鳴鳳莊的性奴隸Diva イトハナ作 其他 1

978986548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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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483661 PARTY PLAY naop作 其他 1

9789865483678 清純女友,墮落。. 2 ぐれーともす作 其他 1

9789865483685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4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5483692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1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9865483708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1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548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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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483722 PARTY PLAY naop作 其他 1

9789865483739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4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5483753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1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5483760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1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5483777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1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9865483814 老師不是便器。. 2 ホン.トク作 平裝 1

9789865483821 秘密特快車-SR1班次: 夜行巴士之.校生痴女 イトハナ作 平裝 1

9789865483838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3 はっせん作 平裝 1

9789865483845 睡眠學習: 巨乳女學生想被我侵犯... kino作 平裝 1

9789865483852 睡眠學習: 不斷遭受侵犯的巨乳家庭教師... kino作 平裝 1

9789865483869 將混混女孩試著Ｈ的調教了一番 黒葉だむ作 平裝 1

9789865483876 爸爸活什麼的沒有參加就好了 ふらつ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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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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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483906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ちると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83913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大嘘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83920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黒葉だむ作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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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483944 TS朗君的性生活. 4 konomi作 其他 1

9789865483951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2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5483975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1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5483982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2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9865483999 前輩!請更加地讚美我吧! イトハナ作 其他 1

9789860768008 起立、注意、敬禮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9860768015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4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9860768022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2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0768039 喵喵可蘿姬總集篇 konomi作 其他 1

9789860768046 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H很有興趣 有馬紘一作 其他 1

9789860768060 魅魔同居生活. 8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9860768077 TS朗君的性生活. 4 konomi作 其他 1

9789860768084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2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0768091 可畏想使用指揮官盡情玩樂 あらと安里作 其他 1

9789860768114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2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9860768121 前輩!請更加地讚美我吧! イトハナ作 其他 1

9789860768138 起立、注意、敬禮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9860768145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4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9860768152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2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0768169 喵喵可蘿姬總集篇 konomi作 其他 1

9789860768176 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H很有興趣 有馬紘一作 其他 1

9789860768183 催淫課長 DYTM作 其他 1



9789860768190 魅魔同居生活. 8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9860768206 和伊東萊芙的愛愛生活 あらと安里作 平裝 1

9789860768213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ちると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68220 超昂天使無論是在夢裡還是現實都被侵犯 はっせん作 平裝 1

9789860768237 和混混女孩試著做了友達以上的事 黒葉だむ作 平裝 1

9789860768244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大嘘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68251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淫靡願望. 總集篇武田あらのぶ作 平裝 1

9789860768268 淫溺の令嬢. 4, 在他身邊洩漏出的淫蕩聲 クロエ作 平裝 1

9789860768275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黒葉だむ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68282 輝夜姬的姻緣結合 Hisasi作 平裝 1

9789860768299 Kesosirou illustration works けそシロウ作 平裝 1

9789860768305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神毛物由宇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68312 冒險之書系列. 總集篇= The adventurer's book has perfectあかざわRE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8824 睡華. 壹 松河作 平裝 1

9789860768831 援助交配 たくのみ作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0768848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凌辱篇 一宮夕羽作 平裝 1

9789860768855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純愛篇 一宮夕羽作 平裝 1

9789860768862 船長的挑釁公開直播的說 矼房作 平裝 1

9789860768879 五等分的...... 松河作 平裝 1

9789860768886 老師不是便器。 ホン.トク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68893 到家後發現轉校生正在舔我的衛生紙團 ぶんぼん作 平裝 1

9789860768909 把JC催眠來性教育 黒本君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68916 不xxx就出不去之國 池咲ミサ作 平裝 1

9789860768923 淫溺の令嬢. 4.5, 受虐的教室 クロエ作 平裝 1

9789860768930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3 綾枷ちよ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179 F-35閃電II式戰機 イカロス出版株式会社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186 永恆魅影: 德永克彥航空攝影輯= Phorever: photography by Katsuhiko Tokunaga德永克彥作; 張詠翔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2965 整合風向、風速、溫溼度於環控平台(氣象物聯網)曹永忠, 黃朝恭,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2972 整合風向、風速、溫溼度於環控平台(氣象物聯網)(簡體中文版)曹永忠, 黃朝恭,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122 菲律賓人輕鬆學中文= Matuto ng Mandarin sa Madaling Paraan陳承泰,陳文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9904 幼教別教: 論觀幼兒經驗結晶 高傳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413 張春申的靈修神學 劉錦昌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149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五冊沈易利, 黃景鶴, 楊金桂, 許績勝, 唐誌陽, 陳新枝, 趙榮瑞, 王琦正, 羅雅柔, 周桂名, 陳金盈, 王伯宇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915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乙版. 上冊 林維俞, 劉癸蓉, 蔡孟恬, 葉橙原, 張暉旻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樂隱修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傑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8

送存冊數共計：138

博聞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渥瑪數位



978986994917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 張哲榕, 郭姿均, 朱芝屏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949194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張彤萱, 劉謦儀, 陳和寬, 林湧順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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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0418 魚與黑道: 追蹤暴力團的大金脈「盜漁經濟」= サカナとヤクザ: 暴力団の巨大資金源「密漁ビジネス」を追う鈴木智彥著; 羅晨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0425 失去青春的孩子: 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 涂曉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2707 臺灣老歌曲集= Music of Taiwan 黃舒彌作曲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4000 騂艣之末= The doomsday of Xing Lu 本生燈著 平裝 1

9789860694017 絕交進行式= Not only friends 莫斯卡托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634 跟著王爺遶境去 王俊昌文; 蘇霈芯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381 行於紛分聚合間: 劉永仁= Between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Liú Yung-jen劉永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71638 兒童發展障礙介入治療方案: 提供家長及專業人士最佳指引= Making sense of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a guide for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Caroline Bowen, Pamela Snow作; 吳咸蘭, 童寶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645 運動場地設施實務技術報告 劉昆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652 我的閱讀課: 排灣族的生活科學(教學手冊) 陸怡琮主編; 陸怡琮, 方志豪, 江良捷, 李燕芳, 林怡君, 林依蘋, 林福基, 陳秀玲, 黃雅玲, 曾喬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669 我的閱讀課: 排灣族的生活科學(讀本) 陸怡琮主編; 陸怡琮, 方志豪, 江良捷, 李燕芳, 林怡君, 林依蘋, 林福基, 陳秀玲, 黃雅玲, 曾喬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676 我的閱讀課: 排灣族的生活科學(習作) 陸怡琮主編; 陸怡琮, 方志豪, 江良捷, 李燕芳, 林怡君, 林依蘋, 林福基, 陳秀玲, 黃雅玲, 曾喬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690 兒童語音障礙治療新攻略 張顯達, 鍾玉梅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706 幼兒早期語言介入= Early language intervention for infants,toddlers,and preschoolersRobert E. Owens,Jr.作; 童寶娟, 姚若綺, 蘇筱庭, 李家汎, 許原豪, 馬嘉宜, 張維珊, 鄭子安, 劉佳林, 王心宜, 蕭振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713 海洋休閒遊憩人才培育教學實務成果 葉怡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737 小小植物觀察家 福樂國小企鵝班全體師生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751 用視覺圖讀懂100個語言發展詞彙= Visual learning for 100 language development vocabulary words童寶娟, 鄭子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71768 兒童語言治療的臨床決策與臨床寫作= Decision making and clinical writing in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in children童寶娟, 艾秀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5150 認識性格,改變心: 人格14心座= Understand your personality and change your destiny王秀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5904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35911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35928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35935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貿騰發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人如己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藤廬分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薩GLORY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舒彌曼陀鈴工作室



9789860635942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635959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635966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0635973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0635980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0635997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188 卡比爾的革命: 談到卡比爾= The revolution: discourses on Kabir奧修(Osho)演講; 嘎根(Gagan)譯 其他 1

9789869418195 生命的勇者Apurva拾遺 Apurva黃振輝創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703 成為自己的老闆: 從心思惟新人類 張淑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0710 變身為自己的大老闆: 量子能量意識大躍進 張淑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713 認識閥門= Valves 鉅仁企業有限公司作 第三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833 隱生宙 郭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48033 捷運英文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8033 捷運英文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2538 金融科技知識 陳金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2545 郵政三法及洗錢防制法大意(內勤)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2552 通信系統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蔡昌裕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2569 英文題庫: 捷運 郵政外勤一本通 郭靖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2576 關稅(務)法規(含概要) 胡劭安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9882583 國營事業招考: 法學緒論(含法律常識) 胡劭安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9882590 工安環保法規及加油站設置相關法規 艾晟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9937504 郵政三法: 實力躍升.完全攻略 胡劭安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9937511 法學緒論(含法律常識)題庫: 精選題庫.完全攻略胡劭安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9937528 政治學(含概要) 太閣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937535 行政法(含概要) 簡亞淇編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9937542 刑法(含概要) 廖震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9937559 金融科技知識題庫 陳金知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7566 電機機械(電工機械) 陳昭男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9937573 關務英文 王文充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9937580 中華民國憲法 廖震編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9937597 高普特考公共管理(含概要) 太閣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9940603 高普特考政府採購法規 (含概要) 胡劭安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9940610 新北市環保局儲備清潔隊題庫(環保常識、廉政及職業安全衛生)鼎文名師群編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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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063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李杰編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940641 公文與法學緒論 林美美,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0658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 胡劭安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9940665 行政學(含概要) 太閣編 十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鉅仁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0

道上的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心人類未來學教育訓練



9789869940672 法學緒論 胡劭安編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9940689 輸配電學(含概要) 李以安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9940696 公民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廖震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000 高普特考: 運輸經濟學(含概要) 許博士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5558024 行銷學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馬可丁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558031 行銷學(行銷管理學) 馬可丁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048 行政學(含概要) 太閣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055 臺北市環保局儲備駕駛甄試題庫(環保常識及交通規則)精選題庫完全攻略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062 英文 周文蒂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079 公民 廖震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086 國文(閱讀測驗) 李杰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58093 鐵路特考: 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通 鼎文名師群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8109 化工裝置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葛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11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題解 王思科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123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胡劭安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58130 行政學題庫: 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太閣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58147 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 胡劭安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558154 鐵路國文 李杰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161 鐵路英文 郭靖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178 鐵路公民 廖震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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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192 企業管理大意 畢斯尼斯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208 電子學(含概要) 徐梁棟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8215 數理邏輯分析(含邏輯推理) 司馬明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558222 公文寫作技巧及案例解析 邱忠民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239 土木工程概要(含土木施工學) 施志安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58246 工程力學 許信凱, 王賢軍, 蔡宗諺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8253 桃園捷運招考: 大眾捷運概論 許博士, 羅吉特, 胡劭安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58260 專案管理 林清如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277 企業管理大意題庫黃金考點完全攻略 畢斯尼斯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284 警專歷史 何子妡編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558291 會計審計法規 全道豐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307 警專英文 郭靖編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558314 英文 王文充編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558321 金屬材料(機械材料) 許信凱, 柯建宇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58338 鐵路運輸學大意題庫 梁實瑞編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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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352 銀行招考、金融雇員: 銀行英文精析攻略 郭靖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58369 企業管理題庫非選題型完全攻略 畢斯尼斯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58376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通關速成 陳金知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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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58390 自來水工程概要: 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孫叔驁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8406 捷運法規及常識一本通 全道豐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58413 刑事訴訟法(含概要) 全道豐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558475 管理學 管尚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58482 國文(論文)題庫: 申論題庫一本通 李杰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499 公職英文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殷文強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8505 經濟學(含概要) 平心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512 高普特考: 人力資源管理 胡鼎華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710 台電新進僱員綜合行政五合一歷屆試題大全集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58772 智力測驗 司馬明著 12版 其他 1

9789860720150 銀行英文精析攻略 郭靖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0720167 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合一 李杰, 郭靖, 廖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0174 企業管理題庫熱門考點完全攻略 畢斯尼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0181 民用航空法 胡劭安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0720198 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場站調車)胡劭安, 梁實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0204 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運輸營業)梁實端, 畢斯尼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0211 數位科技 史蒂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0235 鐵路佐級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事務管理)胡劭安, 全道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0716 農漁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 李杰編 六版 其他 1

9789860720860 公職小六法 廖震, 胡劭安編 9版 其他 1

9789860720877 保險法規概要 胡劭安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0720938 民法(含概要) 胡劭安著 十版 其他 1

9789860759006 觀光與休閒遊憩概論 齊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013 漁會會務實務 齊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020 材料管理大意 朱顯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044 郵政內勤六合一 歷屆試題限時批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051 票據法(含概要) 趙朗, 胡劭安編 十版 其他 1

9789860759068 郵政三法大意與洗錢防制法大意題庫 馬巡城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59082 銀行法(概要)與洗錢防制法規 金道亨編 9版 其他 1

9789860759112 犯罪偵查(含概要)講義 廖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129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廖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136 民法總則及債編 廖震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59143 監獄行刑法(含概要) 廖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150 航港法規(含概要)精準攻略 廖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167 航運與港埠政策精準攻略 廖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174 航運行政專業科目解題攻略大全 廖震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59181 戶籍法規大意 廖震編 四版 其他 1

9789860759198 地方自治大意 廖震編 三版 其他 1

978986075920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廖震編 三版 其他 1

9789860759228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司馬紀, 王玉青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242 資料結構 林勇志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259 生產管理(含供應鏈管理) 葉保隆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266 水利工程概要 程林編 五版 其他 1

9789860759273 郵政外勤四合一 歷屆試題限時批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327 兒童發展與輔導講義 馮右京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334 親職教育概要 楊文煌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365 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要 馮右京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372 教保人員甄試全輯 陳俞方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389 結構學(含概要) 江天福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475 計算機概論(含原理) 陳啟豐編 十版 其他 1

9789860793482 網路概論 陳啟豐編 十版 其他 1

9789860793499 經濟學申論題型完全攻略 平心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0793505 法學大意 胡劭安編 二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0793512 樓宇寶鑑 吳師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543 勞工法令 廖震編 八版 其他 1

9789860793550 農業概論 任瑞書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0793567 企業概論 畢斯尼斯 八版 其他 1

9789860793598 中醫師手冊 陳存仁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93604 易卦占卜入門 程羲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611 奇門遁甲全書 諸葛武侯, 張子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659 行政學大意 太閣編 二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0793680 英文 王文充編 二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0793734 國際金融(含概要) 平心編 四版 其他 1

9789860793758 國文(含公文格式用語) 李杰編 二十七版 其他 1

9789860793802 圖書館學大意 孔德仁編 十版 其他 1

9789860793819 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 孔德仁編 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0793826 經濟學(含概要) 平心編 八版 其他 1

9789860793833 農產運銷及供運銷實務 齊方編 六版 其他 1

9789860793840 顏料化學 廖明隆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871 初等五等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合一 李杰, 廖震, 王文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888 初等五等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一般行政類)胡劭安, 太閣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895 工業廢水處理 廖榮元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901 界面化學與界面活性劑 廖明隆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918 參考化學計算 陳中泓, 陳龍華合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925 電子電路圖集 周朋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949 觀光與休閒遊憩概論 齊方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93963 詩比興箋 楊家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3970 自來水評價人員題庫制霸(共同科目三合一) 廖震, 李杰, 胡劭安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42038 農業推廣學 任瑞書編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2069 中油僱員事務類歷屆試題四合一精解全集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090 土木施工及水管埋設施工 施志安編 四版 其他 1

9786267042106 豐登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 會務行政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113 智力測驗 王敬銘編 二十六版 其他 1

9786267042120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 信用業務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68499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考照寶典 羅勻彤, 鄭文聖, 洪淑卿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68505 進入股市必讀!: 操盤天王寫給新手的買股速成勝經方天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68512 達人滿分,周休二日帶你輕鬆走跳宜花東 吳盈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0266 英文講義. 1-8 鼎文師資群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0720693 會計學講義. 1-14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0720709 貨幣銀行學講義. 1-13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0720730 工程數學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747 電路學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754 材料力學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761 電機機械(電工機械)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778 電子學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785 應用力學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792 流體力學(含流體機械)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808 經濟學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815 物理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822 程式設計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839 熱力學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846 法學知識(法學大意)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20853 國文講義 鼎文師資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723297 唐詩鼓吹箋註 (元)郝天挺註; (元)廖文炳解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310 書文清話 陳祚龍著 平裝 1

9789571723327 近體詩析微 蔡添錦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3334 唐宋八大家文格纂評 (明)唐順之, 應德甫原選; 川西潛士龍編次; 片山勒子業纂評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341 袁中郎學記 韋仲公著 平裝 1

9789571723358 健康不老廢止朝食論 蔣維喬編 平裝 1

9789571723365 偷閒絮語 味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419 青島遊記 芮麟著 平裝 1

9789571723426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編 平裝 1

9789571723433 真本西廂記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440 浮生六集 李荔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457 海南島旅行記 田曙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464 書學概論 陳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631 峨眉山 張肖梅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648 埋憂集 朱梅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723 春在堂隨筆 (清)俞曲園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730 南洋旅行漫記 梁紹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754 侯方域與李香君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鼎文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文豐

送存種數共計：150

送存冊數共計：149

新文創文化



9789571723761 青蓮觴咏; 選詩句圖; 洞霄詩集; 三家宮詞 (唐)李白撰, (明)周履靖和, (宋)高似孫集, (元)孟宗寶編, (明)毛晉輯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778 青蓮觴咏; 選詩句圖; 洞霄詩集; 三家宮詞 (唐)李白撰, (明)周履靖和, (宋)高似孫集, (元)孟宗寶編, (明)毛晉輯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792 純白齋類稿; 趙待制遺稿 (元)胡助撰, (元)趙雍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808 純白齋類稿; 趙待制遺稿 (元)胡助撰, (元)趙雍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877 浮溪集 附拾遺 (宋)汪藻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884 浮溪集 附拾遺 (宋)汪藻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891 原本加批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呂湛恩註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3907 原本加批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呂湛恩批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3914 封氏聞見記; 珩璜新論; 猗覺寮雜記 (唐)封演撰, (宋)孔平仲撰, (宋)朱翌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921 封氏聞見記; 珩璜新論; 猗覺寮雜記 (唐)封演撰, (宋)孔平仲撰, (宋)朱翌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938 炳爥偶鈔; 卍齋璅錄; 勦說; 識小編; 炳燭篇 (清)陸錫熊纂, (清)李調元撰, (清)董豐垣撰, (清)李賡芸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945 炳爥偶鈔; 卍齋璅錄; 勦說; 識小編; 炳燭篇 (清)陸錫熊纂, (清)李調元撰, (清)董豐垣撰, (清)李賡芸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952 風雅逸篇; 眾妙集; 全唐詩逸 (明)楊慎輯, (宋)趙師秀編, 河世寧纂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969 風雅逸篇; 眾妙集; 全唐詩逸 (明)楊慎輯, (宋)趙師秀編, 河世寧纂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976 唐四家詩 王右丞, 孟襄陽, 韋蘇州, 柳河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983 香山酒頌; 千片雪; 羣仙降乩語; 粵詩蒐逸 (唐)白居易著, (明)周履靖和, (元)馮海粟詠, (明)周履靖和, (明)周履靖輯, (清)黃子高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990 香山酒頌; 千片雪; 羣仙降乩語; 粵詩蒐逸 (唐)白居易著, (明)周履靖和, (元)馮海粟詠, (明)周履靖和, (明)周履靖輯, (清)黃子高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4003 南澗甲乙稿附拾遺; 簡齋集 (宋)韓元吉撰, (宋)陳與義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010 南澗甲乙稿附拾遺; 簡齋集 (宋)韓元吉撰, (宋)陳與義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034 祠部集; 彭城集 (宋)強至撰; (宋)劉攽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058 祠部集; 彭城集 (宋)強至撰; (宋)劉攽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065 柯山集附拾遺 (宋)張耒撰; (清)陸心源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072 柯山集附拾遺 (宋)張耒撰; (清)陸心源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096 黃文獻公集 (元)黃溍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1724119 黃文獻公集 (元)黃溍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571724287 中國文字畫 張天泉編著 精裝 1

9789571724317 文科大辭典 (清)國學扶輪社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362 中國話本小說俗語辭典 田宗堯編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4386 中國文學史探索 王小虹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4393 中國文學史探索 王小虹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4409 大字刻本讀書鏡 (明)陳眉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4430 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454 天真閣艷體詩 (清)孫原湘著; 華亭雷瑨評點 平裝 1

9789571724546 天上人間 雪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584 五代詩話 漁洋山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591 五代詩話 漁洋山人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4607 小說叢考 錢靜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638 山水人物 施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669 文化學及其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 黃文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690 中國詩學大綱 江恒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706 小品大觀 鄭逸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737 小豆棚 曾珩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768 大涼山夷區見聞錄 高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782 中原音韻研究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829 中國文法講話上下編 劉復, 趙景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836 巾幗鬚眉傳 古越潔華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843 才調集 (五代蜀)韋穀集; 溫謙山纂訂 平裝 1

9789571724850 才子杜詩解 金聖嘆解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874 六朝樂府與民歌 王運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904 六合老人時代楹聯一萬聯 韋銘芝編著 平裝 1

9789571724911 中國文學研究 兒島獻吉郎著; 胡行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942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叢 王錫榮等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4966 中國古書版本研究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997 中國古籍校讀指導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000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024 九靈山房集附補編 (元)戴良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031 九靈山房集附補編 (元)戴良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062 文定集 (宋)汪應辰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079 文定集 (宋)汪應辰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093 公是集; 學易集 (宋)劉敞撰; (宋)劉跂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5116 公是集; 學易集 (宋)劉敞撰; (宋)劉跂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5147 六藝綱目; 羣英書義; 石渠意見附拾遺 補缺; 游戲錄(元)舒天民撰; (明)張泰編輯; 劉錦文編選; (明)王恕著; (清)程景沂輯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154 六藝綱目; 羣英書義; 石渠意見附拾遺 補缺; 游戲錄(元)舒天民撰; (明)張泰編輯; 劉錦文編選; (明)王恕著; (清)程景沂輯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161 元憲集 (宋)宋庠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178 元憲集 (宋)宋庠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185 元史備忘錄;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 文苑英華辨證、補文、拾遺; 詩紀匡謬(明)王光魯撰; (清)陶岳重訂; (清)胡澍學; (宋)彭叔夏著; (清)馮舒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192 元史備忘錄;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 文苑英華辨證、補文、拾遺; 詩紀匡謬(明)王光魯撰; (清)陶岳重訂; (清)胡澍學; (宋)彭叔夏著; (清)馮舒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727 零玉碎金集刊. 第三輯 孟森等著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5734 零玉碎金集刊. 第四輯 巴雷等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643 高麗大藏經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667 佛學指南 丁福保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8674 佛學指南 丁福保編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8773 釋氏書啓; 佛爾雅 周松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766 釋氏書啓; 佛爾雅 周松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834 沙彌十戒威儀錄要; 相宗絡索 (明)智旭重輯, (明)王夫之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8827 沙彌十戒威儀錄要; 相宗絡索 (明)智旭重輯, (明)王夫之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8865 佛說阿彌陀經註釋會要 (東晉)鳩摩羅什譯, 徐珂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8858 佛說阿彌陀經註釋會要 (東晉)鳩摩羅什譯, 徐珂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8872 宋藏遺珍 釋範成輯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896 吳都法乘 周永年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992 實用佛學辭典 丁福保, 何子培主編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028 禪門日誦(常州府天寧寺藏板) 初版 其他 1

9789571730035 叢林祝白清規科儀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066 翻譯名義集 (宋)善潤大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097 佛說佛名經 (元魏)菩提流支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103 藥師經旁解;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旁解; 觀音普門品別行疏合刊何子培旁解, (清)適理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141 藥師經疏鈔擇要; 大方廣佛圓覺經大疏 伯亭疏鈔, 普霦擇要, (唐)裴休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165 釋氏稽古略 覺岸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0172 釋氏稽古略 覺岸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196 釋迦方志 (唐)釋道宣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202 釋迦方志 (唐)釋道宣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219 顯識論.轉識論; 大丈夫論.入大乘論; 注成唯識論; 法華經論; 遺教經論; 涅槃經云何得長壽偈論;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陳)真諦譯, 沙門道泰譯, 沙門曇林等譯, 沙門達磨菩提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226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 許止淨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240 乙巳占 (唐)李淳風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264 九皇新經註解 蔡一尊, 呂純陽註解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301 過去現在未來三千佛懺全部 (宋)畺良耶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0318 譚子化書 譚峭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325 譚子化書 譚峭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332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 莊子闕誤; 莊子注考逸 董思靖集解, (明)楊慎撰, (清)孫馮翼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349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 莊子闕誤; 莊子注考逸 董思靖集解, (明)楊慎撰, (清)孫馮翼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356 太上感應篇注 (清)惠棟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363 太上感應篇注 (清)惠棟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370 太玄解; 三厤撮要 (清)焦袁熹纂, 撰人不詳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387 太玄解; 三厤撮要 (清)焦袁熹纂, 撰人不詳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394 丙丁龜鑑; 隨筆兆; 易筮遺占; 爐火鑑戒錄 (宋)柴望輯, (宋)洪邁撰, (清)李道平著, (宋)俞炎著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400 丙丁龜鑑; 隨筆兆; 易筮遺占; 爐火鑑戒錄 (宋)柴望輯, (宋)洪邁撰, (清)李道平著, (宋)俞炎著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417 古文參同契箋註集解; 古文參同契三相類集解;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漢)魏伯陽著, (明)蔣一彪輯, (清)袁仁林註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424 古文參同契箋註集解; 古文參同契三相類集解;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漢)魏伯陽著, (明)蔣一彪輯, (清)袁仁林註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431 司馬彪莊子注 (晉)司馬彪撰; 孫馮翼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448 司馬彪莊子注 (晉)司馬彪撰; 孫馮翼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455 四字經; 三命指迷賦; 乾元秘旨 (唐)德行禪師著, (宋)珞琭子撰, (宋)岳珂補注, (清)舒繼英著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462 四字經; 三命指迷賦; 乾元秘旨 (唐)德行禪師著, (宋)珞琭子撰, (宋)岳珂補注, (清)舒繼英著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479 玉函秘典; 天僊真訣; 金笥玄玄; 煉形內旨 撰人不詳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486 玉函秘典; 天僊真訣; 金笥玄玄; 煉形內旨 撰人不詳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493 玉管照神局 (唐)宋齊丘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509 玉管照神局 (唐)宋齊丘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516 老子道德經考異 畢沅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523 老子道德經考異 畢沅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530 釋文紀 (明)梅鼎祚輯 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547 釋文紀 (明)梅鼎祚輯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554 禪林清韵 徐進夫編纂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561 雜阿含經論 (唐)玄奘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578 藏要. 第一輯 歐陽竟無編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585 藏要. 第三輯 歐陽竟無編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714 靈樞讀書 李政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721 靈臺秘苑; 唐開元占經; 雨暘氣候親機 (北周)庚季才原撰, (宋)王安禮等重修, (唐)瞿曇悉達撰, (宋)不著撰人;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738 靈臺秘苑; 唐開元占經; 雨暘氣候親機 (北周)庚季才原撰, (宋)王安禮等重修, (唐)瞿曇悉達撰, (宋)不著撰人;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745 觀物篇解;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 皇極經世諸言 (宋)祝泌撰, (宋)邵康節著, (明)黃粵洲註解, (清)劉斯組述, (明)黃泰泉輯;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752 觀物篇解;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 皇極經世諸言 (北周)庚季子原撰, (宋)王安禮等重修, (唐)瞿曇悉達撰, (宋)不著撰人;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469 敦煌石室畫象題識; 流沙遺珍; 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史岩纂, 金祖同輯, 李證剛纂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1476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敦煌雜錄 許國霖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1759 春秋左傳正義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沈秋雄分段標點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766 春秋公羊傳注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 (漢)何休注, (唐)徐彥疏, (晉)范甯注, (唐)楊士勛疏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773 春秋公羊傳注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 (漢)何休注, (唐)徐彥疏, (晉)范甯注, (唐)楊士勛疏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780 精校正續楹聯叢話(後附巧對錄) 梁章鉅輯 精裝 1

9789571731797 毛詩正義 (漢)毛公傳, 鄭元箋, (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何分段標點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803 毛詩正義 (漢)毛公傳, 鄭元箋, (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何分段標點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810 周禮注疏 (漢)鄭元注, (唐)賈公彥疏, 邱德修分段標點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827 周禮注疏 (漢)鄭元注, (唐)賈公彥疏, 邱德修分段標點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834 儀禮注疏 (漢)鄭元注, (唐)賈公彥疏, 邱德修分段標點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442 英倫博物館漢文敦煌卷子收藏目錄 翟爾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0786 敦煌琵琶譜 饒宗頤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1700809 敦煌琵琶譜論文集 饒宗頤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10549 敦煌邈真讚校錄并研究 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710624 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 榮新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716084 敦煌俗字研究導論 張涌泉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16718 敦煌語文叢說 黃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717685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饒宗頤主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18248 敦煌文藪 池田溫等著 臺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718262 敦煌文藪 池田溫等著 臺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718613 敦煌本≪甘棠集≫研究 趙和平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19276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719283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719290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719306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719313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719320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719177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719184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719191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719207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719214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719108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17冊 1

9789571719115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18冊 1

9789571718965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1718972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1718989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571718996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571719009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571719016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571719023 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十三經注疏小組編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9789571720258 敦煌出土胡語醫典<<耆婆書>>研究 陳明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0487 中古時期社邑研究 郝春文著 台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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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俊卿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7151 紅樓夢淨賺五千萬: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68 第37計快速致富: 天和風雨順 地和五穀豐 人和百業旺 家和萬事興 企和業隆盛 國和長雄風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75 克雷洛夫寓言新解: 生薑還是老的辣 八角也是老的香 井淘三遍吃水甜 人從三師武藝強張儁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82 嚴謹教授同學會: 書有未觀皆可讀 事經已過不須提 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嚴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199 證券教父投資學: 你很難從被誘惑的投機中獲利 但隱形的兩面人會從中大獲利鮑洛斯(Peter Burrow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05 日本K線理論: 離開樹幹的枝子 不再盛開鮮花 打碎的破的鏡子 不再映出人面菲爾德斯(James Field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43 電子毒品與精神鴉片: 事後才知事前錯 老年方覺少時非 百經挫折心不屈 屢遭坎坷志不頹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50 當和尚遇到比特幣: 過去事已過去了 未來不必預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 梅子熟時梔子香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67 當漂亮富婆脫下衣服後: 這事男人要看 女人要懂 其實天使就在你身邊 可惜你著了惡魔的道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74 群眾永遠是錯誤的: 你的責任是使自己成為有用的人 你自己幸福了 也才能使別人幸福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10 K線賺到第1桶金: 買進壞牌+賣出好牌=最後破局 買進好牌+賣出壞牌=擁有好局彭博(Alex Bloomber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11 K線賺到第2桶金: 不要冒險去賺-最後一個銅板 以退為進雖苦-最後還有機會彭博(Alex Bloomber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28 K線賺到第3桶金: 忍受孤寂 遠比忍受貧窮更難: 貧困降低人格 但孤寂敗壞性格彭博(Alex Bloomber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35 K線賺到第N桶金: 豐年莫忘歉年苦 飽時當思飢時難 養心莫善於寡慾 養廉莫善於止貪彭博(Alex Bloomber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73 13年13天成就富貴夢: 知己者不必怨人 知命者不必怨天 至是之是沒有非 至非之非沒有是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80 假裝躺平即是正義: 才能濟世何須位 學不宜民枉為官 為人莫說成人易 涉世方知處事難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97 態度決定高度EMBA: 新竹高於舊竹枝 全憑老幹為扶持 大人不計小人過 前事應為後事師賀以禮(John Hea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03 格局決定結局EMBA: 長江寬闊千溪歸 男兒風流萬女隨 青雲有路終須到 金榜無名誓不歸賀以禮(John Hea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27 個性決定德性EMBA: 屋裡無燈望月出 身上無衣望天熱 臨喜臨怒見涵養 群行群止見品格賀以禮(John Hea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34 企圖決定版圖EMBA: 哈巴狗兒騎不得 背後之言聽不得 忌才招致蕭牆禍 謙讓換得將相和賀以禮(John Hea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41 思路決定出路EMBA: 刀利不怕韌牛皮 火烈不怕生柴枝 說好不錦上添花 說壞不落井下石賀以禮(John Hea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58 眼界決定境界EMBA: 人無脾性無人畏 火不燒山地不肥 人非知己休全托 事若虧心切莫為賀以禮(John Heal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65 鐵飯碗與金飯碗: 有人帶金湯匙來 有人帶銀湯匙來 有人帶土湯匙來 我忘了帶湯匙來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72 財富捐贈大誓言. 1: 卷中新句誠諶喜 身外浮名不足忙 貧無達士將金贈 病有高人說藥方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89 財富捐贈大誓言. 2: 若不知滄桑苦 誰知其中味 若不品人間酒 誰知其中醉 若不陷世間情 誰知其中累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496 財富捐贈大誓言. 3: 別人求我三春雨 我去求人六月霜 人遇誤解休怨恨 事逢得意莫輕狂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33 嚴謹教授滾錢滾床單: 一流朋友談夢想 二流朋友談事業 三流朋友談事情 四流朋友談是非嚴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40 嚴謹教授睡後收入: 腰中有錢腰不軟 手裡無錢手難鬆 無名春草年年綠 不信男兒世世窮嚴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57 男人一生最重要的投資: 你真愛一個人 就要愛她原來的樣子 不能說愛她 要她變成你希望的樣子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64 女人一生最重要的投資: 愛你的人 都會一直願意為你付出 你愛的人 卻不一定願意為你付出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71 嚴謹教授白話易經: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陰德五讀書 六名七相八敬神 九交貴人十養生嚴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49 祖母綠與水晶: 愛情就是當你遇到一個更好的人 卻依然和曾經發誓與共的人在一起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7656 男人一生最好的投資: 男人希望自己是女人初戀的對象 女人希望成為男人最後的羅曼史 　　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94 女人一生最好的投資: 浮世三千 吾愛有三: 日、月與卿 日為朝、月為暮、卿為朝朝暮暮 　　　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00 女人心目中的好男人: 精明的人是精細考慮自己利益的人 智慧的人是多方衡量他人利益的人 　　　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48 人生只要兩次幸運就好: 一次是遇見發財機會 一路順到底 一次是遇見夢中人你 一路走到底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55 這個唯1不可倒下: 健康像是1 後面加多少0都是你的 但沒有這個1 後面加多少0還是0 　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62 嚴謹教授財富九課: 手裡有錢好辦事 朝中無人莫做官 將相頭頂堪走馬 公侯肚內好撐船 　　嚴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79 上大學不如去修水電: 為人當於世有益 凡事求其心所安 閒中立品無人覺 淡處逢時自古難 　　彭博(Alex Bloomber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86 拉羅什傅柯箴言: 愚者的天堂 便是智者的地獄 複雜的事情 在變簡單之前 都是困難的 　　　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93 法句經故事集解: 讓預言的號角奏鳴,哦,西風啊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809 這14種人間奢侈品: 無事不登三寶殿 有錢難買一身安 無事且從閒處樂 有書時向靜中觀 　　　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816 俊男美女經濟學: 掌握我們命運的不是星座 而是自己 掌握他們命運的不是科學 而是迷信 　　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823 羅狀元醒世歌心富: 鳳凰落在草棵裡 鮮花插在牛糞上 小人常因財色死 禽鳥多為貪食亡 　　　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830 資治通鑒人相學: 成就自己是功德 成就別人是美德 誣衊別人是損德 離間別人是缺德 　　方舟(John Fontai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202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3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鼎甲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193

新天鵝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史子集



9789860625219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3(教師用)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26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3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33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3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40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3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57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3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64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71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88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295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408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415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422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439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484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491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15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08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22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39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46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53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60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77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84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091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07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14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21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38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45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52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69 翰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76 翰版i學習. 國文.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83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190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220 康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237 康版i學習. 國文.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282 康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299 康版i學習. 英語.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05 翰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12 翰版i學習. 數學.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29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36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43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50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67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74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5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81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398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404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459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466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473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497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03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10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27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34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41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58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65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72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589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02 翰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19 翰版i學習. 自然.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26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33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40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57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64 翰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71 翰版i學習. 英語.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88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695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01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18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49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56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63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70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87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794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00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17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24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31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48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55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62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79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86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893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09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16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23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30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47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54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61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78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85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6992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08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15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22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39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46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53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60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077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07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14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21 康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38 康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45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52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69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76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83 國民中學英語暑期銜接教材. 一上 楊洋, 楊瑞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190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06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13 翰版i學習數學(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20 翰版i學習數學.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37 康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44 康版i學習. 數學.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51 南版i學習數學(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68 南版i學習數學.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75 翰版i學習國文(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82 翰版i學習國文.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299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05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12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29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36 翰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43 翰版i學習. 自然.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50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67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74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81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2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398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04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4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11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28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5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35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42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59 康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66 康版i學習. 數學.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73 南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80 南版i學習. 數學.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497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03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10 南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27 南版i學習. 自然.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34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41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58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65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72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89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596 翰版i學習. 公民.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19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26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33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40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57 翰版i學習地理.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64 翰版i學習地理(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71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88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695 翰版i學習. 歷史.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01 翰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18 翰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25 翰版良師自然講義.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32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49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56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63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70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87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794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800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817 翰版英語科: 課堂作業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39824 翰版英語科: 課堂作業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39831 翰版英語科: 課堂作業(教師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39848 翰版英語科: 課堂作業(教師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39855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862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879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886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893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09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16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23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30 康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47 康版i學習. 自然.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54 康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61 康版i學習. 自然.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78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85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9992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04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11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28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5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35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42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5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59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66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73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80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097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03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10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1上(含首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27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1上(含首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34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1上(含首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41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1上(含首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58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1上(含首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65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1上(含首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72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89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196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02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平裝 1

9789860779202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平裝 1

9789860779219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5 平裝 1

9789860779219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5 平裝 1

9789860779226 翰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33 翰版i學習. 英語.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40 康版i學習. 數學.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57 南版i學習. 數學.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64 翰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71 南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88 翰版i學習. 數學.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295 康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01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18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25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32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32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49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56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63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70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87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394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00 南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17 南版i學習. 自然.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24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31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48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55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62 翰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79 翰版良師自然講義.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86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493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09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16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23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30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47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54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61 康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78 康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85 翰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592 翰版i學習. 國文.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08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15 翰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22 翰版i學習. 歷史.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39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46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53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60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77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84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691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07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14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21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38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45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52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69 康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76 康版i學習. 國文.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83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790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20 康版i學習. 英語.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37 康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44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51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68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75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82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99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05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12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29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36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43 翰版i學習. 自然.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50 翰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67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74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81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998 南版i學習. 自然.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03 南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10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27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34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41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58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65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72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89 翰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096 翰版i學習. 地理.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19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26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33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40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57 翰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64 翰版i學習. 英語.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71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88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95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102 康版i學習. 地理. 5 平裝 1

9786267011201 康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18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25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32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49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56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63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70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87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294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00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17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24 康版歷史科堂作業.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31 康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48 康版i學習. 英語.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55 康版i學習. 自然.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62 康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79 康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86 康版i學習. 歷史.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393 翰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09 翰版i學習. 公民.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16 康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23 康版i學習. 地理.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30 康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47 康版i學習. 國文.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54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61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92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1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08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1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15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1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22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1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39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1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46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1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53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60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77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84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591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07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14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38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45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52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69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76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83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90 康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06 康版i學習. 公民.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13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20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37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44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51 康版i學習. 公民.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68 康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6901 走出悲情: 二二八事件紀實口述歷史 洪顯詔文字採訪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00703 簡報英語 Mark Powell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82925 認知心理學: 連結心智、研究及日常經驗 E. Bruce Goldstein著; 李宏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099 蔣中正1940-1960: 美國國家檔案館數位彩色復原歷史影像精選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精裝 1

9789860655902 台灣歷史珍稀影像: 1860-1960戰爭 庶民 風物 林陸文, 徐宗懋撰文 精裝 1

9789860655919 超哥的行銷紀實: 6周年行銷語錄與回顧 江仕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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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510 旅樂食藝博覽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作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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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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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湯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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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送存冊數共計：374

新北市二二八總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616 新竹市美術協會: 李澤藩創會50週年會員巡迴展. 2021江雨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918 離相詩文集. 續篇 曾炳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8795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說阿彌陀經(注音版)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588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注音版)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59006 早晚禮佛懺悔儀文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9013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國語注音) 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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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9037 大方廣佛華嚴寶懺 一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797 叫我對大哥 山貓兄妹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71278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永不放棄的海倫凱勒= Tree days to see海倫凱勒著; 郭庭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292 海倫凱勒: 我的後半生= Midstream 海倫凱勒著; 郭庭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031 客家文集. 第五集(海陸腔). 2020年 羅瑞霞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636 淡水五年詩選= Anthology of poetry in Tamsui,2016-2020李魁賢編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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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90547 失去動物的森林= 어느 날 方[]文; 正林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90554 北極熊的遭遇,會輪到我嗎?= 눈보라 姜景琇文.圖; 莫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90561 我喜歡這樣的我= Ma grande 西比爾.德拉克羅瓦(Sibylle Delacroix)文.圖; 陳思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6921 貓咪卡斯= El Gato Cas 康妮.思諾克(Connie Snoek)文.圖; 張家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6945 北極熊的遭遇,會輪到我嗎? 姜景琇(강경수)文.圖; 莫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6952 一隻家貓被棄養以後...... 康妮.思諾克(Connie Snoek)文.圖; 張家葳(Nelly Chang)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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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9326 如果能好命,誰想要歹命: 大維老師開運紫微牌陣大維老師, 青小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呦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竹縣客家語教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竹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竹市美術協會



9789869922401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晏白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922418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晏白白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922425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晏白白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922432 貓貓Let's Go 一輛YiLia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0918 機器視覺演算法與應用: 機器視覺影像處理必備的工具書Carsten Steger, Markus Ulich, Christian Wiedemann總編輯; 新亞洲儀器技術團隊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6900 監獄行刑法精修 宋子青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6917 土地政策精修 蕭華強編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8347 台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21(國際標準版)張世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08354 大中華地區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21(中文標準版)張世宗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4165 會通養新樓語言文字學研究論集 莊雅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400 戰後臺灣文學理論史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417 柳園吟稿 楊君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431 現代詩寫作教學研究 張玉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479 先秦儒家哲學詮釋與評論 譚宇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493 臺灣查禁文藝書刊史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509 道醫經 (唐)呂喦著; 鄺醒銳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516 道醫經 (唐)呂喦著; 鄺醒銳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523 江城潛研: 中國學術思潮叢論 劉芝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530 自適與修持: 公安三袁的死生情切 劉芝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547 巴爾頓傳奇: 百年前的台日公衛先驅 稻場紀久雄著; 鄧淑晶, 鄧淑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554 歷久彌新的孔子思想:談人本主義與儒家思想的交會張凱元, 安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561 山中燈火入夢來 劉照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578 怪異與想像: 古代小說文化與心理研究 陳世昀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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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592 阿勃勒的夏天 余崇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608 宋至清代儒釋道文化在海南府城傳播問題研究李金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615 莫月娥先生詩集 莫月娥作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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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646 流星會館 王大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653 兒童文學論集. 五 林文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660 「不容青史盡成灰」: 馬華文學裡的馬共傳記書寫陳煥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677 香港的回憶 鄭永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691 臺灣文學焦點話題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784707 臺灣文學學科入門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738 奔流之歌: 詩論與詩畫集 譚宇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752 新世紀新詩社觀察 蕭蕭, 劉正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84769 新世紀新詩社觀察 蕭蕭, 劉正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84776 青林果熟星宿爛: 落蒂新詩論集 余境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790 早期羌人居徙研究 武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13 在地全球化的新視域: 屏東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第七屆林秀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20 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837 從孔孟弟子到耶穌門徒: 一項關於曾寶蓀基督宗教信仰的研究張樂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雷舍商務鑑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亞洲儀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東海國際科技



9789864784844 地方作為田野: 屏東民間知識圖像與在地敘說 黃文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51 茶香禪味,簾內豈能不醉 草川(張浩然)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868 媽祖文化的傳說故事與形象美學之研究: 以元代漕運河海沿岸地區為例楊佳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82 廣州黃埔區方音與漁農諺和鹹水歌口承民俗的變遷馮國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99 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 許文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912 玩閱讀秀素養 鄭圓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929 排排坐,談談靈,說因果。 草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5131 儒道佛陶染的詩文美學詮釋 吳幸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3131 靈魂侵蝕. Vol.2= Sanctify. Vol.2 生鐵落漫畫; Fox編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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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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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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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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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4129 慈濟55周年四大志業: 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634136 捷克: 文化力與工業力 范毓雯, 施怡年作; 高智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4150 行基菩薩: 東瀛文殊 金偉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4174 緊急醫療「紅色九號」: 0二0六花蓮大地震應變紀實吳宛霖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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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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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板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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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板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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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板 精裝 1

9789860655629 四大合協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655629 四大合協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655636 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 1對1.愛心課輔班 陳美羿, 高玉美, 林佩臻, 郭寶瑛, 林淑真, 徐美華, 李錦秀, 詹明珠, 曾秀旭, 潘瑜華, 林秀蘭, 郭雪卿, 王春珠, 林綉娟, 顧敏慧, 廖月鳳, 張文黛, 郭碧娥, 楊明薰, 王鳳娥, 明含, 陳晉煒, 杜紅棗, 葉冠孜, 葉子豪, 蘇芳霈作; 陳玫君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5643 一蓑風雨任平生: 樹家風 立典範 守志不動的德慈師父葉文鶯, 陳美羿等作; 王慧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277 微光長旅: 從南非出發 袁亞棋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7003 人間.診間: 簡守信院長行醫ing 簡守信主述; 何姿儀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7072 當忘記成為現實: 失智照護筆記 王竹語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6568 我最棒 林謹希作; 朴永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575 都是珍奶的錯! 李光福作; 綠豆芃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582 防狼大作戰 李光福作; 法蘭克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599 調皮的下場 李光福作; 恬恬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728 Why?. 8, 西洋近代社會的開端 Grimnamu著.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735 Why?. 9, 革命時代與民主主義的發展 圖樹作; 金弘善繪; 林純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742 Why?. 10, 武力時代與帝國主義的興盛 申京愛作; DURIAN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759 Why?. 11, 世界大戰與前後的世界 GrayPas作.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766 Why?. 12, 世界史: 現代社會的變化 申承熙作; 李英浩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9077 霸王莫別姬 翼翎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9749084 赤耀的靈憑師. vol 1, 深海之中的等待 翼翎著 平裝 1

9789869749091 師尊,求您行行好 翼翎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71605 我的同學是魔王該怎麼辦!. 3, 神一般的隊友從天而降!翼翎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瑞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2

楓林館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典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450 小樹的冬天 黃武雄著; 張靜惠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34481 典藏獅愛 陳麗鳳, 徐明德, 李清利, 江達隆, 王瑞拱, 張瑞泰, 林齊國, 王光祥, 張伯光, 方靜靜, 邱良進, 許富大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6155 新娘祕書實務: 婚禮的祕密魔法師 張嘉苓, 黃建智, 黃盟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6162 美容乙級化妝設計圖: 繪藝大躍進(10+2闖關圖解)林淑舟, 楊秀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6179 飲料調製丙級題卡手冊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6186 家庭教育總複習 郭宜君, 蔡政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6193 最新烘焙食品(西點蛋糕項、麵包項、餅乾項)丙級技檢叢書[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109 餐飲服務技術總複習 劉清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2509 萬泉寺志. 歷史篇 毛帝勝, 徐崇哲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4881 日常老和尚新世紀的生命觀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984898 日常老和尚新世紀的生命觀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0641400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二000年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41417 金光明經講記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41424 金光明經講記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41431 戒善 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1448 利器之轮讲记 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第二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9611 Hiroyuki Matsuura松浦浩之SUPER ACRYLIC SKIN: Quiet World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795 地球編年史完全指南: 從A到Z,讓你秒懂外星文明與人類祖先歷史關鍵元素= The earth chronicles handbook: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seven books of the earth chronicles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作; 洪禎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7623 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 涵寶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630 你羨慕我的溫暖,但我的手很冰 馬卡龍腳趾(Ch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661 解鎖尼的冷姿勢 尼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685 不能只有我看到!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 故事StoryStudi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708 鬼滅的暗號: 從角色、故事、戰鬥、時代、紋樣、聖地,解密《鬼滅之刃》瀧音能之審訂;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715 那一年,那些沒人說的故事 少女老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753 達賴喇嘛談心經(好讀大字版) 達賴喇嘛著; 鄭振煌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337760 法治大國的日常小事 鄭華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791 衝破黨禁1986: 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 王曉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814 社會在走,歷史要懂: 呂捷開講 呂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誠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5

萬泉寺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音有聲

送存冊數共計：4

新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群英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518 中國中古的社會與國家: 3至9世紀帝京風華、門閥自毀與藩鎮坐大盧建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6581 三點不露!若隱若現的誘惑系女子創作技巧 流。, マグカップ, ベベベ, 中乃空作; 林農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598 漫畫創作先修班 赤津豐作; 洪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604 肌肉構造大圖鑑 石山修盟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611 SCULPTORS. 3, 原創造型&原型製作作品集 玄光社編;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673 東大生的究極專注力 西岡壹誠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680 全方位動漫角色素描攻略 中村成一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697 究極筋肉!動漫角色肌肉繪製技法 中塚真作; 洪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03 漫畫新手逆襲. 5, 零基礎漫畫素描入門 噠噠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10 成功人士的思考整理術 生方正也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27 哲學解剖圖鑑 小須田健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34 羽山淳一的動畫角色速寫密技 羽山淳一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41 性感誘人H系女子服裝繪畫技法 TYONE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58 肌肉解剖、功能與測試全書 伯納.Ｃ.哥斯德, 克勞斯-彼得.瓦勒留斯, 克莉絲汀.漢米爾頓, 安利克.阿烈楊卓-拉豐, 羅蘭德.克魯采, 阿斯德克.法蘭克作; 黃崇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65 聊天達人的不敗話術指南 渡邊龍太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72 正念練習 馬修.索科洛夫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89 日本眾佛解剖圖鑑 瓜生中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96 Q版漫畫臨摹素材這本就夠了 噠噠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802 動漫女角彩妝指南 姐川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819 書法新主藝 施春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864 女性重訓新思維 盧.舒勒, 卡珊卓.佛塞作; 謝孟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871 妄想成真!女體臨摹練習簿 B-銀河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888 動漫神構圖 畫出女團表現力 複數構圖研究會作; 洪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895 古風漫畫臨摹素材 這本就夠了 噠噠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01 正念練習 馬修.索科洛夫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6918 正念練習 馬修.索科洛夫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090 女性運動解剖學: 伸展與體能訓練 馬克.維拉著; 黃馨弘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106 與神對話的一年: 寫給女人的52則聖經啟示 金柏莉.摩爾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113 女性運動解剖學: 伸展與體能訓練 馬克.維拉著; 黃馨弘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120 與神對話的一年: 寫給女人的52則聖經啟示 金柏莉.摩爾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26592 PHP程式設計 Kevin Tatroe, Peter Maclntyre著; 張靜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6615 軟體架構原理: 工程方法 Neal Ford, Mark Richards原著; 陳建宏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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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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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094 神奇發明王. 1, 智慧遙控大力士 北極星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100 神奇發明王. 2, 對戰超級噴火龍 北極星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117 神奇發明王. 3, 追蹤神秘怪盜團 北極星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124 神奇發明王. 4, 力抗隱形透明人 北極星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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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家銘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209 ERP企業資源規劃實務200講 林文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216 PowerBI商業智慧分析 胡百敬, 黃雅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223 第一次學數位行銷就上手: SEOxFBxIGxYTxLINE整合大作戰蘇東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230 Telegram行動行銷: 操作技巧x品牌貼圖x經營心法劉滄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247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 110年啟用試題: Windows 10 + Fedora Core 20 + CentOS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254 物聯網之智慧商務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林文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261 iOS 14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5.3: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285 威力導演19: 創意影音剪輯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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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軍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7322 JavaScript大全 David Flanagan著; 黃銘偉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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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送存冊數共計：29

碁峰資訊



9789865027346 Deep Learning. 3: 用Python進行深度學習框架的開發實作斎藤康毅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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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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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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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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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407 Web開發者一定要懂的駭客攻防術: 告訴您駭客的手法,同時告訴您如何進行防禦Malcolm McDonald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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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峰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421 用micro:bit V2寫程式: 培養做、用、想與運算思維能力王麗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438 戰勝C語言 蔡明志著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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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7452 3ds Max 2021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520 新趨勢網路概論 陳惠貞作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27544 Word時短術: 用5分鐘搞定一天的文書工作 鈴木真里子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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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日宏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568 React學習手冊: 建構現代的React應用 Alex Banks, Eve Porcello著; 李旭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575 Excel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王作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7582 打造機器學習應用: 從構想邁向產品 Emmanuel Ameisen原著; 徐浩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599 Python3.x機器學習基礎與應用特訓教材 林英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674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Excel Associate Exam MO-200王仲麒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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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698 Python x Excel VBA x JavaScript: 網路爬蟲x實戰演練廖敏宏(廖志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704 ESP32物聯網套件開發與專案實作 李宜達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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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728 旅遊實務 李承峻, 林彥妘, 邱怡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7735 導覽解說實務 邱怡寧, 李承峻, 林彥妘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7742 遊程規劃實務 林彥妘, 李承峻, 邱怡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7759 全球物流200講 林文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766 程式設計實習 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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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780 大規模重構: 奪回源碼庫的控制權 Maude Lemaire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797 實戰VMware vSphere 7部屬與管理 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803 CCNA 200-301專業認證手冊. Volume 1 Wendell Odom著 ;何旻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810 AWS Lambda程式設計 John Chapin, Mike Roberts原著; 李逸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827 使用AWS在雲端建置LINUX伺服器德20堂課 山下光洋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889 機器學習設計模式 Valliappa Lakshmanan, Sara Robinson, Michael Munn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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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902 2022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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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7933 超可愛圖文隨手畫10000例大全: 萌翻你的手帳&生活無極限飛樂鳥工作室著; 陳怡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7940 Arduino最佳入門與應用: 打造互動設計輕鬆學 楊明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795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 2021版林文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995 職安法規隨身讀: 2021版 江軍, 徐英洲彙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28022 C++全方位學習 古頤榛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5028039 Python資料可視化攻略 小久保奈都彌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060 Python自學聖經: 從程式素人到開發強者的技術與實戰大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183 每天5分鐘親子英文: 用美國父母的日常會話小短句,打造小孩子自然習慣聽說英語的環境!Byoung-chul Min著; 陳盈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190 Python零基礎入門班: 一次打好程式設計、運算思維與邏輯訓練基本功!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8206 門市經營實務 楊潔芝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8213 數位科技概論 黃仲銘, 黃建庭, 林易民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8220 餐飲服務技術 王淑媛, 夏文媛, 林欣宜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8237 圖解程式設計的技術與知識 增井敏克著; 何蟬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312 觀光餐旅業導論 夏文媛, 吳錦芬, 尹淑萍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8329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學科&筆試. 110年版 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336 畫出我的超萌感角色與動物: 啟發想像力的5步驟簡單畫畫書Lulu Mayo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343 第一次學Excel VBA就上手: 從菜鳥成長為高手的技巧與鐵則たてばやし淳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350 資料密集型應用系統設計 Martin Kleppmann著; 李健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367 C++程式設計導論 Y. Daniel Liang著; 蔡明志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028374 輕鬆學習R語言: 從基礎到應用,掌握資料科學的關鍵能力郭耀仁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8381 金融AI: 人工智慧的金融應用 Yves Hilpisch著; 陳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398 第一次用macOS Big Sur就上手 井村克也原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404 Servlet&JSP技術手冊: 邁向Spring Boot 林信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435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檢定完勝攻略. 2021版蕭中剛, 劉鈞傑, 賴秋琴, 鄭技師, 徐英洲, 江軍, 葉日宏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442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21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8459 房務實務 夏文媛, 王耳碧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28565 資訊科技(技術型高中) 蔡志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572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函數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8589 實戰ROS機器人作業系統與專案實作 Ramkumar Gandhinathan, Lentin Joseph著; 曾吉弘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602 圖解SQL查詢的基礎知識: 以MySQL為例 坂下夕里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19 Spring Boot: 建置與執行 Mark Heckler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26 SketchUp 2020/2021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彩現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33 圖解雲端技術的原理與商業應用 西村泰洋原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40 Python演算法交易 Yves Hilpisch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71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Word Associate Exam MO-100王仲麒, 王莉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88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中文介面第五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28756 資料結構: 使用Python 蔡明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763 CSS視覺辭典 Greg Sidelnikov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824 自己的玩具自己做: 用STEAM玩遊戲也玩創意崔延朱, 丁德榮著; 張珮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862 Python架站特訓班: Django 3最強實戰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8879 戰鬥紙陀螺. 第2彈: 超進化!更強大的戰鬥力! 四方形大叔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893 超人氣Instagram視覺行銷力: 小編不敗,經營IG品牌人氣王的120個秘技!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324 莎喲娜啦!再見塭仔圳 吳俊奇, 吳其融, 林宜蓁, 黃昱傑, 黃子芸, 蕭米棋, 顏亮一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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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4999 品智慧5堂課 盧志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327 聖經文學花園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942 方以智生死哲學與中醫辨證思維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959 關公為玉皇上帝嗎?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459 用數字 幫人生做體檢 陳志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5635 竹風亮節: 林聖崇傳 林聖崇口述; 蔡宜珊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642 煙流穿過 黃志欽作 精裝 1

9789576085659 山居物語: 68山路與乾溪畔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673 不凋的玫瑰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680 噴火龍上菜 劉思源文; 貓魚(蔣孟芸)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傳智國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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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99

新莊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週文化



9789576085697 布布的新工作 謝明芳文; 胡琪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703 噴火龍上菜 劉思源文; 貓魚圖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85710 布布的新工作 謝明芳文; 胡琪琪圖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85727 畢伯、巴赫及布拉姆斯小提琴作品之探討= A survey of selected violin works by Heinrich Ignaz Franz Biber, Johann Sebastian Bach and Johannes Brahms林育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05473 聽你說愛我 笭菁, Sophia, 尾巴, 晨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480 听你说爱我 笭菁, Sophia, 尾巴, 晨羽著 其他 1

9789578605527 诡轶纪事. 1, 清明断魂祭 笭菁, 龙云, 尾巴, 御我, 路边摊作 其他 1

9789578605534 詭軼紀事. 1, 清明斷魂祭 笭菁, 龍雲, 尾巴, 御我, 路邊攤作 其他 1

9789578605640 小殭屍救難隊 梅洛琳著 其他 1

9789578605657 吸血鬼保護隊 梅洛琳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49174 Excel 公式+函數職場專用超級辭典: 新人、老鳥到大師級都需要的速查指引王國勝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058 家屋現在式: 家的面貌再定義 董淨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8065 移動販賣車: 日常中的地方行動 董淨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8072 野孩基地 董淨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7508 社會(108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77515 108課綱學測衝刺60天搶分題庫. 國文 王慧茹, 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0677522 108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下, 第三、四冊素養題典. 英文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0677539 108課綱學測衝刺60天搶分題庫. 自然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0677546 108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下, 第三、四冊素養題典. 數學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0677560 108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下, 第三、四冊素養題典. 國文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0677591 社會(108課綱)學測複習搶分題庫 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2610 直擊工廠生產線! 上谷夫婦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641 脊柱物理治療實務 成田崇矢作; 李依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658 縮時睡眠 松本美榮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665 給新手的食物乾燥指南 特雷莎.馬羅尼作; 邱鈺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672 哲學用語事典 小川仁志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689 扭轉結果的溝通技巧大百科 戶田久實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696 這個句子改變我 定政敬子作; 胡毓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26 游泳選手體能訓練指南 小泉圭介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33 經濟學速成讀本 崔真淑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40 肩關節物理治療實務 村木孝行作; 黃品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57 骨關節解剖全書. 上肢篇 柯龐齊作; 黃崇舜, 徐其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64 骨關節解剖全書. 下肢篇 柯龐齊作; 胡碧嬋, 江幸鎂, 方奕瑋, 魏美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71 骨關節解剖全書: 脊柱、骨盆與頭部 柯龐齊作; 鄭鴻衛, 郭涵博, 沙部.魯比, 黃馨弘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887 管理學速成讀本 中川功一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894 統計學實用51招 志賀保夫, 姬野尚子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900 拯救人生的2小時經濟課 吉田泰史作; 胡毓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979 兔兔的老年生活規畫 兔子時間編集部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裏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詮達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嗨森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電腦人文化



9789863702986 登山體能訓練營 芳須勳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993 淋巴按摩瘦身操 夜久ルミ子作; 甘為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006 解決肩頸僵硬的10秒胸椎伸展操 酒井慎太郎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013 足部、足部關節物理治療實務 片寄正樹作; 殷婕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020 懷孕百科 英國DK出版社作; 江幸鎂, 柯澐蓁, 胡碧嬋, 黃馨弘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037 一生受用的統計學思維 佐佐木彈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0890 小村,鐵窗,我家有故事: 社區設計,翻轉椬梧再生水牛設計部落團隊著; 呂耀中, 龐君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259 跑不快也沒關係 黃書平文; 陳珮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1266 勇氣: 勇者如何 又為何無懼?= Courage 吳澤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836 聖經和合本(皮面索引-白)(中英對照)=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00843 聖經和合本(皮面索引-黑)(中英對照)=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7641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7634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7689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7696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604 REWIND倒帶台中 張瑜庭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7345 攝影旅途的奇妙際遇 楊塵攝影.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27352 莽原烈火 楊塵攝影.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27369 紅塵如歌 楊塵攝影.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3619 如何行在愛裡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4211 Glossika how the ox is represented in 10 cultures and languagesTeam Glossika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719 離散數學基礎演練 何志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想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語研發科技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極誌文化SIJIMA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塵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暖暖書屋文化



9789869778459 譚崔性能量密典: 譚崔以打開各個脈輪,到開啟法界體性智為終極目的。簡上淇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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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二刷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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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0333 滾動百老匯 宋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333 滾動百老匯 宋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333 滾動百老匯 宋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357 蔣中正的婚姻記愛 陳立文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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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371 畫人畫事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388 丹麥人在安東 鴻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01 藝苑談往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18 氍毹弄影: 文學、戲曲和電影的融涉與觀照 沈惠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32 書畫隨筆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49 馬敘倫說掌故: <>、<> 馬敘倫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56 1989-2021: 我所經歷的中國海外民運三十年 秦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0463 樸園文存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70 馬敘倫自述: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敘倫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87 高拜石說詩：光宣詩壇點將錄斠注 高拜石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94 當音樂響起,你想起誰 吳孟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500 <>文史集粹 簡又文等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517 條條大路通電影 梁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647 政府內部的吶喊: 香港公務員工運口述史 梁寶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654 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 傘後與反送中以來的民主運動黎恩灝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5406 金瓜石的故事. 二, 耿耿於懷 夏野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7921 人面獸心= La bête humaine 左拉(Êmile Zol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7983 紅杏出牆= Thérèse Raquin 左拉(Émile Zola)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621 發光吧!閃亮亮星球 何宗翰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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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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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揚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6336 內在原力: 9個設定,活出最好的人生版本= Inner force: the key to achieve infinite success愛瑞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7241 安知我意 北南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37258 安知我意 北南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37272 土匪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5537289 土匪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奧樂奇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愛德卡實業



9789865537296 土匪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5537302 土匪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37319 土匪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5537470 給校草當假男友的日子 羲和清零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37487 給校草當假男友的日子 羲和清零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7476 律政女王: 魔鬼的顫音 雅豊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483 律政女王: 華麗的變奏 雅豊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490 律政女王: 魔鬼圓舞曲 雅豊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834 海巡法規論 陳國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841 移民法規論 許義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07995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植物起源和藻類演化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1286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苔蘚和蕨類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2085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裸子植物的崛起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32000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花的誕生改變了世界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32123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聰明的被子植物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32130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被子植物的霸主時代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32147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人與植物的共生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32154 我的第一本植物演化圖鑑: 植物正在走向滅亡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0231 離婚法專題論文集: 有責性與損害賠償 呂麗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330 民營化與制度實踐 林明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422 土地法研究 陳立夫著 一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260439 讓腦袋教你瘦: 不能不知的增肌減脂常識+25招燃脂運動何有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446 抹香鯨= Physeter macrocephalus 蔡政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453 新學林分科六法: 民法 陳忠五編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260460 上榜模板行政法 霸告, 西門慶, 文城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60477 勞基法攻略: 請假暨部分工時傳 黃柏欽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484 爭點HERE民事訴訟法 勝平, 瑞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491 共同訴訟之研究: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十一卷姜世明, 吳從周, 劉明生, 魏大喨, 游進發, 任重, 陳啓垂, 劉玉中, 張子弦, 林玉珮作; 姜世明主編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507 2021就試會上: 司法特考四等總複習 Juster, 吉爾, 林毅, 凌晨, 禕伊, 瘧師, 戴煦, 鄭候群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514 法院闡明義務理論與實務之新發展 劉明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521 早期療育社會工作 林雅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538 商業訴訟新論 許士宦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0569 1試就上: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模擬試題大全. 2021克允, 杜予, 言文, 林熙, 易滑, 高棣, 周瑜, 凌晨, 瘧師, 波比, 陸奕, 夜嵐, 上白石, 公子系, 名偵探, 高律師, 歐啪司, Juster著十版 平裝 1

9789865260576 爭點Here刑事訴訟法 楊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583 華語口語與表達 黃聲儀, 易元培著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0590 華人社會與文化: 試題本 新學林華語文編委會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60606 科學媽媽和孩子們的生活探險 何莉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651 華人社會與文化. 文化思想篇 劉國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0668 刑法(概要)關鍵選擇 劉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675 憲法題型破解 姚明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682 身分法題型破解 大邁, 雷霸龍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260699 刑法關鍵選擇 敖喬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60705 聊齋誌異選讀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0712 除草劑抗性生理學 王慶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729 保險法題型破解 海青, 溫拿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260736 勞基法攻略: 工資傳 黃柏欽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0743 民法概要關鍵選擇 禕伊, 青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767 財稅法題型破解 大寶, 覺常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60798 憲法釋字講義: 跟著大法官學憲法 張陳弘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811 實務最前線行政法 霸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934 實務最前線 刑法X刑訴 林熙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楓樹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2129 極簡英國史 小林照夫作; 甘為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136 秦始皇全史 鶴間和幸作; 林芷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143 藥草女巫的365日 瀧口律子作;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150 塔羅宮廷牌 伊索妮.朵恩作; 黃春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167 MM迷. 1: 35MM製作技法 HOBBY JAPAN編輯部作; FORTRESS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266 從古地圖漫遊大江戶 山本博文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273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4, 江戶庶民圖鑑 笹間良彥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280 大規模毀滅小兵器之打造特務軍火庫 強.奧斯丁作; 邱佳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297 基礎占星: 本命盤解盤技巧 艾美.赫林作; 陳紅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303 ROBOT魂機動戰士鋼彈ver.A.N.I.M.E大全 HOBBY JAPAN編輯部作; 孫豐澤(FORTRESS)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310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5, 江戶時代圖鑑 本田豐作; 許郁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327 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 桑德拉.凱因斯作; 蕭寶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334 單兵作戰技能手冊 鄧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389 AFV模型製作教科書 HOBBY JAPAN編集部; FORTRESS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396 中國文化圖典. 1, 歷史名勝篇 瀧本弘之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402 中國文化圖典. 2, 神話傳說人物篇 瀧本弘之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419 威卡關係魔法 麗莎.錢伯倫作; 邱俊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426 動物水晶療癒 馬汀.司各特, 蓋兒.馬里阿倪作; 邱俊銘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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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301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一年. 春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325 The story of Tzu Chi. volume 1, Jing Si: the journey beginswriters Qiu Shujuan, Wang Huiping; translation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平裝 1

9789860641332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一年. 春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1356 慈師父講古: 勤耕福田 釋德慈著 其他 1

978986064136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一年. 夏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1370 Master and I: our days in Tzu Chi author Kuo Hann-Chorng; translation Fang Kai-Pi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903 十萬本書的魔力: 翻轉年輕人出人頭地的8個新思維胡立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7910 ESG投資大未來: 永續發展趨勢下的資產配置全攻略元大投信團隊策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3150 歇一歇= Rest a while 魏司洛夫(Fredrik Wisløff)作; 祖文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03211 我將你銘刻在我心上 賴諾曼(H. Norman Wright)著; 陳玲琇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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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273 當你不知如何禱告 琳達.薛菠(Linda Evans Shepherd)著; 明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280 說話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297 感謝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03 禱告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10 我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27 愛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34 王子與毒杯 史普羅著; 賈斯汀.傑拉德繪; 文可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41 光明之子 史普羅著; 賈斯汀.傑拉德繪; 文可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58 國王的小驢駒 史普羅著; 查克.葛洛尼繪; 文可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65 天父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72 彩色豆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89 倆口子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396 P91: 我們的保護者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3402 365信仰小學堂 凱瑟琳.史萊特利(Kathryn Slattery)文; 鄭毓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419 禱告= Pray 張蓬潔文.圖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經濟日報



9789864003426 艾拉與大海 蓮恩.坦納(Lian Tanner)文; 強納森.賓利(Jonathan Bentley)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433 這是我的樹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440 心的故事: 撒母耳記上釋經講道 劉志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488 愛你本來的樣子 陸可鐸文; 馬第尼斯圖; 郭恩惠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003495 當世界說不可能: 透析尼希米如何回應使命與異象陳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501 P91: 我們的保護者 張蓬潔繪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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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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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563 我愛上了一個女孩= I loved a girl 杜華德著; 劉大偉譯 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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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587 我 張蓬潔文.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4003778 上帝的榮耀之名: 40天靈修與神同在= All the glorious names: a 40-day experience with God瑪麗.福斯威爾.洛克斯(Mary Foxwell Loeks)著; 蔡淑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966 伊如陽光= Amazing grace 李憶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5714 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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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玫君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5721 一蓑風雨任平生: 樹家風 立典範 守志不動的德慈師父(文庫版)葉文鶯, 陳美羿等著; 王慧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5738 當忘記成為現實: 失智照護筆記 王竹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1793 系統思考: 克服盲點、面對複雜性、見樹又見林的邏輯思考唐內拉.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著; 邱昭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2742 圖解智慧工廠: IoT、AI、RPA如何改變製造業川上正伸, 新崛克美, 竹內芳久編著; 翁碧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2759 指揮家之心: 為什麼音樂如此動人?指揮家帶你深入音樂表象之下的世界馬克.維格斯沃(Mark Wigglesworth)著; 吳家恆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2766 療癒心傷: 凝視內心黑洞,學習與創傷共存 宮地尚子(Naoko MIYAJI)著, 李欣怡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42773 容身的地方: 從霸凌的政治學到家人的深淵,日本精神醫學權威中井久夫的觀察手記中井久夫(NAKAI Hisao)著; 李欣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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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unari UCHIDA)著; 周紫苑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0502 米寶寶長大了 李雪菱文; 徐文臺, 李為嘉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0519 我會數數= I can count 李雪菱文; 徐文臺,李為嘉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60096 進階外語. 韓語篇 朴炳善, 陳慶智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102 韓國語,一學就上手!. 發音及音韻變化篇 張莉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119 新韓檢初級TOPIK I 4週完全征服 玄柄勳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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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256 套公式學越南語！ 阮秋姮, 厲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263 商務.旅遊越南語. 初級 裴越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270 兩人一組!開口就能學日語 中村直孝, 林怡君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60287 西班牙文,每日一句 Javi, Sof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300 新日檢N5單字帶著背!(QR Code版) 張暖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317 用法語說臺灣文化: 太平洋中的璀璨珍珠= Parlons de la culture Taïwanaise en fraçais: la perle magnifique de l'Océan Pacifique阮若缺(Rachel Ju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348 用韓語說臺灣文化 郭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362 實力日本語. I= ぐんぐん実力が上がる日本語 山本卓司, 田中綾子, 陳冠霖, 陳淑娟, 張政傑, 廖育卿, 劉怡伶, 羅濟立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386 就是要學日本語. 初級= 今こそ日本語! 曾秋桂, 孫寅華, 張瓊玲, 落合由治, 廖育卿, 蔡欣吟, 蔡佩青合著; 淡江大學日文系編撰團隊主編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4266 坐四望五,打造人生的黃金下半場 旭文作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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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3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經濟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9789869954273 十二星座都是騙人的!? 天空為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54280 想歪囉!優質成人笑話特選輯 馮國濤編 初 其他 1

9789869954297 地表最強笑話王之笑個不停 二馬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03 精選特級冷笑話,保證笑不停 馮國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10 說三國,談管理,控全局 孫郡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27 唐朝這樣讀真有趣 孫郡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34 非死即傷的惡靈實錄 希拉紫(Shiela Z)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41 群魔亂舞的靈異事件簿 Budd Hopkins著; 劉偉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58 軍中樂園笑話總動員 馮國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65 一針見血、兩針見骨,三針見閻王的麻辣說話術天空為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72 永樂笑典: 保證笑聲不斷的笑料特選輯 馮國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89 歪樓笑料趴: 有點不正經才開心 馮國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096 三分鐘推理王: 奇案妙解大搜查 福爾摩沙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02 三分鐘破案王: 動動你的腦 福爾摩沙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19 UFO最新真相: 原來,飛碟才是諾亞方舟 蘇言, 徐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26 人脈煉金術: 人力資源專家教你如何經營優質人脈劉武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33 大轉折: 決定中華民國命運的700天 鄧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40 老中醫的百寶袋: 美顏.養生.療傷.治病小偏方 王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57 冷到大家都驚呆了!: 網路瘋傳笑話特輯 二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64 攻心18步: 91則非學不可的人性操控術 白山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71 奇案推理180題: 誰才是真兇? 狄人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88 秒殺!超推理: 兇手就是你! 福爾摩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195 搞笑者聯盟: 宇宙最強笑話輯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01 與古典文學有約: 圍爐夜話 (清)王永彬原著; 李安綱, 馬民書論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18 與古典文學有約: 小窗自紀 (明)吳從先原著;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25 與古典文學有約: 小窗幽記 (明)陳眉公原著 ;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32 與古典文學有約: 幽夢影 (清)張潮原著;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49 與古典文學有約: 呻吟語 (明)呂坤原著;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56 謎案快解: 三分鐘益智推理題 狄人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70 極品笑話大亂鬥: 太犯規了!連這種梗都有?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87 風吹蒿萊: 駐村筆記 范劍鳴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294 真心話大冒險: 趣味心理測驗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00 偶然的意外與驚人的巧合: 不可不信,邪!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17 殺很大!性格黑暗面心理測驗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24 深層心理測驗揭密: 真面目大爆料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31 女人最愛玩趣味心理遊戲 曾千庭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48 小心!他正在用心理學騙你: 49個瞬間改變命運的心理學詭計莫小軒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55 不寒而慄的恐怖詛咒 希拉紫(Shiela Z.)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62 生人勿近的魔界禁地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79 因緣際會的時空迴廊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386 佛禪智慧書: 一步一蓮花 泓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09 佛禪智慧書: 指如蘭花心如蓮 泓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16 佛禪頓悟集: 了無雜念,學會放下 泓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23 佛禪頓悟集: 笑拈蓮花 泓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30 佛禪頓悟集: 菩提無樹,草木成佛 泓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47 佛禪頓悟集: 拈花微笑,離苦得樂 泓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54 居心可測!神準趣味心理遊戲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61 注意!他又在用心理學玩弄你: 47個讓你忍不住按讚的心理學詭計莫小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78 品味決定個性: 深層心理測驗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85 時空錯亂的詭異境地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492 這就是大宋帝國: 文化很巔峰,軍事並不弱 孫郡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08 陰氣逼人的超自然體驗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15 算你狠!趣味心理遊戲 花火蝶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22 諸神封印的古代超文明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39 震撼人心的驚世奇聞 希拉紫(Shiela Z)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46 騙很大!暗黑教主趣味心理遊戲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53 走到哪玩到哪: 3分鐘趣味心理遊戲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60 可以不著急,此刻地球正常運轉中。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77 身處逆境還能笑,這世界沒有什麼能把你難倒。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84 放自己一馬,從此你的人生你做主。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591 快樂經濟學: 善用人性心理達成財富目標 徐秀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07 沒有不好賣,只有不會賣: 行銷人員充電手冊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14 享受寂寞,擁抱孤獨,一個人也可以很舒服 游志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21 減法人生超展開,換個活法真自在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38 擺脫負能量,真愛與喜樂將為人生指引對的方向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45 蘋果教父賈伯斯給年輕人的25堂課: 只要去做,就沒有不可能趙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52 讓妳一個人也不孤單的99種方法 沈哲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69 三分天才七分口才: 你非學不可的說話技巧 劉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76 不要在一個人的時候看的鬼故事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83 方圓並濟,軟硬通吃的說話藝術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690 別生氣,這就是人性!你非懂不可的54個心理學法則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06 每天進步一點點: 生活習慣優化術 田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13 知人知面可知心: 準確度奇高的專家識人術 曾樺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20 長得漂亮是優勢,活得漂亮是本事 心圓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37 軍中鬼話之惡靈碉堡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44 面試成功!求職面試必讀聖經 孫裕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51 校園煞到鬼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68 站在巨人的肩膀: 超經典職場心理學100則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75 高竿話術首部曲: 說得漂亮的場面話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82 猛鬼抓交替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799 這才是高級幽默: 名人趣聞軼事錄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05 都是心理學搞的鬼: 教你識破心機詭計的生存智慧書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12 態度決定財富: 50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致富心法石山水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29 管人就是管欲望,帶人則是帶信心: 給領導者的12堂必修課劉川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36 醫院卡到陰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43 氣場心理學: 讓你激發潛能,正能量全開的心靈自助手冊司徒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50 人皮娃娃 求無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67 人皮棺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74 女妖現形 求無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81 地獄遊 求無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898 吸精公主 求無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04 邪降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11 空間恐懼症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28 烈焰骷髏 求無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35 逃出殺人藤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42 第四個兇手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59 連環自殺案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66 陰陽傳說 魚悠若, 嘿嘿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73 惡女毒咒 求無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80 遇見吸血鬼皇帝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7997 奪命同學會 魚悠若, 嘿嘿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01 奪命狐仙 魚悠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18 外星人目擊者關鍵報告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25 外星人飛碟的祕密檔案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32 外星人恐怖攻擊實錄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49 飛碟入侵再發現!外星人檔案大解密 希拉紫(Shiela Z)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56 震驚世界的飛碟事件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63 101次感動: 愛是全宇宙最強大的正能量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70 一次讀懂十大賽局理論: 解析歷史事件中的博奕法則韓唐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87 一次讀懂奈米科技 鄭天喆, 姚福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094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隨時用幽默開外掛,不糾結的人生最瀟灑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00 人類文明在此轉了個彎: 65個偉大發明的小故事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17 大王跟你聊聊明朝亡國痛史 赫連勃勃大王(梅毅)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24 不只是有趣,還要考倒你: 68則超經典的動腦小故事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31 不完美犯罪: 三分鐘破案遊戲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48 中華文化裡的寓言故事: 178則來自成語與古文的智慧小品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55 五行均衡調理飲食養生法 魏辛夷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62 他殺認定!奇案偵探大考驗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79 生命之花朵朵開: 最真心感人的深情故事輯 董保綱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86 兇手在偷笑!犯罪現場偵探推理題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193 早點覺悟,少走點彎路: 別被似是而非的觀念誤你一生黃志堅, 成自來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09 死亡推理!奇案偵探大考驗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16 老和尚抓鬼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23 秒殺!限時破案推理遊戲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30 案情不單純!犯罪現場推理大考驗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47 破案王: 180個挑戰你思考習慣的推理奇案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54 做自己,就是最好的選擇: 113個讓你敞開心胸看世界的小故事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61 推理王: 180則訓練你看穿破綻的超完美犯罪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85 誰殺了德國公使?近代密史事件簿 <<檔案>>節目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292 超級女間諜事件簿 環球解碼檔案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08 發現火星的超文明證據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15 就算人格分裂也照樣很強大,明朝這個超級奇葩的漢人王朝孫郡鍇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22 發現失落的亞特蘭提斯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39 陰魂盤據在病房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46 這些道理有點怪,誰信了誰受害: 別讓落伍過時的思維左右你的人生黃志堅, 成自來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53 淡定有智慧: 向弘一法師學習從容與自在 泓逸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60 秘境尋奇北緯三十度線 周增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77 神秘消失的馬雅文明 Budd Hopk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391 空腹調體質,排毒一身輕: 斷食養生八堂課 陶紅亮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07 居家達人270招: 美容、家事、保健、養生有訣竅美黛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14 和尚也撞鬼 鬼谷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21 沒有大道理,只和你聊一下為人處世 李鎮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38 沒有大道理,只和你聊一下成敗得失 李鎮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45 沒有大道理,只和你聊一下平安喜樂 李鎮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52 當達文西找到小女孩: 來自真實人生的超感人故事輯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69 絕對嫌疑!奇案偵探大考驗 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76 推理王大挑戰: 180則越猜越聰明的動腦探案題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907 閱讀筆記: Book phenomenon 朱盈樺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380 暮年伴侶 潘詠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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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57383 一起走taskun mudaan 阿多Adoor Yeh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9238 New challenges in tertia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testing times柯士達(Paolo Costa)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9252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 108學年度 鄭靜宜總編輯 平裝 3

9789860729276 愛的里程: 于斌樞機抗戰時期剪報集 克思明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9283 信仰題問 賴效忠, 姜嶺合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輔大宗教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48

送存冊數共計：148

製菓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一印刷影印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0017 緣是源 宗非終: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小說創作集. 第27屆鄭印君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0031 生命的啟發者: 羅四維神父學思行澤 顧美俐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0780048 Oconomowoc to Zhuhai: memoire of a Jesuit educator[by] Daniel Gerald Ross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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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8604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COVID-19防疫抗煞紀實江漢聲, 王水深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0024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服飾行銷組畢業專題論文集. 2021 48屆= Annual Graduate Exhibition of the Textiles and Clothing Depart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織品服裝學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301 大覺詩鈔 龔必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537 藝異非凡: 高中市大元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作品集. 2021第十屆王怡月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3302 東協廣場的前世今生: 舊臺中第一市場印記 楊愉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4970 2021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市石雕協會第八屆會員聯展作品集陳冠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043 弘文學報. 第六期= Hong Wen academic journal 張瓊分, 鄭淑芬, 黃嘉瑩, 詹琇育, 林益靖, 曾立行, 張琦皇, 張世昌, 陳啟聞, 鄭棋瑋, 賴奉助, 陳宛廷, 蔡于色合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146 育仁校刊. 第40期 洪湘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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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育仁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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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石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弘文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元國小美術班班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夢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輔大領導與科技發展學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5361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靈峰蕅益大師要解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0406 台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22屆2021= 22nd Taichung Art Salon Society Exhibition何栢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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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曄鴻編輯委員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1808 麻薯舊社= PazehのMashu Jiushe story 陳平兒, 張慶宗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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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1706 大富宮誌 徐玉芬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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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601 Meet the jungle gorillas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18 All things big and small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25 Looking for the ding-dong bird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32 Spots and stripes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49 A rainy day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56 Climbing a tok-tok tree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63 A day at the pond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70 The loud lion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87 The big race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3694 Catching fireflies and stars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5414 Amazing adventures in dibble world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1st ed.]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6604 河濱公園美人樹花季兒童公益繪畫比賽作品集. 2020林南昌Life, 洪啟文Kevin, 鄭揚講Rack, 吳建霖Jerry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彰化縣北斗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天母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雕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蓋比泰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市朝中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媽祖信仰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麻糬社志願服務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811 天母傳家寶: 天母真傳 張永明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347 悉曇梵字書寫入門 釋一吉作; 臺北市悉曇吉祥成就會編輯組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3548 亞洲漫畫家恐怖驚悚漫畫一頁挑戰 賴有賢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484 境俱境的建立清晰明鏡 克主錦巴達傑作; 洛桑蔣千編譯 第一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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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52407 程式語言與設計 林萍珍, 吳松達, 吳誌維, 張文賢, 施文奇, 黃宥輔編著初版 平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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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宥輔編著初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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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2438 商業概論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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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452 觀光餐旅業導論 李宜玲, 董歆茹,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469 資訊科技 吳文立, 李亮生,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2476 資訊科技 施威銘, 傅玨華,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2483 數位科技概論 施威銘, 吳文立,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490 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506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513 數位科技概論滿分總複習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520 數位科技應用滿分總複習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537 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技應用滿分總複習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544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高昱綸, 楊明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551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 鄭曜鐘, 林金龍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2568 基本電學含實習絕殺講義 高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575 餐飲服務技術滿分總複習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582 觀光餐旅業導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599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7149 台北攝影年鑑. 2021= Taipei photography annual 2021顏麗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0239 打造頂尖DNA: 用冠軍思維縮短成功的捷徑 梁家銘著 平裝 1

9789869930246 國泰酷ㄚ嬤: 傳承富足一生的承諾 石淑蘭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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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悉曇吉祥成就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漫畫工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0890 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 清領時期 莊典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912 是在哈囉,大文豪! 黃彥瑋, 李怡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929 奇怪的生物知識增加了 水精靈(蘇仁福), 曾明騰作; Oliver Wei.卡斯威爾繪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1501 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機: 跨界主播的獨家職場處世學,解密累積實力、經營自己的41則工作心得劉涵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1518 療癒風超手感電繪: 4大技法x12種風格筆刷x60支示範影片鄭斐齡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1532 解愛芳療 鄭雅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1549 找到屬於自己的12使徒(經典新版) 林一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1556 養心中醫. 養生篇 楊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1563 中醫養心. 對症篇 楊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1570 養心中醫 楊力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621587 茶風味學 藍大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21594 流動瑜伽的身心回正練習: 人氣YT頻道「凱蒂瑜珈」全新編排！打開減壓開關,消化壞情緒的日常提案何雨涵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40410 做好自己喜歡的事,就會閃閃發光: 創作美聲Ariel蔡佩軒的3步驟夢想實踐清單蔡佩軒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40427 驚人的10秒瘦臉逆齡奇蹟: 減輕法令紋和雙下巴,緊實輪廓線!不打針、不動刀,徒手打造「抗老臉」的微整形效果村木宏衣著; 賴惠鈴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3780 英文基礎寫作教戰手冊 黃瑜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63797 唱吧!英文歌謠: 聽歌謠說故事(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Let's sing and learn English songsGloria Lu著 二版七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51239 點亮藝術力 孫菊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1727 與成功有約祕密版: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 The 7 habits on the go: timeless wisdom for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史蒂芬.柯維(Stephen R.Covey)西恩.柯維(Sean Covey)著; 顧淑馨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1826 家族企業的治理、傳承與接班 司徒達賢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1857 法布爾老師的昆蟲教室: 生生不息的自然與昆蟲奧本大三郎文; 山下浩平圖; 葉韋利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1864 向夕陽敬酒: 生命深秋時的智慧筆記 王浩一作.朗讀 其他 1

9789865251871 堅毅之路: 吳敦義 吳敦義口述; 楊艾俐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1918 AI 2041: 預見10個未來新世界 李開復, 陳楸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1956 新同學小斑= ZEB. 吉迪恩.薩姆森(Gideon Samson)著; 喬倫.約書亞(Joren Joshua)繪; 林敏雅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1963 我的非洲家人 堀米薰文; 小泉留美子圖; 賴庭筠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1970 1、2、 3,上學去! 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文.圖; 辛兆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1987 我輩中人: 寫給中年人的情書 張曼娟作.朗讀 其他 1

9789865252007 同理心對話: 增加談話深度的關鍵技巧= We need to talk: how to have conversations that matter瑟列斯特.赫莉(Celeste Headlee)著; 連育德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021 艱難的抉擇: 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 Difficult choices: Taiwan's quest for security and the good life卜睿哲(Richard C. Bush)著; 周佳欣, 劉維人, 廖珮杏, 盧靜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038 小小科學人: 100海洋大發現 傑羅姆.馬丁(Jerome Martin), 艾力克斯.弗斯(Alex Frith),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 藍.庫克(Lan Cook), 米娜.雷希(Minna Lacey), 莉潔.柯普( Lizzie Cope)文; 多明尼克.拜隆(Dominique Byron), 戴爾.埃德溫.莫瑞(Dale Edwin Murray), 費德里柯.馬里亞尼(Federico Mariani), 蕭.尼爾森(Shaw Nielsan), 傑克.威廉斯(Jack Willaims)圖; 王季蘭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045 我做得到!小建築師伊基 安德麗雅.碧蒂(Andrea Beaty)文;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圖; 林良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052 哪個是哪個?: 動物比較圖鑑 高岡昌江文; 友永太郎圖; 張東君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5252069 一生必修的科學思辨課 江才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090 大堡礁 海倫.斯凱爾斯(Helen Scales)文; 豐風(Lisk Feng)圖; 賴雅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106 影響力策略: 16個永續共榮的企業故事 林惠君, 黃筱珮, 邵冰如, 陳培思, 朱乙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52113 不偷懶小學. 1, 不摸魚老師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120 不偷懶小學. 2, 不可能奇蹟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137 不偷懶小學. 3, 不好找寶藏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144 不偷懶小學. 4, 忍不住大師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205 我是榮利. 3, 榮利的棒呆鬼故事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212 敲一敲、搖一搖,魔法樹! 克莉絲蒂.麥瑟森(Christie Matheson)文.圖; 李紫蓉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5252229 壓一壓、澆澆水,魔法種子! 克莉絲蒂.麥瑟森(Christie Matheson)文.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236 萬物簡史. 上, 天地奇航=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境好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語言工場

送存冊數共計：2

聚光文創



9789865252243 萬物簡史. 下, 生命擂台=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274 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羅寶鴻文; 李小逸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281 公的還是母的?動物比較圖鑑 高岡昌江文; 友永太郎圖; 張東君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5252298 媽媽,你還愛我嗎? 羅寶鴻文; 李小逸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304 人生賽道,勇敢試也要勇敢放棄 劉宥彤作.朗讀 其他 1

9789865252335 亞馬遜逆向工作法: 揭密全球最大電商的經營思維= Working backwards: insights,stories,and secrets from inside Amazon柯林.布萊爾(Colin Bryar), 比爾.卡爾(Bill Carr)著; 陳琇玲, 廖月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359 少年讀史記. 1, 帝王之路 張嘉驊編著; 鄭慧荷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366 少年讀史記. 2, 霸主的崛起 張嘉驊編著; 官月淑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373 少年讀史記. 3, 辯士緃橫天下 張嘉驊編著; 官月淑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380 少年讀史記. 4, 絕世英才的風範 張嘉驊編著; 官月淑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397 少年讀史記. 5, 漢帝國風雲錄 張嘉驊編著; 官月淑繪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403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庫基耶(Kenneth Cukier),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德菲爾利科德(Francis de Véricourt)著; 林俊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496 目標: 簡單有效的常識管理= The goal: a process of ongoing improvement伊利雅胡.高德拉特(Eliyahu M. Goldratt), 傑夫.科克斯(Jeff Cox)著; 齊若蘭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502 怎麼問才對?: 怎麼問問題?或是不問問題 艾菩若.普莉.薩尤爾(April Pulley Sayre)文; 莉莎.赫南迪斯(Leeza Hernamdez)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519 高度2500呎的夢想: 台東如何打造熱氣球第一品牌陳書孜, 王思佳著 平裝 1

9789865252519 高度2500呎的夢想: 台東如何打造熱氣球第一品牌陳書孜, 王思佳著 平裝 2

9789865252526 不會改變的清單 雷貝嘉.史德(Rebecca Stead)著; 趙永芬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540 生物變變變 沙賓娜.拉蒂瓦(Sabina Radeva), 伊格莉卡.柯德嘉科瓦(Iglika Kodjakova)設計.繪圖; 徐仕美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571 數字裡的真相: 71個最透澈的世界觀察= Numbers don't lie: 71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world史密爾(Vaclav Smil)著; 畢馨云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618 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創造民主新制度= The politics industry: 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Gehl), 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作; 譚天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632 臥底經濟學家的10堂數據偵探課= How to make the world add up: ten rules for thinking differently about numbers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廖建容, 廖月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649 疫無反顧 邱莉燕等採訪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793 追光之旅: 你所不知道的同步輻射 許火順, 林錦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52816 哥,就是個狠角色: 細數戰國風雲人物,誰能縱橫天下?金哲毅作; 何立翔朗讀 其他 1

9789865253059 終於,還是愛了 陳文茜作.朗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534 意外的國度: 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林孝庭作;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963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 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顧若鵬(Barak Kushner)著; 江威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808 建築百講: 高雄一百個經典建築 黃于津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080839 大井頭放電影: 臺南全美戲院 王振愷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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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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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945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林孝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945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林孝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0976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林孝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81003 百年爛漫: 漫畫與臺灣美術的相遇 五0俊二, YAYA, 陳小雅編繪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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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1041 大井頭畫海報: 顏振發與電影手繪看板 王振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81041 大井頭畫海報: 顏振發與電影手繪看板 王振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81133 奇蹟的救命靈藥: 胰島素發現的故事 蒂亞.庫伯(Thea Cooper), 亞瑟.安斯伯格(Arthur Ainsberg)著; 胡德瑋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1506 維也納之心: 疫情時代的德語筆記 蔡慶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513 約伯與飲者傳說= "Hiob" und "Die Legende vom heiligen Trinker"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著; 宋淑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7647 遠離塵囂 湯瑪士.哈代作; 許純華, 游佳霖, 溫澤元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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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7571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帕拉宏撒.尤迦南達作; 王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7595 靈魂修理師: 遇見無法逃離「自覺不完美」情緒而壞掉的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作; 高子晴, 楊文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0538 請你說話: 卡內基給商界人士的演說力指導;說服X影響X打動人心的魅力口才;成功企業家的最強外掛戴爾.卡內基作; 王林, 楊玲萱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5

菓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3

遠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5547 守護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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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608 在登山的路上= The hike 艾莉森.法雷爾(Alison Farrell)文.圖; 羅吉希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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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646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6, 文藝復興時代: 米開朗基羅的時代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653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7, 近世史. I: 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時代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660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8, 近世史. II: 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時代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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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721 專注力遊戲書: 紅樓大觀園. 春夏篇 狐狸家編著; 姜紫迎.劉霽瑩繪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738 專注力遊戲書: 紅樓大觀園. 秋冬篇 狐狸家編著; 姜紫迎.劉霽瑩繪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882 明日少女俱樂部 賴曉珍著; 六十九繪 初版 平裝 2

9789860784008 紅噗噗與藍嚕嚕 茱莉亞.唐娜森作; 艾賽爾.薛弗勒繪畫; 羅吉希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84121 微物世界: 安東尼.范.雷文霍克的故事 蘿瑞.亞歷山大作; 薇薇安.米丹柏格繪; 齊若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84176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2, 春秋戰國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183 風之電話亭 希瑟.史密斯文; 瑞秋.和田繪畫;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84251 北極熊探險隊. 2, 女巫山= Explorers on witch mountain艾莉克斯.貝爾(Alex Bell)作; 托米斯拉夫.托米奇(Tomislav Tomić)繪圖; 柯清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268 北極熊探險隊. 3, 黑暗冰橋= Explorers on black ice bridge艾莉克斯.貝爾(Alex Bell)作; 托米斯拉夫.托米奇(Tomislav Tomić)繪圖; 柯清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275 北極熊探險隊 艾莉克斯.貝爾(Alex Bell)作; 托米斯拉夫.托米奇(Tomislav Tomić)繪圖; 廖綉玉, 柯清心翻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84282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3, 秦與西漢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398 說學逗唱,認識節氣與節日套書 王家珍作; 洪福田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84404 少年愛讀世界史1-5套書: 從遠古史到中古史 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84411 少年愛讀世界史4-5套書: 中古史 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84442 樹旅館. 1, 尋找真正的家= Heartwood hotel: a true home凱莉.喬治(Kallie George)著; 史蒂芬妮.葛瑞金(Stephanie Graegin)繪;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534 專注力遊戲書: 紅樓大觀園 狐狸家編著; 姜紫迎, 劉霽瑩繪畫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84541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4, 東漢三國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2329 抖S宇宙先生的1分鐘「下單」練習: 給跟宇宙下訂單87次還沒成功的你: 每天1句「愛的鞭策」,強運增幅,人生從此開掛小池浩著; アべナオミ繪;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5550 不管孩子,比管孩子還難!: 黑幼龍給父母的15個教養叮嚀(特別收錄)請問黑老師!關於教養的10個Q&A黑幼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5581 認知覺醒: 開啟自我改變的原動力 周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2234 索羅斯談索羅斯: 走在曲線趨勢之前的傳奇投資大師 = Soros on soros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著; 李立心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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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355 BTS:THE REVIEW當我們討論BTS: 在嘻哈歌手與IDOL之間的音樂世界,專輯評論X音樂市場分析X跨領域專家對談,深度剖析防彈少年團= BTS : THE REVIEW 방탄소년단을 리뷰하다金榮大著; 曹雅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362 60歲的我,也能完成226超級鐵人三項 曾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379 夢尋祕境卡達斯: H.P. Lovecraft幻夢境小說傑作選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著; 李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386 健身,也健心: 傳奇教練丹約翰的人生與肌力訓練講堂= Attempts: essays on fitness, health, longevity and easy strength丹.約翰(Dan John)著; 王啟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70776 綠燈= Greenlights 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著; 李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783 綠燈= Greenlights 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著; 李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3515 羅傑.費德勒: 無可取代的網球之王= Roger Federer: Die Biografie雷恩.史道佛(René Stauffer)著; 陳珮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8838 我的心也需要呵護: 快樂會消逝,情緒也會過去,你需要的是奪回心靈方向盤,照顧脆弱的心= 내 마음을 돌보는 시간金慧伶著; 陳宜慧譯 平裝 1

9789869948876 為什麼我們這樣想,那樣做？= Dina dolda drivkrafter : hur tre psykologiska behov styr ditt liv安潔拉.阿霍拉(Angela Ahola)著; 郭騰毅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潮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發光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堡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拾青文化



9789860648010 曼蒂家的豐盛沙拉= Mandy's gourmet salads 曼蒂.沃爾夫, 瑞貝卡.沃爾夫, 梅莉迪絲.艾瑞克森著; 羅亞琪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4572 共產元年1917: 俄國革命與改寫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 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7雷克斯.韋德(Rex A.Wade)著; 謝家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4589 末日: 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盧靜, 廖珮杏, 劉維人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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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736 圖解捍衛戰士: 美國頂尖飛行員的誕生地= Topgun: the US Navy fighter weapons school: fifty years of excellence布列.愛爾華(Brad Elward)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29767 我在索羅門: 台灣大使親臨美日舊戰場的回憶= My Time in Solomon Islands: World War II Battleground through the eyes of an Ambassador羅添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798 精英戰士: 從斯巴達到反恐戰爭的2500年歷史= The elite: the story of special forces: from Ancient Sparta to the War on Terror雷諾夫.范恩斯(Ranulph Fiennes)著; 許綬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5508 廢墟的故事 鄧觀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2880 我們身體裡的生命演化史: 演化如何打造出身體,而身體的演化又如何構成新的物種?一部關於器官、組織、細胞、DNA長達40億年的故事。= Some assembly required: decoding four billion years of life, from ancient fossils to DNA尼爾.蘇賓(Neil Shubin)作;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106 何謂活著?: 探索生命的邊界= Life's edge: searching for what it means to be alive卡爾.齊默(Carl Zimmer)作; 吳國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40619 一起吃Taiwan美食= Eat Taiwanese food together 丁丁, 薇薇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626 手機拍日常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Bridge Chung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633 生活禪: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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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1204 巴赫花精新手指南 Lilian, 花精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5382 狩SOUL. Vol.2 蚩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429 制服至上. 3, 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436 滬尾畫帖: 淡水古蹟擬人誌 蚩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443 說故事遊戲 曾耀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467 羅賽塔: 時光的宣敘調 Eli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481 魔印人. 2, 沙漠之矛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498 十年.踏痕歸 護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504 採集人的野帳. 第一集 英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559 人間紀錄 超殘虐愛神. 2 林明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573 宇宙奧狄賽. 2, 光之復讎 洪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580 宇宙奧狄賽. 3, 永劫銀河 洪凌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翡冷翠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燎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雙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廣場



9789863195597 宇宙奧狄賽. 4, 歙粒無涯 洪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603 宇宙奧狄賽. 5, 上帝的永夜 洪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610 宇宙奧狄賽. 6, 魔鬼的破曉 洪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641 玦: 孿生 曾耀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665 信使的遺產: 魔印人短篇集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672 無價之畫: 巴黎的追光少年. 上 HO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689 Artists in Taiwan: 臺灣插畫.漫畫家藝術精選 Ahoi等作; Pixiv監修; 吳慶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696 魔道御書房: 科/幻作品閱讀筆記 洪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702 銀河滅 洪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733 烏鴉六人組 莉.巴度格(Leigh Bardugo)著; 林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719 烏鴉六人組. 上 莉.巴度格(Leigh Bardugo)著; 林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726 烏鴉六人組. 下 莉.巴度格(Leigh Bardugo)著; 林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757 特殊傳說. III. vol.2 護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764 夜風畫集.RAINBOW 夜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788 吊煞叩門 醉琉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818 光之祭司. vol.4, 以愛為名的勇氣 香草作 其他 1

9789863195825 破滅: 案簿錄.浮生. 卷二 護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863 我,精靈王,缺錢!. 6 醉琉璃作 其他 1

9789863195887 特殊傳說. III. vol.03 護玄作 其他 1

9789863195894 臺灣都市傳說百科 楊海彥, 謝宜安, 阮宗憲著 其他 1

9789863195900 看不見的圖書館. 6, 梅杜莎之筏 珍娜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聞若婷譯 其他 1

9789863195931 我,精靈王,缺錢!. 7 醉琉璃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8061 異世界萌怪漫畫造型入門: 不藏私萌寵漫畫技法教學蔡蕙憶(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8078 孔雀魚.日光燈的快樂飼養法 佐佐木浩之著; 彭春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8085 兔子的夢幻婚禮 zha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8092 頸椎症候群預防保養書 漢欣文化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8108 擬真摺紙. 3, 陸上行走的生物篇 福井久男著; 賴純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8115 全圖解超速效腳底按摩(新裝版) 漢欣文化編輯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6409 佛說<>. 上品經卷第九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3325 太自私了吧? 克萊兒.海倫.威爾許(Clare Helen Welsh)文; 奧立維.塔列克(Olivier Tallec)圖; 李紫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349 從經典名畫認識藝術家: 跨越虛實的芙烈達 露西.布朗里奇(Lucy Brownridge)文; 珊卓拉.迪克曼(Sandra Dieckmann)圖; 朱恩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363 從經典名畫認識藝術家: 超越自我的歐姬芙 露西.布朗里奇(Lucy Brownridge)文; 愛麗絲.維澤(Alice Wietzel)圖; 汪仁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370 晚安囉!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387 我愛你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394 顏色和形狀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400 遊戲時間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417 動物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424 車子來了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431 洗澡囉!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448 數一數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479 是誰在跳呢? 李政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493 謝謝你,熊醫生 角野榮子文; 垂石真子圖; 游嘉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530 大男孩不哭 強提.豪利(Jonty Howley)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547 快一點,蒂蒂! 溫蒂.邁杜爾(Wendy Meddour)文; 丹尼爾.伊格尼斯(Daniel Egneus)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561 100隻壞野狼 瓦勒利.戈巴契夫(Valeri Gorbachev)文.圖; 姚文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585 山是我的家 馮思瓦.歐比諾(François Aubineau)文; 傑鴻.貝哈(Jerome Payrat)圖;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睿和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漢欣文化



9789864403608 要穿什麼呢? 珍.佛斯特(Jane Foster)作;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639 來種花吧! 珍.佛斯特(Jane Foster)作;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646 愛德華的眼鏡 皮姆.凡赫斯特(Plmm van Hest)文; 妮可.塔斯瑪(Nynke Talsma)圖; 游珮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691 我出生的這一天 中川宏貴文; 長谷川義史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707 心情不好的小金 蘇珊妮.連恩(Suzanne Lang)文; 麥克斯.連恩(Max Lang)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714 女生的小馬桶 愛羅娜.法蘭蔻(Alona Frankel)文.圖; 林芳萍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403752 收集色彩的魔術師: 迪士尼獨一無二的藝術家瑪莉.布萊爾的神奇世界艾美.古格里耶摩(Amy Guglielmo), 賈桂琳.圖維爾(Jacqueline Tourville)文; 布莉吉.巴拉傑(Brigette Barrager)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783 李歐納國王的泰迪熊 菲比.史汪(Phoebe Swan)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837 基因大冒險: 雙胞胎與遺傳的祕密 維多.庫塔爾文; 博亞.阿貝申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844 當你長大的時候 湯本香樹實文; 秦好史郎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899 好想好想見到你 宮西達也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912 好像在哪兒見過? 市川圭子文; 長谷川義史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929 發光的樹 海狗房東文; 貓魚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943 被歌聲喚醒的藍鳥 布麗塔.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文.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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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為仁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7608 國中數學科講義. 7上 林佩綉, 駱果欣作 平裝 1

9789860667615 國中數學科講義. 8上 林佩綉, 駱果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232 阿三妹奉茶 彭歲玲圖文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958 親像是昨日: 九層嶺.老照片合輯 萬盈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386 瀛海潮. 107: 拾故 許瑋倫, 張芸榕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646 樂活の日語 呂麗秋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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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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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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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258 操控與反操控: 德國法律人都在用的日常修辭邏輯與誤謬偵知法= Schwarze rhetorik.賈誠柯(Wladislaw Jachtchenko)作; 廖芳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272 我們必須去:駕駛艙視角的飛行故事 王立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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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333 料理三國 本庄敬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3289395 戰國時代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401 項羽對劉邦: 楚漢雙雄爭霸史 司馬遼太郎著; 鍾憲譯 四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瀛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縣藝術人文三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維兒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漪欣數位科技



9789573289418 項羽對劉邦: 楚漢雙雄爭霸史 司馬遼太郎著; 鍾憲譯 四版 平裝 下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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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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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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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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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500 四個神聖的秘密: 關於愛與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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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思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517 孤獨戀語= Amours solitaires 莫卡娜.歐亭(Morgane Ortin)著; 周昭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524 楚漢相爭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531 吞併六國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548 萬里誅殺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555 匈奴崛起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562 黃老之治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579 昏君輩出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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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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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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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道還譯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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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9647 超嶽. 1, 從心開始的巔峰之旅 莊河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654 太陽神試煉. 5, 尼祿之塔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楊馥嘉, 王心瑩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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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678 開疆拓土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685 宮廷鬪爭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89708 料理三國= Three kingdoms cuisine 本庄敬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573289883 料理三國= Three kingdoms cuisine 本庄敬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573289739 我很奇怪但很可愛: 這些動物超有哏,讓人長知識又笑到翻新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746 究極一人行 劉黎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753 這一夜,雍正奪嫡 丁燕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9777 男人的菜市場 劉克襄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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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琪雯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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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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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838 不一樣的中國史. 9: 從士人到商幫,商業趨動的時代-元、明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852 人生賽道,勇敢試也要勇敢放棄 劉宥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890 MENSA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挑戰最強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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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906 MENSA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挑戰最強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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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913 MENSA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挑戰最強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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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920 臺諺55走跳江湖: 臺灣俗諺教會我的處世眉角 周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975 憶往述懷: 我的司法人生 翁岳生口述; 李建良主筆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9982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洪愛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9999 東漢瓦解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001 全國混戰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025 跋扈將軍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032 燕然勒石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049 馬援之死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056 赤壁之戰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063 我想念我自己= Still Alice 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著; 穆卓芸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90094 文茜說世紀典範人物: 不帶虛名的外衣走天涯- 邱吉爾、戴高樂、羅斯福陳文茜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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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155 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教師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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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詠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292 壽春三叛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315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理化篇. 4 科學少年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0322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地科篇. 4 科學少年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0339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生物篇. 4 科學少年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0346 三國鼎立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384 司馬奪權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438 我在西伯利亞的監獄 尤安.巴爾貝羅著; 范兆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0445 我想念我自己(經典愛藏版) 莉莎.潔諾娃著; 穆卓芸譯 三版 其他 1

9789573290650 改變世界的政治哲學思想: 人類偉大思潮30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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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映廷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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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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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704 變臉人= La belle image 馬歇爾.埃梅(Marcel Aymé)著; 陳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711 沒有名字的那座山 山女孩Ki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735 五胡亂華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742 大分裂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759 八王之亂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766 石虎肆暴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810 小站也有遠方 劉克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827 極度吸睛: 上台不冷場,重量級講師教你的精準說話課曾培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834 隨意鳥日子 BIRD ERA鳥時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841 王始帝國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858 蕭鸞眼淚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865 洛陽暴動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872 符堅大帝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889 自毀長城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896 全盤漢化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902 河陰屠殺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919 參和殺俘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926 南北朝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933 劉彧詔書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940 肥水之戰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957 統萬碑文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0988 好好笑漫畫數學: 買賣大作戰 郭雅欣編劇; 司空彌生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0995 好聰明漫畫醫學: 原來身體這樣運作! 許雅筑編劇; 謝宜珊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015 變臉人 馬歇爾.埃梅(Marcel Aymé)著; 陳文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039 不一樣的中國史. 9: 從黨爭到鐵騎,征服王朝的時代: 宋、遼、金楊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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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053 極度吸睛: 上台不冷場,重量級講師教你的精準說話課曾培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077 隨意鳥日子 BIRD ERA鳥時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138 武照奪權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145 玄武門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152 皇后失蹤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169 惡妻惡女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176 官逼民反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183 遍地血腥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190 范陽兵變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06 開元盛世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13 南北統一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20 恐怖世界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37 貞觀之治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44 禽獸王朝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51 餓死宮城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68 江都政變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75 睢陽之圍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82 黃龍湯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299 黃金時代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305 突厥可汗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312 小站也有遠方 劉克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381 四方雲集: 臺.港.中.新的繪本漫畫文圖學 衣若芬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480 病者生存: 為何我們需要疾病?一位美國怪咖醫生顛覆你對疾病的看法!沙隆.莫艾倫(Sharon Moalem), 強納生.普林斯(Jonathan Prince)作; 王婉卉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497 講理就好 洪蘭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3291558 兩個爸爸 陳子良, 陳海思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565 疫後大未來: 誰是大贏家?全球五十大最佳商學院教授蓋洛威剖析全新商業環境下的挑戰及商機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作; 葉中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589 千里白骨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596 大中之治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02 大黑暗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19 小分裂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26 五代時代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33 元和中興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40 分裂尾聲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57 牛李黨爭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64 半截英雄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71 甘露事變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88 兒皇帝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695 軍閥混戰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701 涇原兵變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718 狼虎谷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725 高平之戰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732 黃巢民變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749 豬皇帝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756 橫挑強鄰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831 為前進而戰: 盧修一的國會身影 藍麗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848 東華春理髮廳. 1 阮光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1961 賴爸爸的數學實驗: 12堂生活數感課 賴以威作; 張睿洋繪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029 島之曦 陳耀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067 強勢品牌成長學: 從行為經濟學解盲消費心理,關鍵六步驟打造顧客首選品牌王直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111 好好笑漫畫數學: 生活數字王 司空彌生, 沈宜蓉, 若望漫畫 其他 1

9789573292128 好聰明漫畫醫學: 生病了該怎麼辦? 曾建華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142 鍾肇政的臺灣關懷 周錦宏, 鍾延威, 王保鍵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159 海外客家研究的回顧與比較 蕭新煌, 張維安, 張翰璧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333 理尚往來: 新未來公民的品德素養 洪蘭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2340 最好的教養,從正向面對情緒開始: 父母最信賴的心理學家,教你如何不打不罵不怒吼,回應1-5歲孩子的負面情緒和行為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著; 周昭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364 我的世界幻遊 露西.布雲里耶作; 陳郁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425 般度戰士: 許願樹之謎 洛希妮.查克西(Roshani Chokshi)著; 劉嘉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432 不一樣的中國史. 11: 從光明到黑暗,矛盾並存的時代-明楊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449 善良的逆襲: 正直卻有謀略,精明卻不使詐,七個顛覆厚黑學的真實成功故事大衛.波戴尼(David Bodanis)著; 顏涵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494 反正都可以到嘛! 張筱琦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692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生物篇. 5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其他 1

97895732927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理化篇. 5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其他 1

9789573292715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地科篇. 5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其他 1

9789573292760 改變我們如何學習的科學Grasp: MIT有效學習法的實踐山加.沙馬(Sanjay Sarma), 路克.約辛托(Luke Yoquinto)著; 洪蘭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791 一人創富: 推動財富飛輪,創造個人自由 于為暢著 其他 1

9789573292913 今晚有貓伴身邊. 1 咕嚕Z作; 林慧雯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9206 世紀藝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南高屏地區校友會員聯展作品輯. 2021王俊夫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0138 悠遊臺江樂迎神: 台南市悠遊畫會會員作品集 王俊夫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574 貨物作業章程 蔡朝祿, 苟榮華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2

9789865897581 好父母必修的法律學分 陳國義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7598 夫妻必修的法律學分 陳國義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2876 輔英科技大學社會責任永續報告書. 2020 薄榮薇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輔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悠遊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57

送存冊數共計：159

臺南市臺灣藝術大學校友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609 處方式保養: 一客一方皮膚管理技術 劉興亞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903 iOye!聽說西語很簡單 孫艾雯, 吳華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567 不乖: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成果展作品年鑑. 110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110級全體畢業生圖文; 許維玿主編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233 麥基洗德: 新千禧年的祭司聖職 妮塔.詹森(Nita Johnson)著; World for Jesus翻譯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5257 輕鬆學16型 王天佑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75264 輕鬆學教會歷史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75271 原來十誡這麼重要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75288 雲彩集: 集群恩膏= Cloud set: cluster auoiuting 主的使女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609 醜泥怪 許秀美文; 邱千容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864 軌道生命力: 用布林軌道透視股價漲跌的大關鍵賴宣名,羅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871 轉折生命力: 金角銀邊操作學(上下冊合訂版) 賴宣名,羅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888 波動生命力: 股價波動的基本架構 賴宣名,羅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895 實戰大贏家: 股市必備致勝武器 pipi12157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01 主控藏寶圖淘金術: 作線軌跡の透視顯像秘笈 黃肇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18 台指贏家當沖SOP pipi12157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25 股票不盯盤: 分析師千古名著 劉建忠(司令操盤手)作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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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49 股道無間: 股票與期貨多空致勝法則 阿佘(艾斯)作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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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63 飆股十三章 pipi12157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70 台指當沖教戰守則: 買賣空補的訣竅 pipi12157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87 大架構操作生命力: 多週期KD操作精解 賴宣名(羅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66994 THE ANSWER答案 kobepenny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008 期權贏錢17招: 選擇權不盯盤 劉建忠(司令操盤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015 股市斷捨離 阿佘(艾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022 期貨選擇權投資寶典: 贏家的聖盃 竇偉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039 主控操盤必殺技: 動態渾沌套娃結構操盤秘笈 黃肇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046 實戰台指期. 2, 當沖看盤勢, 波段看趨勢! 濁酒作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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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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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077 飆股.期貨NO.1: 提早退休20年 劉建忠作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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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091 天才賺錢術: 年報酬30-50％ 劉建忠(司令操盤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7205 神奇的股票拋物線 林玖龍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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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睿科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碧盈美學集團



9789860637212 實戰台指期. 3, 在市場久活與獲利關鍵 濁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7229 斜槓金融投資的成功思維 吉丞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287 廣海明月: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 第四卷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常老和尚講述; 真如淺析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209 廣海明月: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 第四卷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常老和尚講述; 真如淺析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4363 讓你受歡迎的15堂友誼課 喬冰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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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394 我不弱,不要欺負我 張放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31017 22種人生x22種啟示 國文科編輯小組編 平裝 1

9789864331024 與名人有約 國文科編輯小組編 平裝 1

9789864331031 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 公民. 1-4冊 劉銘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048 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 歷史. 1-4冊 蘇湖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055 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重點本. 數學. 1-4冊 許連喜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062 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試題集. 數學. 1-4冊 許連喜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079 國中大聯盟複習講義. 地理. 1-4冊 蔡志鵬, 陳芳敏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086 達陣國中閱讀素養複習講義重點本. 理化科. 3-4冊段清文編 平裝 1

9789864331093 完全解讀複習講義. 數學A+B. 1-4冊(3-4冊高二課程)謝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109 達陣複習講義. 數學A. 1-4冊(3A-4A冊高二課程)林志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116 好試桔國中數學(適康版). 1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123 好試桔國中數學(適南版). 1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130 好試桔國中數學(適翰版). 1上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500 阿茲海默症其實離你不遠: 創新科技讓你提前預防失智症楊謝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533 <>總也不老 何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540 跑步的人: 隱地短篇小說選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557 心裡字療 舒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564 人生學校 林貴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391 書法的基本功: 書法的原理與實踐 林岳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0607 蘇西的世界: 真實的謊言 蘇西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隆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印刷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創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磁量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福智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8118 建築設計通論=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al design王錦堂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132 機械人工程學 合田周平, 木下源一郎著; 趙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149 步行機械人與人工腳 M. Vukobratovic著; 趙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156 機械人的手: 力學與運動 M. Vukobratovic著; 趙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163 產業機械人的應用 渡邊茂監修; 日本產業用機械人工業會編; 趙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170 產業機械人的原理 渡邊茂監修; 日本產業用機械人工業會編; 趙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187 圖解機械人手= Robot hand 加藤一郎編著; 趙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194 圖解機械手= Mechanical hand 加藤一郎著; 趙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170 精彩.適時: 臺華窯四十年彩瓷特輯 劉國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8903 流浪的龜龜 陳維銘繪圖; 陳月文故事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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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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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266 混MIX: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二十八屆第28屆商業設計學系全體同學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242 銘傳應用中文 游秀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4500 今日遇見聖保祿: 保祿書信詮釋= Meeting St. Paul today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陳靜怡, 龔涵芬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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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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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24 今日遇見聖路加: 路加福音詮釋 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劉富忠, 陳靜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24 今日遇見聖路加: 路加福音詮釋 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劉富忠, 陳靜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31 締造和平與非暴力 斯德望.賓次(Stephen J. Binz)著; 劉滿堂, 陳靜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48 于斌樞機和他的時代 雷震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79 成世光主教神學本地化思想初探 阮仕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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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510 學生創業家X創意創新十八般武藝(工具) 顏嘉宏, 鍾智超, 蔡展維, 羅希哲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睿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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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銘傳大學金融科技應用學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商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藝術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華陶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2742 嘉義市書法學會作品集. 第十六屆 翁名灌專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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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07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應用實習張義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5408 讀衣 馮亞敏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501 不可無本. I: 當代短篇獨幕劇集= BIU short plays. I鍾欣怡, 蔡甯衣, 沈宛瑩Sím Oán-Ê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397 聖法訣云 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2

9789869671408 聖法訣云 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2

9789869671415 聖法訣云 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075 Harbor: 思維流載,設計匯泊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3887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電商創業個案研究. 108學年度= A case study of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2019羅彥棻等作; 易明秋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6293986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企業倫理專題研究選集. 108學年度= The collection of special topics on business ethics,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2019羅瓊娟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129 實踐服設畢業專輯. 2021= 2021 Shih Chien fashion design graduate collection孔定康平面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044 愛生老死: 表現法106107108創作教學單元筆記收錄包涵宥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099 EVE: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學系畢業製作作品集. 106級第十一屆時尚設計學系106級第十一屆全體畢業生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6294150 設計創作與學術國際研討會. 2021: 日常風格的對話作品集= Dialogue of daily style portfolio林恒正總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福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團團創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滿藝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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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漢源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2

嘉市書法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136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畢業論文集. 2021= 2021 USC 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Department on the graduate theses夏士敏, 楊宜潔, 陳育珊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013 玉墨清吟: 玉屑詩社成立五週年紀念專刊 林宏達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0766 超圖解iPhone App開發入門 森巧尚作;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0766 超圖解iPhone App開發入門 森巧尚作;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6157 必學!Python資料科學.機器學習最強套件-Numpy、Pandas、Matplotlib、OpenCV、scikit-learn、tf.Keras石川聡彦作; 劉金讓譯 平裝 1

9789863126416 物聯網IoT實作入門 蔡慧貞, 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546 白話演算法!: 培養程式設計的邏輯思考 Aditya Bhargava著; 郭柏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591 設計師一定要學的Bootstrap5 RWD響應式網頁設計: 行動優先的前端技術陳惠貞作 平裝 1

9789863126607 超圖解ESP32 物聯網實作入門 趙英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614 Python技術者們: 實踐!帶你一步一腳印由初學到精通施威銘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26621 科學資料的建模基礎 江崎貴裕著; 王心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638 學Procreate的第一本書: 有iPad就能畫!初學者也能上手的Procreate插畫課3dtotal Publishing編著; 吳郁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645 Python刷題鍛鍊班: 老手都刷過的50道程式題 求職面試最給力= Python Workout: 50 ten-minute exercisesReuven M. Lerner著; 施威銘研究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652 超圖解資料科學x機器學習實戰探索使用Python陳宗和, 王雅惠, 陳瑞泓, 楊清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669 彈性阻力帶肌力訓練大全 Phil Page, Todd Ellenbecker著; 林晉利, 萬明岳譯 平裝 1

9789863126683 速查!數學大百科事典: 127個公式.定理.法則 蔵本貴文作; 黃鵬瑞譯 平裝 1

9789863126690 資料視覺化設計: 設計人最想學的視覺化魔法,將枯燥數據變成好看好懂的圖表= データ視覚化のデザインYukari Nagata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06 完全自學!: Go語言(Golang)實戰聖經 Delio D'Anna, Andrew Hayes, Sam Hennessy, Jeremy Leasor, Gobin Sougrakpam, Dániel Szabó著;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13 ESP32xPython AIoT大應用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6720 機器學習超應用: 不只要看得懂,還要能解決實際問題チーム.カルポ作; 温政堯譯 平裝 1

9789863126737 PyTorch大神的深度學習攻略: 核心開發者親授!讓你少走彎路,快速培養實戰能力= Deep learning with PyTorchEli Stevens, Luca Antiga, Thomas Viehmann著; 黃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51 超入門!AI聲音姿態影像辨識大應用 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68 AutoCAD 2022電腦繪圖設計 陳坤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6782 深度學習基石書 Jon Krohn, Grant Beyleveld, Aglaé Bassens作; 黃駿, 哈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812 用Raspberry Pi Pico x Python玩創客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6843 資訊安全概論 林祝興, 張明信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26850 新觀念PHP8+MySQL+AJAX網頁設計範例教本陳會安作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26881 Python教學手冊= Practical programming with Python洪維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0052 辜顯榮翁傳 宮崎健三主筆; 尾崎秀太郎(尾崎秀真)主編; 王佐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0069 百年戰役: 臺灣疫情史中的人與事1885-1945 王佐榮, 蔡蕙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758 實業家的二林: 林本源製糖關係事件 許丙手稿; 許伯埏補述; 李柏亨翻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72765 大東亞寫真年報(2603年版)= Japan photo almanao朱家煌監修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72796 艦長大哉問: 海軍基礎知識與歷史事典= About the navy海擘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2502 霧峰宮保第: 林文察家族拓荒史1729-1895=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Taiwan,1927-1895喬安娜.麥斯基爾作; 王淑琤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2519 彩繪鄧南光: 還原時代瑰麗的色彩1924-1950 王佐榮編著; 王子碩彩繪; 鄧南光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4006 同畫世界: 萌萌園長與他的七個顏色 高雯瑛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2

綵灃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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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4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應中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3263 百藝芳華. 2020: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會員圖錄= Art craft creations of Taiwan Workshop members臺灣工藝之家協會執行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413 台灣石油探勘紀要. 第九輯, 中華民國105年至109年台灣石油探勘紀要第九輯編輯委員會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960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五十一屆= The 51th Annual Exhibition of Taiwan Watercolor Association臺灣水彩畫協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3907 卡那卡那富米貢祭 翁博學母語作者; 周浩祥, 莊佩琼中文作者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46370 偕雲前往北北西 入江亞季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39574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42541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42572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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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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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2862 里亞德錄大地 Ceez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2916 間諜教室. 1, 「花園」百合 竹町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2947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2954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2961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2978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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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2992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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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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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3043 煙與蜜 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3067 異世界悠閒農家. 6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081 廢天使加百列. 9 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28 米奇與達利. 4, 惡童物語 佐野菜見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42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3 逢沢大介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咖比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59 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 1 石原雄作;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73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5 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97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6 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03 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 6 jin作;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34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5 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58 絕命制裁X. 21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96 終將成為妳畫集: Astrolabe 仲谷鳰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333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7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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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3371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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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43395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43401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43418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3425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中油探採事業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水彩畫協會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



9789865243432 戰鬥員派遣中! 暁なつめ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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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3456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3463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松山剛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3494 黑鐵魔法師 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う漫畫;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3500 Ω的床笫謊言 千束るち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3517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43524 黑或白 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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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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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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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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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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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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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3616 我依然心繫於你 あまさきみりと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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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3630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望公太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3678 熊熊勇闖異世界. 13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913 魔王經紀人第二部 黑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3920 魔王經紀人第二部 黑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3937 時代錯誤 Beck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3968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44293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43975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3982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3999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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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4019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YUNA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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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4033 色慾禁咒Lust Geass 高橋脩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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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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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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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4071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44088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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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4101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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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4125 賭博師從不祈禱 周藤蓮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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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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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4156 七魔劍支配天下 宇野朴人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4163 七魔劍支配天下 宇野朴人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4170 14歲與插畫家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4187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4194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4200 重組世界Rebuild World. 1. 上, 誘惑亡靈 ナフセ作; 周廷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4217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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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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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4248 社畜女夢魔來我家 ゲンツキ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4255 仲谷鳰短篇集: 永別了,另一個妳 仲谷鳰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4262 敬啟者: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 高坂曇天作; 夏德爾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4279 朝姊 よしだもろ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4286 前輩,這不叫戀愛!Brush up 晴川シンタ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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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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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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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4354 透明甜點 世界最美麗的食譜 tomei/透明愛好家作; 崔立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4361 世界,還是繞著貓打轉 Nobeko作; 黛西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5009 社畜女夢魔來我家 ゲンツキ作;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238 張公案(漫畫版). 第一輯 大風颳過原作; 千二百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245 不健全 Beck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252 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 1, 夕陽與夜澄掩飾不了?二月公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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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45276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5283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5290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45320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5306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5313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5337 機動戰士鋼彈外傳THE BLUE DESTINY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5344 陰陽眼見子 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5351 機動戰士MOON鋼彈 虎哉孝征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5368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375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5382 少女前線漫畫精選集 雫綺一生, IAPOC, 石坂ケンタ, 薄稀, EXCEL, カルトマ, きのさきありま, ku-ba, ぬじま, マッパニナッタ, まふゆ, みしまひろじ, ももせ, 羊箱漫畫; 尊師K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399 少女前線漫畫精選集 雫綺一生, IAPOC, 石坂ケンタ, 薄稀, EXCEL, カルトマ, きのさきありま, ku-ba, ぬじま, マッパニナッタ, まふゆ, みしまひろじ, ももせ, 羊箱漫畫; 尊師K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5405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45412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45429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寿安清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5436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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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450 西野: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最強少年 ぶんころり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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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5474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5481 神童勇者的女僕都是漂亮大姊姊!? 望公太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5498 魔法★探險家: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年男二又怎樣,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由生活入栖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5504 我依然心繫於你 あまさきみりと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5511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5528 半獸人英雄物語: 忖度列傳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535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Ex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542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二丸修一原作; 井冬良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559 我才不要和你談戀愛 志々藤からり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566 戀雨 しぐれうい作品集 しぐれうい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573 佐佐木與宮野 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5580 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 さき原作; 彩月つかさ漫畫;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597 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 さき原作; 彩月つかさ漫畫;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5603 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 まめちょろ原作; 米田和佐漫畫; 此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610 愛上年獸天菜: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 小黑豹, 凜玥, 白夜BYA, 千行, Hibiki-響, 天然嫣, 蝶羽攸作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627 今日旅行中: 短今Sammie寫真書 短今作; 藍陳福堂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634 有害超獣 極機秘報告書: Toy(e) Art File Toy(e)作; 陳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641 完全圖解ENJOY!精釀啤酒: 尋找人生最爽快的一杯Scott Murphy, 岩田Ryoko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658 100個無壓力生活提案: 迎向後防疫時代新未來勝間和代作; 王華懋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5665 我的幸福婚約 顎木あくみ作; 許婷婷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5672 享受優雅生活的餓鬼 塵芥居士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689 Your Man: 吳俊junwu185寫真書 俊作; 藍陳福堂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696 戀愛是科學: 電視劇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金魚喬伊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795 魔鬼與天使: 郭鬼鬼Angela寫真書 郭鬼鬼作; 藍陳福堂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917 黑色胃袋 Beck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924 自由新鎮1.5舞台劇小說: 戀愛之神與祂的背叛者們林孟寰原作; D51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5948 愛上年獸天菜: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 鹿卷耳, 重花, 千行, 嵐星人, 天然嫣, 黑色豆腐作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5955 片桐!妳擋住巨乳了! TAL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5962 片桐!妳擋住巨乳了! TAL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5979 機動戰士鋼彈桑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45986 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正太 びみ太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5993 帝都聖杯奇譚Fate/type Redline 経験値, TYPE-MOON原作; 平野稜二漫畫; 夏德爾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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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6013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 太田顕喜原作;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6020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46037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46044 後來,我終於觸碰到你 ときたほのじ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051 老夫老妻重返青春 新挑限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6068 溫柔異世界 一智和智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075 機動戰士鋼彈0083 REBELLION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畫; 王志豪譯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46082 姊姊 飯田ぽち。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6099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蝉川夏哉原作;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陳靖涵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6105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蝉川夏哉原作;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陳靖涵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46112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三部敬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6129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三部敬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6136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 森田俊平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6143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24, Unital ring. III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150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22, 美好結局十香. 下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16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年級篇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6174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31, 未來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181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6198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6204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秋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6211 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 歐莎.葉克斯托姆(Åsa Ekström)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6228 如蝶翩翩 HUN作; JIMMY漫畫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6235 我跌的坑中神確實存在 真田つづる著; 黛西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6242 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川田両悟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6259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浜千鳥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6273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3, 青梅竹馬還是算了吧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280 末日時在做什麼?異傳: 黎拉.亞斯普萊 枯野瑛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6297 與野獸形影相依 八十庭たづ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303 西野: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最強少年 ぶんころり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6310 Life Balancer: 健身x日常,成為自己的生活平衡大師金鎮宇作;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327 我的幸福婚約 顎木あくみ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6334 家庭教室 伊東歌詞太郎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6969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Kiss and fly 川原礫原作; べっこうリコ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6976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6983 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 石原雄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6990 告白預演系列. 12, 女主角培育計畫 HoneyWorks原案; 香坂茉里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058 妖怪旅館營業中. 十一, 在天神屋的四季流轉 友麻碧著; 蔡孟婷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7003 如蝶翩翩 HUN作; JIMMY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7010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7089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7102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7027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有我知道。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034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卓二雄作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041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天河信彦原作; 蒼木雅彥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065 快為北條麗寫出戀愛小說! ナカノ.ザワ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072 偕雲前往北北西 入江亞季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096 傷風敗俗純愛史 李靡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119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47126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原作; ほた。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7133 約會大作戰DATE A BULLET赤黑新章 東出祐一郎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7300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TYPE-MOON原作; 内藤隆, 高槻ナギー, 無望菜志, 虎助遥人等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47140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月夜涙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157 殺戮的天使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47164 魔法使的印刷廠 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171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7188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繞道而行第2次! 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195 告白預演系列. 11, Non Fantasy HoneyWorks原案; 香坂茉里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201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殆ど死んでいる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218 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 第三堂課 篠宮夕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225 科學超電磁砲外傳Astral Buddy: 幽幻姊妹 鎌池和馬原作; 乃木康仁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249 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你也願意寵愛嗎? 三河ごーすと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232 無能力者娜娜 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7256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47263 你是我的β アサナエアラタ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294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TYPE-MOON原作; 赤衣丸歩郎, 春夏秋冬鈴, 今田秀士等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47317 鐵鏟無雙. 3: 「鐵鏟波動砲!」(｀・ω・´)♂〓〓〓〓★(゜Д　゜;;;).:∴轟隆つちせ八十八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7324 戰翼的希格德莉法Rusalka 戰翼俱樂部原作; 長月達平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47331 戰翼的希格德莉法Rusalka 戰翼俱樂部原作; 長月達平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4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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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362 今夜F時,奔向兩個你所在的車站。 吉月生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379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正義護理師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386 目標是與美少女作家一起打造百萬暢銷書!! 春日部タケル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393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しめさば原作; 足立いまる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409 主管大人硬上弓 あずみつな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416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二丸修一原作; 井冬良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7423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47430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447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454 文豪Stray dogs: DEAD APPLE 文豪Stray dogs DA製作委員會原作; 銃爺作;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7478 黑鐵魔法師 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う漫畫;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7485 陰陽眼見子 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492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7508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47515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47522 姊嫁物語 森薰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47539 傷風敗俗純愛史 李靡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7546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界的聖戰 細音啟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7553 朱顏 滄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560 朱顏 滄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7577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概念交差的構造體千月さか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7591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三田誠原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7584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三田誠原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7607 讓愛撒嬌的大姊姊教官養我,是不是太超過了? 神里大和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614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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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7638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7645 獸耳.幻想鄉: 兔姬插畫作品集 兔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652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47669 大仙術士李白 葉明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7676 加速世界. 25, 末日巨神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683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7690 被百合夾擊的女子有罪嗎? みかみてれん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706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713 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長岡マキ子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7720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5, 鋼之墳墓 細音啟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751 一向霸道 明星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775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 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7782 如蝶翩翩 HUN作; JIMMY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7799 如蝶翩翩 HUN作; JIMMY漫畫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7805 我摯愛的夫君大人 野原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37

送存冊數共計：264

臺灣東販



9789865112639 龍淵 驃騎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15272 我最討厭你 上田にく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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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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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5906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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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6293 學園孤島 海法紀光原作; 千葉サドル作畫;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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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6644 一起去玩吧 佐藤宏海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16651 星期四想和你一同哭泣 工藤マコト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16668 我正在接受鄰居的治療 七瀬原作; 黃盈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6675 菁英編輯部的SEX業務 縁々原作;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6682 這個契約是命中註定嗎? 汐にがり原作;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6699 小老闆撿回來的貓 慧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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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6712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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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7573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淺野一二0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17580 在那之後的兩人 富士山豹太作; Sherry H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7597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17603 純愛去吃屎啦 風緒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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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7627 菖蒲與天音 道滿晴明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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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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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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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7665 鑑古知今!日本戰國致富圖鑑 小和田哲男監修;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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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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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7696 同心啟航 Nottakorn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17702 室內裝修基礎課 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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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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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054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046061 獅鷲的天秤: AOGACHOU作品集 AOGACHOU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085 首麻里傳奇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6092 好事多磨 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046108 人馬 墨佳遼原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6115 大富豪的御用舔舐犬 佳門サエコ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139 十二支色戀草子: 蜜月之章 待緒イサミ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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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160 住在1K公寓的王子殿下 大和名瀬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177 帶刺的安魂曲 鹿乃しうこ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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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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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6207 性搜小隊 鯨川良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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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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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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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姵儀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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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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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識中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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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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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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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306 Fluffy: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佐倉織子 佐倉織子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375 歡迎光臨企鵝餐廳 飆飆先生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3046429 水槽: daisuke richard making & works Daisuke Richard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436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450 暗天街綺想夜曲 壺也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467 彷彿一家人 麻生海漫畫;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6474 真假!這樣的我竟然有人喜歡? 柊のぞむ原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481 令人火大的學長! 御景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6498 之後,如果還能再繼續 内田カヲル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04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山田惠庸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046511 無法逃離變態執事的魔掌! 宝井さき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28 一支筆、一張紙輕鬆學禪繞畫: 提高專注力x減輕焦慮x放鬆身心靈潘迎華Amanda P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35 圖解量子化學: 一本讀懂橫跨所有化學領域的學問齋藤勝裕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59 災難而不惑: 愛在合租 嶋二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66 極品馥郁茶製甜點: 乳酪蛋糕、餅乾、瑪德蓮......手感茶香好滋味坂田阿希子, 飯塚有紀子, 小堀紀代美, ムラヨシマサユキ著; 曹茹蘋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73 薔薇和汙泥 天河藍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80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INOUE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046597 改變世界的微生物與傳染病: 主宰人類興亡的推手左卷健男編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603 奇子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6641 知道了更有趣的人體解剖圖鑑 松本佐保姬監修; あらいぴろよ漫畫; 童小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665 肌肉醫生的速效健身指南: 擺脫無效運動,鍛鍊好體態x迅速長肌肉x舒緩關節痛小島央著; 鄒玟羚,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825 0-6歲幼兒右腦潛能開發遊戲: 每天5分鐘!掌握腦部發展黃金關鍵期,輕鬆培養孩子無限創造力七田厚著;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856 勇往直前衝衝衝！職場媽媽奮鬥記 あい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863 腰痛治好,逆齡抗老靈活到老!: 伸展運動x按摩體操,輕鬆擊退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等惱人宿疾酒井慎太郎著;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870 輕鬆學&忘不了!告別死記硬背 圖解英文字彙 刀祢雅彦著; 河南好美繪;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955 極品桃臀寫真集: 為臀控量身打造的完美聖典!須崎祐次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962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047341 試著說愛我 高峰顕原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358 偽兄弟之戀的建議 野萩あき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365 殭屍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100件事 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作畫;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47396 首麻里傳奇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7426 茶桌異聞: 從送肉粽到紅眠床34則鹿港怪談紀實殺豬的牛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440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3047488 請託之事,難以啟齒 腰乃作; 紅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7518 全腦開發!0-5歲幼兒五感遊戲書: 77個居家活動,玩出孩子的自律力X集中力X判斷力中山芳一, 東雲蒙特梭利兒童之家監修; 童小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532 男男性愛怎麼做?BL攻受技巧全解析 R-BL研究會編;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549 不出門也能開心玩的33個居家親子遊戲 近藤理恵文.插畫; 王盈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556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3047907 用無輪廓線技法畫出可愛的童趣世界: 日本人氣繪師的壓箱祕訣大公開!ヒョーゴノスケ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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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孝智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1718 精品住宅建築. II 莊亦吏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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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2814 保護兒童免於性剝削與性虐待之專有名詞使用準則Susanna Greijer, Jaap Doek撰寫; 李心祺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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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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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送存冊數共計：93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335 臺灣粉彩畫協會年刊. 2021= Pastel Association of Taiwan蕭碧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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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8064 刺繡設計理論與應用X手藝人必學的基礎針法65種黃丹怡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978071 拚布入門基礎 方形與三角形圖案設計製作文案集黃丹怡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978088 布盒製作設計與應用基礎 黃丹怡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978095 版型設計: 裙子版型設計理論與應用實務　 黃丹怡, 蘇怡如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8529 來來往往的機場 羅伯.洛伊德.瓊斯(Rob Lloyd Jones)文; 史戴弗諾.陶格奈提(Stefano Tognetti)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574 大腦的祕密 貝蒂娜.伊普作; 米亞.尼爾森繪; 劉維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888 浩瀚神祕的太空 羅伯.洛伊德.瓊斯(Rob Lloyd Jones)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西納(Enrica Rusina)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895 探索奇妙的身體 路易.史托威爾(Louie Stowell)文; 凱特.利克(Kate Leake)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956 圖解萬能的電腦= Look inside 亞歷克斯.佛里斯(Alex Frith),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文; 科林.金(Colin King)圖; 劉維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963 議題教育超有感: 用繪本打造孩子的核心素養 陳欣希編著; Rabbit44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9007 一看就懂的數學圖鑑= The visual guide to mathematics清水美憲監修; 兒童俱樂部編; 陳朕疆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2852 黃越綏的高齡快樂學 黃越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869 Carolina玩轉扭蛋紙機關. 美人魚篇 卡若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876 Carolina玩轉扭蛋紙機關. 獨角獸篇 卡若琳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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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雅涵譯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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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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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913 無悔前行 釋寬謙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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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937 垂涎三尺= 침이 고인디 金愛爛(김애린)著; 許先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944 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 林桶法編; 葛兆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951 光照: 歷史學家對聖經的30則探問 王壽南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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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156 根本佛教解脫道論: 木村泰賢新大乘運動思想觀木村泰賢著; 釋依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163 被操弄的真實: 演算法中隱藏的政治與權力 泰娜.布策(Taina Bucher)著; 葉妍伶, 羅亞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170 戀人們的森林 森茉莉(Mori Mari)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217 無字食譜: 圖解100道簡易又健康的料理,從開胃菜、主菜到甜點、飲料,讓你優雅地完成一桌美食莎碧瑞娜.蘇.達尼爾斯(Sabrina Sue Daniels)著; 黃慧珍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293 前220年: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生 南川高志編;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309 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南川高志編;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385 Yes,I do.我願意!: 從相遇、相知到相守的伴侶相處方程式王壽南著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415 課綱中的世界史 吳翎君, 翁嘉聲, 張學明, 花亦芬, 陳正國, 萬毓澤, 黃文齡, 林長寬, 賴惠敏, 陳思仁, 劉文彬, 林志宏, 魏楚陽, 湯志傑, 巨克毅, 張小虹著; 陳思仁, 韓承樺編1版 其他 1

9789570533439 歷史的轉換期. III, 750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 三浦徹編;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637 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 從環境、氣候到貿易網絡,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史岡本隆司著; 侯紀安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644 與婚姻有約: 成功學大師史蒂芬.柯維寫給所有人的7大高效溝通法則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 珊卓.柯維(Sandra M. Covey), 約翰.柯維(Dr. John M.R. Covey)合著; 羅亞琪譯1版 其他 1

9789570533651 咖啡帝國: 勞動、剝削與資本主義,一部全球貿易下的咖啡上癮史奧古斯丁.塞奇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著; 盧相如譯1版 其他 1

9789570533668 丼丼丼丼丼: 日本五大丼飯誕生祕辛! 飯野亮一作; 陳嫺若譯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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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麥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763 上帝的應許: 我與你同在= God's promise I am with you蘇雪倫(Amy Poling Sutherlun), 布蘭妲(Brenda Bertrand)作; 蘇美珍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660 教會的公僕: 湖南聖經學院簡史(1916-1952)= "Servant to the church":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uman Bible Institute(1916-1952)姚西伊(Kevin Xiyi Yao)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701 SSD企業創新策略管理技術= Handbook of sustainable system development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nnovation顏敏仁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551 拜登新局與美中台戰略轉型 王崑義,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9609 AI機器人程式教學Micro:bit 蕭志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9616 Python程式設計學習教學 陳月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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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758 不流血的戰役: 非暴力抗爭的理論與實踐 孫友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9756 琥珀裡的風土: 南投酒廠OMAR威士忌微醺之旅(中英對照)= Terroir in amber: tipsy tour-Nantou Distillery whiskey journey邱德夫, 張育瑞, 黃姵綾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3972 台灣棒球名人堂特展紀念集. 2021第八屆= The 8th commemorative edition of Taiwan Baseball Hall of Fame in 2021周大友, 林明源, 蒲浩明, 楊武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248 臺灣期貨交易所年報. 中華民國一0九年度=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2020 annual report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039 台灣普羅藝術交流協會美展. 2021 謝碧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普羅藝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期貨交易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勞工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菸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產業創新研究院亞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臺灣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9789860681901 實用筋膜操作指引 Tuulia Luomala, Mika Pihlman作; 陳韋苹, 謝妮芸, 楊宛青, 蔡維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681925 隱形眼鏡實務 Nathan Efron作; 陳佳琪譯 第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2663 紫微斗數命學批示. 110 羅山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4201 走訪趙子龍信仰 臺灣趙子龍文化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8268 現代文學日常、地方與年老的文化性考察 傅素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398 從熊十力到新六藝的思考: 以生活世界為核心的實踐開展廖崇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473 風城佛影的歷史構造: 三百年來新竹齋堂佛寺與代表性人物誌江燦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480 知性儒家: 儒學儒教的知識之路 潘朝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497 儒學的性格: 論語義理論叢續編 戴朝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503 孟子論人之惡根: 當代儒學詮釋所陷之倫理學危機及其解決陳士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510 詞言心聲: 華語流行歌詞研究 林宏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565 杜甫古體詩選講 陳文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518589 臺灣民眾道教三百年史: 現代詮釋與新型建構 江燦騰, 張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602 當天皇vs.上帝時: 近代日本基督徒如何避免信仰衝突?簡曉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619 梁漱溟思想抉微 胡元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695 田文軍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田文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701 蔣國保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蔣國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804 臺灣雙語調音首冊= MI® tuning handbook 李佳蒨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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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榮森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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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4508 跳Tone的廚房: 33道療癒系家味料理= Joney's home cooking崔芳華Joney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0003 妳是我女兒 默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3328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清)雍正帝敕; (清)朱軾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33342 讀書錄.續錄 (明)薛瑄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33472 呂晚邨先生四書語錄 (清)呂留良講; (清)周在延編次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33489 馬張合註素問靈樞 (明)張隱庵, (明)馬元台合註 再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墨文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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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臺灣雙語無法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趙子龍文化協會



9789865533502 說文解字義證 (清)桂馥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33557 宋元明清四朝先哲言行錄 董賢化輯錄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564 韻略易通; 韻略匯通 (清)李棠馥校正; (明)蘭芳編次; (明)畢拱辰更定三版 平裝 1

9789865533588 易學叢書續編仲氏易; 春秋占筮書 (清)毛奇齡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618 國學研究會演講錄 章太炎等講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625 周易義海撮要 (宋)李衡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632 詞選 (清)張惠言錄; (清)董子遠續錄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33649 張皋文手寫墨子經說解 (清)張惠言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656 詞選箋註 續詞選箋註 (清)張惠言, (清)董子遠選; 姜亮夫箋註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687 皇極經世鈐 (宋)祝泌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33700 濳夫論 明夷待訪錄 (漢)王符, (清)黃宗羲撰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33717 龍門子凝道記 (明)宋濂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731 御篡性理精義 (清)聖祖纂; 李光地等編校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748 橫渠易說 (宋)張載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33755 西湖佳話十八景圖說 (清)墨浪子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762 左傳事緯 馬驌撰; 廣文編譯所校補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33779 學易記 (元)李簡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33786 道國元公濂溪周夫子志 (清)吳大鎔纂修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816 中說; 太公家教殘存 (隋)王通撰; (宋)阮逸注; (清)王國維記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830 思問錄內篇; 思問錄外篇; 黃書 (清)王夫之撰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6402 觀音讚 林若築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876 改善不適,居然只要按摩腋下!: 只要1分鐘!簡單三招輕鬆紓解經絡&改善淋巴循環Keiko Abe, Yumi Abe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883 一看就懂全圖解!護眼保健＆眼疾預防完全手冊: 日常護眼自我檢視＆診療建議,保護靈魂之窗不能等!大鹿哲郎監修; 植木美江, 千田和幸插畫; 黃盈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525 現實的探求: 台灣攝影史形構考= Reclaiming reality: o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photography張世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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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1272 PlayStation終極聖經= プレイステーションパーフェクトカタログ前田尋之監修; 林克鴻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331289 PlayStation終極聖經= プレイステーションパーフェクトカタログ前田尋之監修; 林克鴻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7306 報菜名 賴韋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908 姑婆芋與它的親戚小百科= Little encyclopedia of giant taro and it's relatives朱進財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0306 操弄第一印象的說話引導術 岸正龍著; 金桃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蔘利商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嘰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影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原力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9789860620313 零股獲利術: 用3萬元當700家股東,3年賺500% 張琨琳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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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907 解讀數據的技術: 韓國星巴克第一數據科學家教你讀懂數據必問的十道題= 데이터 읽기의 기술車賢那著; 蔡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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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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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945 買進下一支漲不停的股票: 第一次進股市就該懂的技術分析= これから上がる株がわかる本池田洋子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976 首爾大學一開課就秒殺的邏輯寫作課 朴柱勇著; 楊筑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990 老闆說我的企劃是垃圾: 企劃救星!韓國三星集團都在用,五步驟明確流程打造神提案= 부장님은 내 기획서가 쓰레기라고 말했지朴赫鍾著; 郭佳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903 靠K線看穿主力心理: 一看就懂!56張線型教你早一步看懂漲跌訊號,搭上飆漲順風車小澤實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910 離職吧!再撐也不會變好: 逃離黑心企業的血淚真實見聞,開除慣老闆,到下一間公司笑著工作= 퇴사까지 60일 남았습니다金炫奭著; Lou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6804 亞當理論: 跨世紀順勢交易大師經典之作 威爾斯.威爾德(Welles J. Wilder)著; 呂佩憶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5436 如何做出爆紅Podcast?: 新手、節目沒人聽?美國王牌製作人教你頻道定位x提升故事力x經營行銷,掌握圈粉7大關鍵= Make noise: a creator's guide to podcasting and great audio storytelling艾瑞克.纽朱姆(Eric Nuzum)作; 蘇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474 巨乳研究室: 從春宮畫到AV產業如何創造大胸部神話,及日本情色文化的發展安田理央作; 哲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498 東京Day by Day 墨刻編輯部編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2895504 出發!澳洲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 旅遊圖解Step by Step墨刻編輯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95511 讓孩子主動收拾的親子整理術: 6大情境X實作圖例X零難度技巧,大人從家事中脫身的親子整理秘訣!小堀愛生作; 洪筱筑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542 科技與惡的距離: AI性愛伴侶、人造肉、人造子宮和自主死亡,它如何改變人性和道德,影響現在和未來的我們珍妮.克里曼(Jenny Kleeman)作; 詹蕎語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580 囤物族的不丟東西整理術: 別再叫我斷捨離!只要挪動空間就OK!不復亂的收納魔法古堅純子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597 日本の古屋顏: 江戶、明治、大正、昭和時期建築記實!30個老城鎮手繪散策小林泰彥著;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603 恐怖醫學史: 愛吃睪酮的甘迺迪、雙胞胎縫成連體嬰、被毒死的莫札特?揭開那些歷史上沒人敢說出的暗黑真相李載澹作;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634 意志鍛鍊: 10個磨練鋼鐵心智、邁向巔峰的海豹部隊戰勝心法布蘭特.格里森(Brent Gleeson)作; 陳玟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672 改變人生的大腦鍛鍊: 日本腦科學博士親授活化腦島皮質6大法則,教你用意念扭轉命運岩崎一郎作; 許郁文,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696 單車輕旅: 自由自在的一日小旅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979 訂閱經濟: 一場商業模式的全新變革 安福雙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974 不朽與純情: 王運如詩選集 王運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3801 古玉之美: 蓮房書屋藏中國古代玉器= The beauty of ancient jade林彥禮文字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805 樂活與情緒管理 陳莉玲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829 ODF軟體應用基礎 劉千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1836 大學社會責任暨社會工作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848 德檢必考動詞變化355 林佳慧, Kevin Chiang, 樂思編譯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855 JYC幸福祕密圖卡 JYC作; Henry Chiu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8229 德式花藝名家親傳: 花の造型理論.基礎Lesson 橋口学著; 唐靜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8236 一起進階花藝師!架構之設計發想&技巧應用作品實例陳淑娟著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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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樂思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4

樂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蓮房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墨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9094 英格蘭的史詩=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938174 聆聽花開: 匯聚百工專業一起想像、共同創作 豪華朗機工LuxuryLogico主述; 劉祥蝶Show.D採訪撰文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5332 半蝕 韓麗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812 成為西蒙波娃 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作; 張葳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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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綺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850 草山紅: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茶業發展史1830-1990陳志豪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0651881 深入絕境: 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 In extremis: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war correspondent Marie Colvin琳賽.希爾遜(Lindsey Hilsum)著; 黃楷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3418 巫師與先知: 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拯救我們免於生態浩劫?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作; 甘錫安, 周沛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3463 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艾瑪.拉金(Emma Larkin)著; 黃煜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73494 社會主義快來吧!= Vivement le socialisme!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 陳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6720 AI-AMCT智能正念康護= AI-AMCT intelligent mindfulness healthcare李青, 李瑞元(Maria R. Lee)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633 禮讚二十一度母 尊貴的第十二世慈尊灌頂大司徒巴講授; 蓮花法燈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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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1

9789869943031 <>點校. 十(五五-六0卷) 林燊祿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3048 <>點校. 十一(六一-六六卷) 林燊祿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3055 落地生根: 日治時期嘉義的學校、民俗及鄉土 土屋洋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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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3079 看山、看水、看養生 吳文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43086 英國航空事業及其中國航線: 一九二七-一九四九林志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862 續部總建立廣論 法王克主格勒貝桑造論; 丹增卓津譯註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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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增卓津漢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5314 南禪 唐酒卿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985321 南禪 唐酒卿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985345 不渝 孫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5352 洪流= Flood current 娜可露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5369 當年鐵甲動帝王 步簾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985376 當年鐵甲動帝王 步簾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85383 當年鐵甲動帝王 步簾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30404 傀儡妖 妲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7951 詩與思的追尋: 音樂創作之理念報告2013-2020 羅珮尹撰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墨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歐普思音樂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墨客會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慧眼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2

衛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9514 美少女忍者們窺探老師祕密的結果. 1 鎌池和馬作; 吳欣怡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9697 原子時間: 奇蹟的晚間4小時,改變人生、收入翻倍,社畜獸醫的時間管理實證柳韓彬著; 張亞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615 朗朗學英語: 會話. 第一集 邱增榮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9498 文心雕龍學思錄 呂武志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7545 解析林書楷= Interpret Shu-Kai Lin 高森信男, 角奈緒子, 陳湘汶, 林書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4205 素朴の心 張良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212 電波聲外文思漾: 黃鑑村(青釗)文學作品暨研究集顧振輝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229 記持開始食餌 柯柏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236 月落胭脂巷 連鈺慧(小城綾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243 亂世英雄傾國淚 陳崇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267 送王迎福: 臺南王船十三艙添載物件研究 吳碧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274 禮祝下鄉: 臺南王爺信仰儀式中的王府行儀 謝國興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5504410 國分直一與臺南: 不是灣生的灣生 劉益昌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504502 我的朋友阿米娜 何逸琪文; 豆豆(DOUDOU)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1409 戰國策正解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51416 戰國策正解 再版 精裝 1

9789860651423 史記列傳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51430 史記列傳 再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254 Q寶鋼琴彈唱繪本 馬妙涵作; 彭意筑插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6308 我的第一本即興課本= My first book of improvisation丹尼斯.佘爾門, 朴孫華作; 李宗霖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384 彈音階好簡單 江奕函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86414 Q寶鋼琴彈唱繪本= Children's piano sing-along 馬妙涵著; 彭意筑插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6605 不能錯過的樂理模擬試題 黃暐婷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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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獨売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7

慧豐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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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億學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學

送存冊數共計：1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1806 丸女神の絕對快.瘦.美: 獨家保養聖經 王彥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4664 台灣環保噪音汙染戕害人權 王寶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54671 賭場無底洞騙局和賭場內外的巨嬰: 賭場,被一介等號所顛覆博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33118 妖怪小學. 3: 相反咒語 林世仁文; 森本美術文化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3125 找不到系列. 3, 找不到校長 岑澎維文; 林小杯繪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3408 天氣100問: 最強圖解X超酷實驗 破解一百個不可思議的氣象祕密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文; 陳彥伶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3675 從讀到寫,林怡辰的閱讀教育: 用閱讀、寫作,讓無動力孩子愛上學習林怡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3965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陪伴2歲兒,終結吃飯戰爭、動出終生學習力親子天下編輯群等作 其他 1

9789575035136 新手父母育兒一本通: 相信5歲,示範品格力、練習人際力親子天下編輯群等作; 陳珮雯責任編輯 其他 1

9789575038496 我可以很平靜: 一起練習正向思考 蘇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彼得.雷諾茲(Peter H. Reynolds)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502 我們都是人: 一起練習同理心 蘇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彼得.雷諾茲(Peter H. Reynolds)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526 甲蟲男孩. 3, 最終決戰 M. G.里奧納(M. G. Leonard)著; 黃意然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700 教養小書包: 孩子寫功課,爸媽不抓狂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23 打造自信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88 親子玩中學.52個週休提案: 南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486 女力科學家. 3, 程式語言女王: 揪出電腦bug的葛麗絲.霍普蘿莉.沃瑪克(Laurie Wallmark)文; 吳菁蓁(Katy Wu)圖; 徐仕美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9561 小小孩愛自然輕旅行 陳雅萍文 其他 1

9789575039578 晨讀10分鐘: 酷少年故事集 公共電視, 零壹媒體創意有限公司, 諶淑婷文; 顏寧儀圖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9646 青春不是突然就叛逆: 校園心理師第一手觀察,看懂青少年憂鬱、難相處、無法溝通背後的求救訊號陳雪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9721 馴字師捉妖去 林世仁作; 吳雅怡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9738 怪傑佐羅力之打敗噴火龍. 2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9745 怪傑佐羅力機器人救災大作戰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9929 英雄小野狼: 字的形音義 林世仁文; 章毓倩圖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5039936 信精靈:字的化學變化 林世仁文; 鄭淑芬, 呂淑恂圖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5039943 怪博士的神奇照相機: 字的排隊遊戲 哲也文; 許文綺圖 第三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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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5039967 十二聲笑: 文字動物園 哲也文; 呂淑恂, 吳司璿圖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5039974 福爾摩斯新探案: 文字植物園 林世仁文; 卓昆峰, Mr. B, PiPi圖 第三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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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其他 1

9789575039998 字的童話 蔡忠琦責任編輯 第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050006 天上掉下來的石頭 雍.卡拉森(Jon Klassen)文.圖; 張淑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0013 內在小孩 亨利.布雷克蕭(Henry Blackshaw)文.圖; 海狗房東譯第一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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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037 晨讀10分鐘: 未來媒體我看見 黃哲斌著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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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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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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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0112 我們吵架了: 黃彥鈞給孩子的情緒控制繪本 黃彥鈞文; 許匡匡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0150 這不是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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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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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0242 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 1, 神祕山有鬼? 顏志豪文; 水腦圖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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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握瑜譯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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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握瑜譯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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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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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303 小歌手與玫瑰花 劉清彥文; 唐唐圖 精裝 1

9786263050310 泡泡精靈. 3, 大戰深海巨獸 嚴淑女文; 蜜可魯圖 平裝 1

9786263050327 我是黑天鵝 劉清彥文; 張蓓瑜圖 精裝 1

9786263050334 752隻兔子 弗杭索瓦.布雷(François Blais)文; 薇樂希.柏瓦凡(Valérie Boivin)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



9786263050341 我的同學是一隻熊 張友漁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389 挑戰拼圖披薩 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0396 與眾不同鏡子星 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0402 平面星大冒險 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0419 鳳凰露露的祕密 王文華, 賴以威作; 黃哲宏, 楊容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0426 妙妙喵生活圖解科學. 2, 超能微波爐 胡妙芬文; 朱家鈺, 呼拉王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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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5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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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50457 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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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握瑜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050464 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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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握瑜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050471 妙妙喵圖解生活科學. 1, 消失的便便 胡妙芬文; 朱家鈺, 呼拉王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488 達克比辦案. 10, 鬼屋美人魚: 人類構造的演化與返祖現象胡妙芬文; 柯智元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587 天文100問: 最強圖解X超酷實驗: 破解一百個不可思議的宇宙祕密周美吟, 歐柏昇文; 陳彥伶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0648 火神的進擊 林世仁文; 吳雅怡(Asta Wu)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679 誰在床下養了一朵雲? 林世仁詩; 林小杯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6263050716 文字森林海 林世仁詩; 唐唐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6263050723 閱讀素養故事集 品學堂編輯團隊作; 毛豬漫畫; 水腦插畫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0561 75款零負擔天然發酵麵包與餅乾 金智妍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25 流行中式點心:茶粿、酥餅、糕點、包子饅頭一次學會獨角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773 在家也能做夢幻擠花點心: 從基礎到進階全圖解,快速學會3種糕體1種塔皮╳12款實用花嘴╳35款奶油霜花卉造型╳48道絕美點心,新手擠花不失敗!謝明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797 烘焙職人嚴選麵包 張錫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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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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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715 圖解綠拿鐵完美配方 = Green smoothies 斐恩.格林(Fern Green)著; 林雅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739 光.設計: 視覺創作者必備光線應用全書= Light for visual artists理查.亞特(Ricard Yot)著; 李弘善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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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807 酒與酒之間= Reading between the wines 泰瑞.泰斯(Terry Theise)著; 李雅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814 生命不可過濾: 葡萄酒的返本之路 林裕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852 看圖學烘豆: 買豆、挑豆、烘豆、沖泡,從愛咖啡到會烘豆的自學玩家全面指南藍.布勞特(Len Brault)作; 魏嘉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883 設計師日語.英語實用句型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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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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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906 宜料理.豬排與絞肉: 豬排、肉丸、漢堡排、鑲肉及肉末的活用料理宜手作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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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2975 圖解植物系高蛋白能量食譜 = La Bible des protéines vertes斐恩.格林(Fern Green)著; 林雅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033 活著,在相遇中= Vivr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作; 奧立維.巴雷茲(Olivier Balez)繪; 趙德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040 愛,不愛,好好愛= Aimer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作; 納塔拿埃爾.米可(Nathanaël Mikles)繪; 趙德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118 一個主廚的誕生: 暢銷美食作家勇闖世界級主廚殿堂,邁可.魯曼的美國廚藝學校CIA圓夢之旅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作; 劉佳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125 編劇魂: 說故事是本能,寫劇本沒有教條,用文學素養和科學思維孕育你的傑作小野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217 愛上酸種麵包Sourdough：野生酵母起種飼養step by step,適合小家庭的經典歐包配方,慢食養身幸福指南羅利.艾倫(Roly Allen)著; 黃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248 菇的呼風喚雨史: 從餐桌、工廠、實驗室、戰場到農田,那些人類迷戀、依賴或懼怕的真菌與它們的祕密生活= Beckoning the wind,summoning the rain.stories of mushroom顧曉哲著; 林哲緯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255 伊甸納: 星際修復師的奇幻迷航= Le monde d'Edena墨必斯(Moebius)作; 陳文瑤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593279 日系設計師的CMYK色彩搭配辭典: 367種優雅繽紛的傳統色,創造獨特風格的實用色彩指南新井美樹作;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293 全魚解構與料理: 採購、分切、熟成、醃製,從魚肉、魚鱗到內臟,天才主廚完整分解與利用一條魚的烹飪新思維,探究魚類料理與飲食的真價值喬許.尼蘭德(Josh Niland)著; 林潔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323 法式料理名廚配菜技法大全(暢銷紀念版): 100+創意蔬菜料理與肉類海鮮食譜,以法式正統烹調手藝展現食材特性,大廚親授法式配菜料理的獨到搭配心法與擺盤設計= 料理を変えるつけ合わせバリエーション音羽和紀著; 游韻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330 看圖著色瑜伽體位與解剖自學指南: 圖解40種瑜伽體位需要瞭解的解剖重點,用著色強化記憶再練習,全面掌握身體與動作的骨骼肌肉地圖!= The yoga anatomy coloring book: a visual guide to form,function,and movement凱莉.索洛瓦(Kelly Solloway)著; 莎曼珊.斯捷茲曼(Samantha Stutzman)繪; 劉佳澐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親子學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3

橘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784 四知堂台北. 二0二0: 楊思勝書畫= Sesin Jong's ink paitings and calligraphy,Taipei,2020楊思勝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3207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可愛的動物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平裝 1

9789864523214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神奇的植物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221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奇趣大自然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238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奇妙的身體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245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好玩的科學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平裝 1

9789864523252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有趣的生活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269 我們的成語 洋洋兔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276 我們的科技 洋洋兔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283 我們的漢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306 爆笑成語笑翻天. 1, 成語接龍 漫閱花喵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313 爆笑成語笑翻天. 2, 成語寫作 漫閱花喵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320 爆笑成語笑翻天. 3, 成語話劇 漫閱花喵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337 爆笑成語笑翻天. 4, 瘋狂猜成語 漫閱花喵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436 自律,我有信心做得到 陳悅著; 魏楠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443 凌晨4點,他們在做什麼? 秦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450 了解自己,學會保護自己 謝茹作; 于洋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467 你就是朗讀演說高手 林葳葳, 張宇彤作 平裝 1

9789864523474 演說訓練百分百 林葳葳, 張宇彤作 平裝 1

9789864523481 我不害怕,我要勇敢的說 許萍萍著; 彼得潘插圖繪 精裝 1

9789864523498 我不急躁,我要聽完再說 許萍萍著; 彼得潘插圖繪 精裝 1

9789864523504 我不生氣,我要平靜的說 許萍萍著; 彼得潘插圖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511 我不害羞,我要大方的說 許萍萍著; 彼得潘插圖繪 精裝 1

9789864523528 我不慌張,我要清楚的說 許萍萍著; 彼得潘插圖繪 精裝 1

9789864523573 會考作文點鐵成金 徐昌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3740 無敵乖寶寶 鄒敦怜著; 黃雄生繪 精裝 1

9789864523757 超級人氣王 鄒敦怜著; 黃雄生繪 精裝 1

9789864523870 圳溝邊上媠的風景 賴玉絲作; 何素娟, 陳則名, 陳則向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989 初學Jetson Nano不說No: CAVEDU教你一次懂 曾吉弘, 郭俊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0009 創世貓遊戲國. B, 玩麥塊學程式: 使用微軟MakeCode程式鍾政信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2904 新世紀金融怪傑: 對沖基金經理人的贏家思維 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22911 新世紀金融怪傑: 對沖基金經理人的贏家思維 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22928 新世紀金融怪傑: 對沖基金經理人的贏家思維. 上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22935 新世紀金融怪傑: 對沖基金經理人的贏家思維. 下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22942 選擇權策略完全手冊= Options as a strategic investment勞倫斯.麥克米倫(Lawrence G. McMillan)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22959 選擇權策略完全手冊= Options as a strategic investment勞倫斯.麥克米倫(Lawrence G. McMillan)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學好好學人文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翰尼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行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23

羲之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螢火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401 小擦擦不見了? 石廷宇文; 王苡安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0007 諾米作品集: 貓老闆の路邊攤 陳于峰Nuomi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47850 花葬 連城三紀彥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0131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0148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80155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0162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80179 波族傳奇 萩尾望都著; 丁品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80216 弒子村 木原音瀨著; 徐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223 黑武御神火府邸: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 六之續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247 落櫻繽紛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0292 今昔百鬼拾遺: 天狗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322 超越時間之影 H.P.洛夫克拉夫特作; 田邊剛畫;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0339 超越時間之影 H.P.洛夫克拉夫特作; 田邊剛畫;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80384 魍魎之匣 京極夏彥著; 林哲逸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80391 魍魎之匣 京極夏彥著; 林哲逸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80469 沉睡的森林 東野圭吾著; 葉韋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0704 ZOO 乙一著; 張筱森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80735 白井小姐 乙一著; 徐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759 最後的太空人 大衛.威靈頓(David Wellington)著; 葉旻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773 千代子 宮部美幸著; 邱香凝,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797 Lush life 伊坂幸太郎著; 張筱森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612 我創業,我獨角. no.2: #精實創業全紀錄,商業模式全攻略= UNIKORN startup羅芷羚Bella Luo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3101 「十二年國教之挑戰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胡憶蓓, 鄭瑞娟, 吳宥婕, 鐘文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9619 小暑: 靜宜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一屆 陳明柔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1056 小手play遊戲書 幼教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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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667 單字2000趴趴GO 黃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674 贏家單字2000活用練習(教師用) Perlina Tseng, 古琪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681 贏家單字2000活用練習 Perlina Tseng, 古琪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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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川維合編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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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川維合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865 大滿貫複習講義: 自然(生物)(教師用). 1-2冊 邱建邦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0

獨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諾米插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9789863331872 大滿貫複習講義: 自然(生物). 1-2冊 邱建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940 贏家悅讀大哥大. 2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957 贏家悅讀大哥大(教師用). 2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964 贏家悅讀大哥大(教師用). 1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971 贏家悅讀大哥大. 1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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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995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 語文常識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077 贏家語文大哥大(教師用)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084 贏家語文大哥大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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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07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 文化鑑賞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299 贏家聽力i練習(教師用). Level 3= Listening focus余佩真, Jenny L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2114 贏家悅讀大哥大plus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21 贏家英語文選精讀(教師用)= Enjoy reading 柯亞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38 贏家英語文選精讀= Enjoy reading 柯亞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45 贏家中學生常用成語測驗題本 宋裕, 林瑞景, 林美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52 贏家單字2000熟背A-Z 楊勝雄, 楊凌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69 1200單字口袋書 黃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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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83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應用篇(教師用) 高宇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190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應用篇 高宇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206 贏家聽力i練習(教師用). Level 4= Listening focusJenny L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2213 贏家聽力i練習. Level 4= Listening focus Jenny L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2220 贏家閱讀有策略(教師用) 郭易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237 贏家閱讀有策略 郭易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244 閱讀策略有地圖. 九 郭易審訂; 曾復祺修訂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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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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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2275 贏家聽力i練習(教師用). Level 2= Listening focusFindy Sheng, Jenny L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2282 贏家聽力i練習. Level 2= Listening focus Findy Sheng, Jenny L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305 贏家聽力i練習. Level 3= Listening focus 余佩真, Jenny Li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2398 贏家文言文即時通 郭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04 贏家文言文即時通(教師用) 郭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11 贏家日日讀成語(教師用) 呂秀珠, 陳榮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28 贏家日日讀成語 呂秀珠, 陳榮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42 贏家克漏字閱讀理解(教師用) Annie Chan, June Lee, Joyce Cha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59 贏家克漏字閱讀理解 Annie Chan, June Lee, Joyce Cha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66 贏家英語長文讀解fun輕鬆(教師用) 鍾震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73 贏家英語長文讀解fun輕鬆 鍾震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80 贏家Grammar Express for Junior: 文法特快車(教師用)柯亞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97 贏家Grammar Express for Junior: 文法特快車 柯亞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03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生活篇(教師用) 高宇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10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生活篇 高宇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27 贏家英語情境式閱讀(教師用) 楊洋, 常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34 贏家英語情境式閱讀 楊洋, 常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41 贏家唐詩讀家新賞(教師用) 王英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58 贏家唐詩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65 贏家論孟讀家新賞(教師用) 王英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72 贏家論孟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589 贏家中學生i閱讀 王崇憲, 艾月, 吳美珠, 張儷瀞, 陳冠宏, 陳榮德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19 贏家國文閱讀題組300篇(教師用) 吳錫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26 贏家國文閱讀題組300篇 吳錫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57 日日讀形音義(教師用) 適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64 日日讀形音義 適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71 贏家日日讀名言佳句(教師用) 丁群靄, 陳榮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88 贏家日日讀名言佳句 丁群靄, 陳榮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95 贏家1小時學會KK音標 余佩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2701 大滿貫國中英語先修輕鬆學(教師用) 鄭雁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18 大滿貫國中英語先修輕鬆學 鄭雁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25 新無敵常用成語典 許晉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32 贏家文意大哥大(教師用)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49 贏家文意大哥大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56 贏家詩詞曲讀家新賞(教師用) 王英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63 贏家詩詞曲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70 贏家國文新秀閱讀題組(教師用) 陳冠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787 贏家國文新秀閱讀題組 陳冠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029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2冊 顏德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036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2冊(教師用) 顏德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098 大滿貫國中數學先修輕鬆學(教師用) 莊豐兆編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104 大滿貫國中數學先修輕鬆學 莊豐兆編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128 灶神過新年 吳佐晰文; 陳虹伃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3173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學習版) 田泱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241 最棒的生日禮物 花小瓜文; 王書曼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3265 升私中、資優班數學模擬試題 王哲, 林妘蓁, 簡辰全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302 品格主題書: 自信: 烏拉的選美會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388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成長版) 陳晶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395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快樂版) 盧小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401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學習版) 伊丸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418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成長版) 張恩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425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快樂版) 張晞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432 國民中學新生入學教材(教師用書)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449 國民中學新生入學教材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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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334217 國文統測複習精戰20週 陳晉, 吳艾, 王晉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224 橘子複習講義. 理化(教師用). 3-4冊 沐風, 蘇志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231 橘子複習講義. 理化. 3-4冊 沐風, 蘇志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255 國文大衝刺 陳修齊, 黃沛縈, 張硯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316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許玉蘭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4323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許玉蘭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34330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34347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34354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4361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34378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34385 閱讀小達人. 中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34392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4408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34415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34422 閱讀小達人. 高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34767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1升2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774 魔法假期暑一暑. 1升2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781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2升3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798 魔法假期暑一暑. 2升3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04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3升4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11 魔法假期暑一暑. 3升4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28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4升5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35 魔法假期暑一暑. 4升5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42 魔法假期暑一暑(教師用). 5升6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59 魔法假期暑一暑. 5升6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73 學測週計畫.地球科學 魏芯, 張家齊, 鄭可萱, 蕭榛嫈, 楊善茜, 劉麗純, 何玉婷, 黃德源編著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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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雅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393 高中國文課堂裡的閱讀及思辨 黃琇苓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5207 高中國文補充教材. 3 林皇德增修; 郭純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221 高中數學習作甲 蘇啟寅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5238 學測週計畫.數學A. 1-4冊 陳威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269 橘子複習講義. 生物(教師用) 胡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276 橘子複習講義. 生物 胡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337 新無敵自修. 數學. 5 林炎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344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理化(教師用). 3-4冊 潘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351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理化. 3-4冊 潘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375 新無敵自修. 數學. 3 曾銀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382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5上 社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399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3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405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3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559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教師用). 3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566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 3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573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教師用). 3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580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3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597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 五上 自然與生活科技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665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教師用). 3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672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 3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689 教學式講義國文(教師用). 3 宋裕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696 教學式講義國文. 3 宋裕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25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3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32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3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49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3 弗利曼, 張麗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56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3 弗利曼, 張麗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63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教師用). 3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70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 3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87 新無敵自修. 社會. 3 吳承泰, 劉鎮銘, 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894 新無敵自修. 國文. 3 翰林國文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931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教師用). 3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948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 3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259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1年級 陳美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266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1年級 陳美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273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2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280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2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297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03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10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4年級 黃麗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27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4年級 黃麗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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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41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5年級 郭昇欣, 黃麗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58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6年級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65 國小數學Win贏數學高手. 6年級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72 國民小學課本Hooray. 第三冊= Hooray student book. 3英語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89 橘子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 1-4冊 林志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396 橘子複習講義. 數學. 1-4冊 林志翰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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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433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國文. 1-4冊 陳靜宜, 黃信銘, 蔡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440 神話探索: 希臘諸神的傳說 江福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518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5上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587 大滿貫複習講義. 理化(教師用). 3-4冊 唐非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594 大滿貫複習講義. 理化. 3-4冊 唐非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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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617 大滿貫國文主題探索 丁文, 蔡政芳, 葉姿吟, 陳香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624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教師用). 3 吳錫鴻, 步綻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631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 3 吳錫鴻, 步綻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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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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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679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 5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686 橘子複習講義. 國文(教師用) 適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693 橘子複習講義. 國文 適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723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教師用) 行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730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 行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761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教師用). 3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778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 3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785 技術型高中國文習作. 1 許雯渝, 康秀姿, 夏鑄, 吳欣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792 新無敵實力評量. 數學.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80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 5 宋裕, 王靖芬, 林皇德, 林麗雲, 卓翠鑾, 涂釋仁, 徐孟芳, 徐秋玲, 陳智弘, 陳嘉英, 黃大倬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853 新大滿貫英文總複習 陳敬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860 大滿貫複習講義. 生物 龔素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877 大滿貫複習講義. 生物(教師用) 龔素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884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4上 社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891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 4上 自然與生活科技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07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14 國語作業簿.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21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38 國語作業簿.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45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52 國語作業簿.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69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76 社會作業簿.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83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990 社會作業簿.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03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10 社會作業簿.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27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34 社會作業簿.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4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隨身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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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倬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58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5上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65 國民小學課本Hooray. 第一冊= Hooray student book.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72 新無敵實力評量. 國文.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89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 1-4冊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096 橘子Lite輕複習講義. 數學. 1-4冊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423 Here We Go. 進階養成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7430 Here We Go. 發音養成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7447 Here We Go. 基礎養成篇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7478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6上 社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485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4冊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508 教學式講義. 自然(教師用). 5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515 教學式講義. 自然. 5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546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1上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553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4上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577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2上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584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591 數學作業簿.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07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14 數學作業簿.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21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38 數學作業簿.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45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52 數學作業簿.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69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76 數學作業簿.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83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 1-4冊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690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3 劉文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706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3 劉文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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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720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3上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737 生活作業簿.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744 生活作業簿(教師用).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751 小手玩數學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37768 小手玩數學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37775 小手玩數學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37782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2上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799 生活作業簿(教師用).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05 生活作業簿.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12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教師用).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29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36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教師用).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43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50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教師用).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67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74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4上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28 高中化學習作 蘇捷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35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IV 陳文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42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4 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59 國小數學講義. 4 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66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5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73 國小數學講義. 5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80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6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997 國小數學講義. 6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017 Focus on phonics.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024 Focus on phonics. 3 初版 平裝 2

9789863338031 Focus on phonics. 5 初版 平裝 2

9789863338055 Focus on phonics. 7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863338062 Focus讀寫練習本. 1 高瑞敏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38079 Focus讀寫練習本. 3 高瑞敏編輯 四版 平裝 2

9789863338086 Focus讀寫練習本. 5 許能羨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38086 Focus讀寫練習本. 5 許能羨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38093 Focus讀寫練習本. 7 許能羨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38093 Focus讀寫練習本. 7 許能羨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38116 Focus進階練習本. 1 劉怡伶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123 Focus進階練習本. 3 劉怡伶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338147 Focus進階練習本. 5 黃玉貞, 黃元怡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38154 Focus進階練習本. 7 黃玉貞, 黃元怡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338161 Play with ABCs. 1= 低年段跨領域活動本 張于玲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338185 Play with ABCs. 3= 低年段跨領域活動本 賴玉倩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208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6上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239 品格主題書: 友愛: 桃樂絲找朋友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338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6上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390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地理(教師用). 1-2冊 陳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406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地理. 1-2冊 陳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413 新無敵自修. 自然. 5 何錫霖, 錢宜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437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5 馮玉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444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5 馮玉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512 國小生活課堂練習. 1上 生活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529 國小生活課堂練習. 2上 生活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581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5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598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5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04 品格主題書: 責任: 遺忘商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28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35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42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5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黃業建, 廖靜宜, 王瓊蘭, 蘇捷魁, 吳秋月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6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曾喜育, 張豪賢, 何瓊紋編輯委員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80 國小國語自修.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97 國小國語自修.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703 國小國語自修.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765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2上(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772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2上(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789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4上(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796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4上(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02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5上(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19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5上(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33 國小學習卷. 國語.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40 國小學習卷. 國語.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57 國小學習卷. 國語.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64 國小學習卷. 社會.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71 國小學習卷. 社會.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888 國小學習卷. 社會.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01 教學式講義. 自然(教師用). 3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18 教學式講義. 自然. 3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25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1上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32 國小社會自修.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49 國小社會自修.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56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63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70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987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 6上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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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21 高中國文語文練習. 5 [翰林]教科書編輯群編著; 翰林編輯團隊增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38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教師用). 5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45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 5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76 高中生物習作 陳昱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90 Reading.com引導式閱讀理解 周彩蓉, 李秋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06 國小學習卷. 生活.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13 國小學習卷. 生活.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20 國小學習卷.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37 國小學習卷.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44 國小學習卷.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51 國小學習卷. 數學.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68 國小學習卷. 數學.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75 國小學習卷. 數學.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82 國小學習卷. 數學.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199 國小學習卷. 數學.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05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12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29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36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43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50 翰林版無敵自修. 高中國文. 1 陳智弘, 陳春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81 試題挖挖哇. 地理. 3 藍冠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298 高中國文補充教材. 1 林皇德增修; 郭純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304 新無敵實力評量. 自然.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311 新無敵實力評量. 自然. 3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328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公民(教師用). 1-2冊 渟亦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335 大滿貫圖表複習講義. 公民. 1-2冊 渟亦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373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380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397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410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地球科學 施峰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427 超級翰將講義. 自然(教師用). 3 張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434 超級翰將講義. 自然. 3 張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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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496 國小數學自修.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02 國小數學自修.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19 國小數學自修.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26 國小數學自修. 5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33 國小實力評量. 生活.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40 國小實力評量. 生活.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64 高中國文課堂裡的閱讀及思辨 黃琇苓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39571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化學顏伯昌, 李莉甄, 林姵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88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教師用). 5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95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 5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01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教師用). 5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18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 5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32 國小社會自修.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49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教師用). 5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56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5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63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教師用). 5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70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 5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687 高中無敵講義.化學 蔡家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717 新無敵實力評量. 社會.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724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歷史. 1陳秀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731 高中地球科學習作 劉昀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748 新無敵自修. 社會. 5 吳承泰, 劉鎮銘, 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786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化學 陳文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0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數學. 1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16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5 方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23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5 方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30 高中無敵講義.數學. 1 何俊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54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 4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61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 5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78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85 國小生活自修. 2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892 國小數學自修. 6上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0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實驗活動手冊蘇捷魁, 黃業建, 廖靜宜, 吳秋月, 王瓊蘭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15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3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15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3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22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3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22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3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39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6上(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46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6上(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6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 IV, 電磁現象一姚珩, 張嘉泓, 李重賢, 陳東閔, 劉國棟, 吳承宣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77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84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91 新無敵自修. 自然. 3 何錫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13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1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20 翰林注音符號練習簿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37 國小國語自修.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44 國小國語自修. 1上(含首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82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3上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99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05 國語作業簿.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12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1上(含首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29 國語作業簿. 1上(含首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36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43 國語作業簿. 6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5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地理. I, 空間資訊科技康嘉芬 陳敏雀, 林靜怡, 吳孟寰, 李柏翰, 莊婉瑩, 江映瑩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67 升科大.四技二專103-110年統測歷屆試題. 英文林博, 洪國棟, 楊智民, 黃慧姍, 李語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81 高中無敵講義.物理 陳正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198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物理 翰林作者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04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物理郭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11 高中物理習作 姚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28 自然科學作業簿(教師用).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35 自然科學作業簿.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59 無敵自修. 高中數學. 1 林志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66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73 數學作業簿.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8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 上 游森棚, 林延輯, 柯建彰, 洪士薰, 洪育祥, 張宮明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97 高中選修數學乙習作. 上 蘇啟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03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3上 社會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27 高中地理. 1, 試出圖解力 林巧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10 國小生活自修. 1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34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41 國小數學講義.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5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地理. II, 社會環境議題林靜怡, 陳敏雀, 吳孟寰, 吳婉嫕, 康嘉芬, 江映瑩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72 超級翰將國中講義. 自然(教師用). 1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389 超級翰將國中講義. 自然. 1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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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02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公民與社會. 1楊鎮, 陳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26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數學甲. 上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33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4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 上 游森棚, 林延輯, 柯建彰, 洪士薰, 洪育祥, 張宮明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57 技術型高中國文習作. 5 許雯渝, 康秀姿, 朱碧霞, 陳崇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64 高中選修地理學習寶典. I, 空間資訊科技 郭顯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7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蘇懿生, 辛致煒, 陳韻安, 劉崇文, 朱芳琳, 湯偉君, 林宗穎編輯委員再版 平裝 1

9786263120488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18 高中選修數學甲習作. 上 蘇啓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25 高中選修地理學習寶典. II, 社會環境議題 周岳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3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 學生探究活動手冊黃晟庭, 蕭榛嫈, 楊善茜, 葉鈞喬, 邱怡禎編輯委員再版 平裝 1

978626312054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III 陳正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56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3上(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63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3上(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242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1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87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地球科學 蕭榛嫈, 何玉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94 高中探究與實作.化學 王瓊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00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1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3120617 教學式講義. 自然. 1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24 教學式講義. 自然(教師用). 1 翰林自然科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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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曾喜育, 何瓊紋, 郭人仲編輯委員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48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教師用). 1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55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 1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62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 1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79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教師用). 1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86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1 張麗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693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教師用). 1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09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 1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23 新無敵自修. 社會. 1 吳承泰, 劉鎮銘, 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47 國小數學自修.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54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生物 張春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61 新無敵自修. 國文. 1 翰林國文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78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1 張麗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85 新無敵試題寶典社會.公民(教師用). 1 王佳蓉, 方惠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92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1 王佳蓉, 方惠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808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1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815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1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853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1 陳怡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860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1 陳怡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877 教學式講義. 國文(教師用). 1 宋裕審訂; 劉文裕修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884 教學式講義. 國文. 1 宋裕審訂; 劉文裕修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891 新無敵自修. 數學. 1 林錦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14 高中選修生物習作. IV 陳昱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21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科學.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38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45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1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52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1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69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教師用). 1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76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 1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83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 3上 自然科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990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教師用). 1 吳錫鴻, 步綻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03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 1 吳錫鴻, 步綻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10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生物.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劉正暱, 楊智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27 國小社會自修.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34 國小國語自修.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41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教師用). 1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58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 1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65 跨領域雙文閱讀素養 步綻青, 劉狗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72 跨領域雙文閱讀素養(教師用) 步綻青, 劉狗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96 新無敵自修. 自然. 1 陳俊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157 國小自然科學自修. 3上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16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 IV, 電磁現象一姚珩, 張嘉泓, 李重賢, 陳東閔, 劉國棟, 吳承宣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17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 III, 波動、光及聲音姚珩, 張嘉泓, 李重賢, 陳東閔, 劉國棟, 吳承宣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188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教師用). 1 崔冶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195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 1 崔冶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201 數A樂試 李宜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362 贏戰決勝會考英語題組總匯(教師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379 贏戰決勝會考英語題組總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393 贏戰決勝會考國文文意判讀(教師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09 贏戰決勝會考國文文意判讀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16 贏戰會考重點王 胡秀美, 鄭雁方, 陳宗樺, 黃瑩, 楊逸遠, 亮愷, 柯晏淩, 李宜蓉, 楊欣龍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23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數學(教師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30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數學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54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英語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61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英語(教師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78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社會(教師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85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社會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515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國文(教師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522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國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560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自然(教師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577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自然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1205 國考心理學歷屆試題詳解聖經版第二版105年補充包陳克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99859 輕輕鬆鬆學ArcGIS 10 周天穎, 葉美伶, 吳政庭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41961 趣樂軒: 楊雲貴抄本 楊寶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942036 竹本書畫集. 第五輯 李宗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942043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577942050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794206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古筠比丘德異撰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97

送存冊數共計：516

擁抱成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儒林



9789577942074 慈心應作經 漢譯南傳大藏經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2081 雲棲瑜伽燄口真詮 南安善堂經堂郶置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2098 地藏菩薩本願經(上中下全卷)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2128 能淨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 佛說療痣病經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0496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藥草喻 化城喻 衣珠喻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0329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0630336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0630343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0630350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0630381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窮子喻. 壹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398 解惑: 證嚴法師答客問. 一, 生老病死篇 釋證嚴講述; 靜思僧團輯錄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4118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窮子喻. 貳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4132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窮子喻. 叁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4187 疫情下的叮嚀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156 樂理模擬考全真試題. 三 學音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308 導覽解說實務 陳珮真, 鍾碧蔙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39322 餐旅群專題實作 陳紫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9339 多媒材創作實務 林宇倩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375 清淨心翫 楊思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1382 元 趙孟頫膽巴碑 吳鴻鵬修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540 成吉思汗傳 扎奇斯欽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6143557 文學源流 譚正璧編著 再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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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2

9789576143588 我怎樣寫杜甫 洪業撰 再版 平裝 2

9789576143595 杜甫年譜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輯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453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65008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65015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565022 Danny kid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853460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65039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65046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565053 Danny kids phonic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853477 The crow and the water bottle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學習王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0

學音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靜思人文



9789869853484 The city mouse and the country mouse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9853491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ant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060 A family trip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077 Little red riding hood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084 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091 Alexander Graham Bell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107 The animal musicians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114 The magic pot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121 The candy house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138 The wizard of Oz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65145 The boy who cried wolf chief editor Yu-Fen Mary Lee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10892 英文三句金寶典= Perfect triple English 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10908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312520 新初檢模擬試題. 1= GEPT Elementary level english listening & reading tests劉毅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12551 新初檢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1= GEPT Elementary level english listening & reading tests劉毅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14579 國中分類記憶2000字= Indexing English 2000 words for junior high students劉毅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14586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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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979 總務部門重點工作 蕭祥榮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690986 開店創業手冊 葉斯吾, 黃憲仁編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3690993 如何管理倉庫 黃憲仁編著 增訂十版 平裝 1

9789863691006 部門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 秦建成編著 增訂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437 形塑文本= Shaping text 楊.密登朵普(Jan Middendorp)作;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444 具說服力的配色Layout: 完美的呈現版面色彩配置對應數位色彩南雲治嘉作; 張英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451 字型設計訣竅= Type tricks 蘇菲.貝爾(Sofie Beier)作;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468 設計之本: 從概念到產品成形= Design basics 傑哈德.休弗雷(Gerhard Heufler), 麥可.蘭茲(Michael Lanz), 馬丁.普瑞登泰勒(Martin Prettenthaler)作; 邱喜麗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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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4652 丫樺媽媽的幸福家常菜: 101道超澎湃吃不膩的美味料理ㄚ樺媽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4676 林太的療癒餐桌: 林太做什麼─世界真情真不過對食物的愛林太Claud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4683 當我說想死的時候,生命卻對我微笑: 憂鬱症患者從自殺到接受不完美人生的故事金賢真著;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5725 HAKKA歌謠繪本:油菜花 陳淑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龍閣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龍溪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龍華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0

學習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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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9963046 已讀: 面對消失的回應. I 鄧兆鈞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3022 什麼樣的大人= What kind of adult?: Shu-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2021 Graduation Design Exhibition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3053 「一座具一世界」專輯手冊= One seat for one world盧圓華主編 平裝 1

9789869963077 臺灣家具產學發展論壇. 2021. III: 「一建築一家具」文化.設計.理論與法律論文集盧圓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7704 拙趣: 翰墨淋漓書法社師生作品集. 第一屆 林思蕙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0859 亮光仙子 陳美玲文; 林純純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0866 神奇雨 王元容文; 林傳宗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0873 殺麻雀 孫婉玲文; 劉伯樂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0880 鹽巴國王 王元容文; 崔麗君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0897 小松鼠過馬路 陳美玲文; 孫慧榆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0903 我是第一 王元容文; 卓昆峰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400910 什麼都好奇的達文西 何佳芬作; 黃雄生繪圖 精裝 1

9789865400927 我要喝汽水 何佳芬作; 吳嘉鴻繪圖 平裝 1

9789865400934 保平安的壓歲錢 李倩茹作; 林傳宗繪圖 平裝 1

9789865400941 紅鼻子馴鹿魯道夫 王元容作; 陳維霖繪圖 精裝 1

9789865400958 細菌小小的旅行 孫婉玲作; 張麗真繪圖 平裝 1

9789865400965 尋找阿奇蜥蜴 陳美玲作; 姜春年繪圖 精裝 1

9789865400972 發明大王愛迪生 王元容作; 卓昆峰繪圖 平裝 1

9789865400989 樂聖貝多芬 鄭明昀作; 卓昆峰繪圖 精裝 1

9789865400996 蝴蝶籃 陳美玲作; 張振松繪圖 精裝 1

9789865553005 貓咪為什麼要抓老鼠 王元容作; 卓昆峰繪圖 平裝 1

9789865553012 筆的世界: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葉嘉雯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553036 音樂DoReMi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 王禪靜課程設計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3159 小瓢蟲小點兒 王元容文; 洪文卿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3166 渡海去探險 王元容文; 劉伯樂圖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5537 透過花精療癒生命: 巴哈花精的情緒鍊金術 柳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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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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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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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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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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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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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幅精緻稀有古地圖發現臺灣王存立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墨淋漓書法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橫山USR專案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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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領空譯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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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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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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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4760 啟蒙運動 羅伊.波特(Roy Porter)著; 李易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777 波的科學: 細數那些在我們四周的波 蓋文.普瑞特-平尼(Gavin Pretor-Pinney)著, 甘錫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784 古今本草植物圖鑑: 收錄台灣277種藥用植物,含藥名辯證、對應藥材與植株貓頭鷹編輯室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791 黎明的守望人: 殖民帝國、人口流動、技術革新,見證海洋串起的全球化世界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著; 張毅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807 如何在網路時代好好說再見: 從直播告別式到管理數位遺產艾蓮.卡斯凱特(Elaine Kasket)著; 黎湛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814 法式愛情: 法國人獻給全世界的熱情與浪漫 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著; 何修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821 物聯網生存指南: 5G世界的安全守則 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著; 但漢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838 台灣傳統青草茶植物圖鑑: 收錄常用青草茶植物113種,與24節氣獨家青草茶配方李幸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845 為什麼睡不著?: 從小到老的睡眠科學(獻給崩潰爸媽、躁動青少年與失眠老人的好眠建議)愛麗絲.葛雷戈里(Alice Gregory)著; 范明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4852 轉動世界的小發明: 螺絲釘與螺絲起子演化的故事(增訂中文版獨家收錄)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著; 吳光亞譯 四版 其他 1

9789862624869 新世界的流亡者: 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輸家,如何促成大英帝國重拾霸權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著; 馬睿譯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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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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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5071 馴化的狐狸,會像狗嗎?: 蘇聯科學家的劃時代實驗與被快轉的演化進程= How to tame a fox (and build a dog): visionary scientists and a Siberian tale of jump-started evolution李.杜加欽(Lee Alan Dugatkin), 柳德米拉.卓特(Lyudmila Trut)著; 范明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958 Angels in boots: a search for freedom Viram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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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莉雅.拉格絲(Andrea Lages)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2972 天賦優勢心理學應用入門: 27秒讀懂你的人生使用說明書林嘉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2989 初學達摩一掌經的第一本書: 帶你透視自己的人生功課寀雍老師, 妙清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2996 心想事成工作術: 帶你轉換工作能量,創造全新外境實相英格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90637 (領航)英文. 3 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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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705 (SUPER)數學. B4, 教學講義 廖志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743 (SUPER)數學. C4, 教學講義 張明湘編著 平裝 2

9789865190774 新關鍵圖解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徐健倫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781 新關鍵圖解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林永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804 新關鍵圖解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馬瑪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90842 新關鍵圖解地球科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施怡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873 普通型高級中學英文. 4 王昭慧等編著; 林秀春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934 (領航)英文. 4 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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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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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191009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自編講義. 2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016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 廖婉如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91023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 廖婉如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91030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 吳瓊雯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91047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 吳瓊雯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91054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自編講義. 1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061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自編講義. 3 詹麗娟, 范智雅, 陳又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07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李弘文, 簡敦誠, 詹益慈, 王宗興, 謝義孝, 曹雅萍, 葉則易, 張明娟, 吳德鵬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08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 Ⅳ,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李弘文, 簡敦誠, 詹益慈, 王宗興, 曹雅萍, 謝義孝, 葉則易, 張明娟, 吳德鵬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092 滿級分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高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108 語典 王文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115 (好好學)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義 林芳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153 新全勝生物學測16週 昇華, 高登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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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221 技術型高級中學(Light)數學B1教學講義 林佩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靛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龍騰文化



9789865191238 (好好學)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王郁茜, 龔雍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245 (超素養)地球科學學測閱讀與探究 邱惠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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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傑銘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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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283 (超素養)生物學測閱讀與探究 蔡任圃, 吳雅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290 (好好學)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楊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313 新突破數學B統測總複習講義 祝謙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337 (好好學)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陳家騏, 趙晉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344 (好好學)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黃怡螢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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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91399 超簡單數學B統測總複習講義 張能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405 新全勝英文學測18週 張琇雲, 施姵如, Michael McCollist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412 好好學地球科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吳嘉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429 新全勝公民與社會學測18週 廖翠雰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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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450 (好好學)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王敬甯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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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冠麟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504 新突破數學Ｃ統測總複習講義 柯著元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191511 關鍵雙14!國文複習新策略 丁一, 璽大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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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易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559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地理. I, 空間資訊科技 林聖欽, 王聖鐸, 朱健銘, 陳哲融, 張文菘, 洪挺晏, 曾露儀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566 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國文. 第五冊 余志挺, 吳玉杏, 吳瓊梅, 李江琪, 杜凱薇, 柯甄佩, 高秋芬, 莊秀美, 許秀美, 陳秀珠, 陳殷宜, 陳涵筠, 陳嘉琪, 蔡瑜璇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573 國文學習講義. 3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597 國文補充講義 陳盈州, 曾茗嫄, 蘇莉閔, 江伊薇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91627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歷史. I,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戴寶村, 陳正國, 陳登武, 藍適齊, 朱明希, 陳秀珠, 黃郁惠, 葉至齡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634 國文補充講義 陳盈州, 曾茗嫄, 蘇莉閔, 江伊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91658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 II, 民主政治與法律王業立, 林安邦主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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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726 國文補充講義 懷夜, 曾茗嫄, 蘇莉閔, 江伊薇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91733 (Light)數學C1教學講義 蘇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740 (Light)物理教學講義 許家銘編著 平裝 1

9789865191757 國文學習講義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91771 普通型高級中學(領航)英文. 5 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795 (新全勝)物理學測16週 許翠珍, 黃宣翰, 郭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01 (SUPER)普高選修公民與社會教學議義. I, 現代社會與經濟胡湘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25 (新全勝)化學學測16週 詹志偉(理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32 (新全勝)地球科學學測16週 黃建彰, 李雱雯, 關娜, 鄭妙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49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教學講義.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林虹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91887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公民與社會教學講義(乙版). 1李芳媛, 邱培涵, 林蒤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94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 5 唐婉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900 國文學習講義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91917 (月考王)國文. 5 楊婷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924 (SUPER)選修物理教學講義.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鄭呈因, 張銘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851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90868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790875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790882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790899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790905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790912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790929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790936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790769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90776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71

學齡國際



9789865790783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90790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90806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90813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90820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90837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90844 Brain Top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5852 廿世紀中國政治史論集 栗國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869 波羅蜜詩語 謝振宗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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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890 探索快速發展的俄羅斯農業與台灣的商機= Exploring the rapid developing Russian agriculture and Taiwan's business opportunities黃清晏, 戴志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100 公務員法要義 楊戊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71117 人生無處不青山: 達瓦才仁駐臺十二年的回憶(2008-2021)跋熱.達瓦才仁口述; 蘇嘉宏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124 歐洲小而強的國家: 瑞士、荷蘭、芬蘭與愛爾蘭的生存與發展之道郭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131 保修鏈管理: 數位與永續 廖明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148 菊分根: 西原借款與日本的大陸政策 孫志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9013 高超之基督: 希伯來書信息 陳尊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013 高超之基督: 希伯來書信息 陳尊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013 高超之基督: 希伯來書信息 陳尊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037 撒但的詭計: 如何看穿並攻克牠 華倫.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著; 江惠蓮, 周先俐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044 走天路的斷捨離: 詩篇十五首上行之詩的古歌新唱劉幸枝作 平裝 1

9789575569051 斷背山遇真彩虹: 基督徒與教會如何面對性別議題楊符濟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075 職場標竿: 榮耀教會.全地轉化.消滅貧窮 陳少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788 無上印心佛法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覺妙地明總編輯 精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96334 有鬼在偷聽 宋宥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96341 有鬼在偷聽 宋宥臻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1348 中國傳統醫學在新型冠狀病毒防治中的運用讀本= Application of China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Novel Coronaviru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朱孔國, 周寶玉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8211 戰時憶往: 八二三砲戰流亡學生的流金歲月 李耀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3916 欲愛書: 寫給Ly's M= A book of desire and love 蔣勳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講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中雄國際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禪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8

翰蘆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4458 詩人范揚松論: 真實生命的開顯與回歸 吳明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4458 詩人范揚松論: 真實生命的開顯與回歸 吳明興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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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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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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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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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1794 范蠡商戰兵法三十六計 范揚松,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4403 尋找青春拼圖: 一個生涯學徒的內心戲與表演 范揚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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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018 聯合報七十年: 1951-2021 黃年, 羅國俊, 王麗美, 項國寧, 沈珮君, 游美月, 蕭衡倩, 范凌嘉, 何振忠, 游其昌, 林秀姿, 蔡惠萍, 熊迺祺, 梁玉芳, 許俊偉, 熊迺群, 林修全, 林以君, 林載爵, 鄭瑜雯, 林琳文, 楊堤雅, 王茂臻, 張立, 洪淑惠, 吳貞瑩, 施淑妙, 張幼梅, 陳玉昭, 陳易辰, 李彥甫, 李佳諭, 王凌華, 陳皓嬿, 林政忠, 汪莉絹, 李春, 錢欽青, 顏甫珉, 黃仕揚, 彭素娟, 何雅玲, 廖武田, 江中明, 劉玉玫, 魏忻忻, 鄭朝陽, 何智綺, 楊淑閔, 徐柏棻, 胡幼鳳, 張加, 陳學聖, 唐秀麗, 曾清淡, 潘正德, 方桃忠撰著; 沈珮君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35207 聯合報70年: 1951-2021 黃年, 羅國俊, 王麗美, 項國寧, 沈珮君, 游美月, 蕭衡倩, 范凌嘉, 何振忠, 游其昌, 林秀姿, 蔡惠萍, 熊迺祺, 梁玉芳, 許俊偉, 熊迺群, 林修全, 林以君, 林琳文, 施淑妙, 張幼梅, 陳玉昭, 林載爵, 鄭瑜雯, 楊堤雅, 王茂臻, 何智綺, 張立, 洪淑惠, 吳貞瑩, 陳易辰, 李彥甫, 李佳諭, 王凌華, 林政忠, 汪莉絹, 李春, 錢欽青, 顏甫珉, 黃仕揚, 彭素娟, 何雅玲, 廖武田, 胡國桄, 江中明, 劉玉玫, 魏忻忻, 潘如瑩, 陳皓嬿, 楊淑閔, 徐柏棻, 胡幼鳳, 張加, 劉學聖, 唐秀麗, 曾清淡, 潘正德, 鄭朝陽, 方桃忠撰著; 沈珮君主編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21444 NG情人 安吉兒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451 S俱樂部 高小敏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468 S嘻哈少女天團誕生 高小敏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475 大唐追兇錄 一一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482 不要笑話我 韓駿, 林海月, 十五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499 凶宅清潔公司(第1季: 鬼話連篇) 聖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05 王的墓葬 一一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12 付劍 文生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29 再見寒生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36 住在時光裡的第七顆星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43 判決人生 劉峻谷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50 初晨是我故意忘記你. 1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67 初晨是我故意忘記你. 2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74 咒御 西川櫻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81 看見死亡的眼 小男孩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598 食鬼篇: 最末上班日 蝕鶼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04 夏有喬木雅望天堂. 1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11 夏有喬木雅望天堂. 2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28 夏有喬木雅望天堂. 3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35 迷路在紐約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42 淡軼 文生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59 菸與牛仔褲之後 文生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66 極品萌衛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73 謎遊 文生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680 戀戀江湖 籽月著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線上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嶺東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公司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報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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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7463 四川花椒: 【全新增修版】產地到餐桌24000公里的旅程蔡名雄作.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7733 創新智能型機器人之應用開發=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smart robotic machines王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7740 實用型生活應用產品之開發=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life application products王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7764 帶著相機,去旅行! 林千源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7771 二維鑲嵌作圖以及錯覺圖案製作= Two-dimensional tessellation art and illusion pattern貢中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7788 物理治療於長照場域之創新服務 陳翰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993 渺小的阿沃 尼克.布蘭德文.圖; 孔繁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8409 掉出書裡的大野狼= Le loup tombé du livre 提利.羅伯埃克特文; 葛雷果.馬畢爾圖; 黃晉瑋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9628 彌勒聖道行. 五十九部曲, 東方帝龍. 下=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 Maitreya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8609 歲月靜好= Tranquil and peaceful life 廖美蘭作 平裝 1

9789869948616 翰墨遣懷 廖美蘭作 平裝 1

9789869948623 有情人間= A world with passion 廖美蘭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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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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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356 辯中邊論述記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1363 唯識二十論述記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07335 斯斯找工作= Sethie hunts for a job 許添盛口述.導讀; 陳俊實執筆; 張素玲繪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07366 先知= The prophet Kahlil Gibran著; 王季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07373 先知= The prophet Kahlil Gibran著; 王季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07380 疾病不是病: <>讀書會. 2 許添盛主講; 陳世文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07397 心靈防疫: 該打哪種疫苗?我選信念疫苗 許添盛主講; 李佳穎, 齊世芳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07403 心靈探險. 二, 創造快樂 Nancy Ashley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懂得國際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韓研中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尚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林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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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7061 與酵母共舞: 跟著火頭工了解發酵的科學原理,做出屬於你的創意麵包吳家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7214 格薩爾王 阿來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7221 塵埃落定 阿來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7269 寫小說就這樣!? 卡倫姆.麥坎(Colum McCann)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7412 解讀川普現象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7436 縱橫天下事課本: 華語新聞教材 杜昭玫主編; 孫懿芬, 陳懷萱編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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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7450 病菌實驗室 理查.普雷特(Richard Platt)著; 約翰.凱利(John Kelly)繪;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7467 寵你的靈魂 解昆樺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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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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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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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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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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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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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一夫譯初版 平裝 2

978957085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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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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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佳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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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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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19 寵你的靈魂 解昆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26 黃檸檬 權汝宣著; 蕭素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33 寵你的靈魂 解昆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40 縱橫天下事. 1, 課本: 華語新聞教材 杜昭玫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57 黃檸檬 權汝宣著; 蕭素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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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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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801 拐杖狗 李如青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7900 圖解35線上賞屋的買房實戰課 Te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7917 KURORO太空學校. 1: 動手做,跟ARRC一起打造火箭上太空!魏世昕著; 迷母豐盛Kuroro Team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8273 種族、偏見與歧視 蒲慕州, 艾斐然(Philomena Essed), 高德維(David Theo Goldberg), 陳秀熙, 石富元著; 熊秉真, 陳秀熙編; 黃咨玄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280 聖明極盛之世: 明清社會史論集 徐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297 徘徊於天人之際: 海德格的哲學思路 關子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303 大不列顛兩千年: 從羅馬行省、日不落帝國到英國脫歐,王冠下的權力更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羅伊.史壯(Roy Strong)著; 陳建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433 今塵集: 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 卷2,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邢義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8440 今塵集: 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 卷3, 簡牘、畫像與傳世文獻互證邢義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8501 原來,食物這樣煮才好吃!: 從用油、調味、熱鍋、選食材到保存,150個讓菜色更美味、廚藝更進步的料理科學Bryan Le著; 王曼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518 紅太陽的灼熱光輝: 毛澤東與中國五0年代政治盛慕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8525 當代張載學 王雪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8587 日本製造,幻想浪潮: 動漫、電玩、Hello Kitty、2Channel,超越世代的精緻創新與魔幻魅力麥特.艾爾特(Matt Alt)著; 許芳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594 剛多林的陷落 托爾金(J.R.R. Tolkien)著; 克里斯多福.托爾金(Christopher Tolkien)編; 艾倫.李(Alan Lee)繪; 石中歌, 杜蘊慈, 鄧嘉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600 熱天的時陣 儲玉玲著; 儲嘉慧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8617 焦慮世代的安心教養: 放下憂懼,陪伴I世代孩子,共同迎接瞬息萬變的未來世界瑪德琳.勒文(Madeline Levine)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747 給總是因為那句話而受傷的你 朴相美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877 毛澤東的大饑荒: 中國浩劫史1958-1962 Frank Dikötter著; 蕭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891 腸樂我淨,素無量心 王本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914 哨譜 邱常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952 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 高級本 文庭澍著 二版 其他 下冊 1

9789570858969 人生有所謂,決斷無所謂: 電通集團CEO唐心慧,做對決定,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唐心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976 圖解臺灣老桌遊: 從大富翁、龜博士升學、到天地牌與飛車龍虎鬪,完整收錄懷舊珍貴老遊戲陳介宇, 陳芝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287 這裡沒有英雄: 急診室醫師的COVID-19一線戰記胖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294 星空50講: 帶你探索宇宙 陳文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508 斯洛伐克百年老市集 Chen Liang Podstavek著; Katarina Ilkovicova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9515 成為一棵樹 Maria Gianferrar著; Felicita Sala繪; 海狗房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9522 世界的孩子上學去: 全球學生的真實歷險記 Baptiste Paul, Miranda Paul著; Isabel Muñoz繪; 劉亞菲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9546 五一三的幽靈 許偉恒, 邱世杰, 陶逸駿等著; 思想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聯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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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72820 精緻團隊的80則關鍵問答: 這是一本具有百萬價值的人資管理手冊 討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 第二輯陳宗賢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72837 A+主管再進化: 你的價值不在個人英雄,在創造績優團隊陳宗賢主講; 吳青娥, 胡榮華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7626 潘映竹Jennifer同名寫真書 王子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1666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15版 平裝 1

978957839167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 薪橋編輯部編著 16版 平裝 1

978957839168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 薪橋編輯部編著 16版 平裝 1

978957839169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甲 薪橋編輯部編著 15版 平裝 1

978957839170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乙 薪橋編輯部編著 14版 平裝 1

978957839171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 薪橋編輯部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57839172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 薪橋編輯部編著 13版 平裝 1

978957839173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 薪橋編輯部編著 15版 平裝 1

9789578391741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 薪橋編輯部編著 15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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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版 平裝 1

978957839176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 薪橋編輯部編著 1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809 九成宮醴泉銘 郭本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4217 點亮品牌之光: 讓企業價值被全世界看見. 2 優報導youReport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9020 靈魂的征途：安拿普娜南壁= Annapurna South Face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著; 林友民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075 塑思考 佐藤卓著; 蔡青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9136 怪奇診療室= The mystery of the exploding teeth 湯瑪斯.莫利斯(Thomas Morris)作; 田菡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280 英文標示設計解析 小林章, 田代真理作; 柯志杰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297 榆樹下的骷髏= The wych elm 塔娜.法蘭琪(Tana French)著; 穆卓芸譯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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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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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青少年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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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麗娟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327 編輯這一行 片山一行著; 李漢庭譯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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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396 週四謀殺俱樂部= Thursday murder club 理察.歐斯曼(Richard Osman)著; 鄭煥昇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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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9426 魔女 五十嵐大介作;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59433 魔女 五十嵐大介作;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59464 明天吃什麼: AI農地、3D列印食物、培養肉、無剩食運動......到全球食物生產最前線,看科學家、農人、環保人士在無可避免的氣候災難下,如何為人類找到糧食永續的出路?= The fate of food: what we'll eat in a bigger,hotter,smarter world亞曼達.利特(Amanda Little)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9488 謊言之瓶: 學名藥奇蹟背後,全球製藥產業鏈興起的內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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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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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路易斯(Jack Lewi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59556 我,為什麼會這樣?: 喜歡這些,討厭那些,從生物學、腦科學與心理學解釋我們的喜好、情緒、行為與想法,重啟一趟人類的認識之旅比爾.蘇利文(Bill Sullivan)著 ; 鄧子衿譯 ㄧ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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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曖維多媒體廣告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聯聖企管顧問



9789862359563 用安靜改變世界: 內向者的天賦、外向者的潛能,影響他人的6種內在力量珍妮芙.凱威樂(Jennifer B. Kahnweiler)著 ; 王秋月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2359570 達爾文進城來了: 新物種誕生!都市叢林如何驅動演化?曼諾.許特惠森(Menno Schilthuizen)作 ; 陸維濃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359587 那年夏天的謊言 萊利.塞傑(Riley Sager)著 ; 簡秀如譯 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594 寄生蟲圖鑑: 50種住在不可思議世界裡的居民們大谷智通作 ; 佐藤大介繪 ; 楊雨樵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59600 光明的追求: 從獸脂、蠟燭、鯨油、煤氣到輸電網,點亮第一盞燈到人類輝煌文明的萬年演進史珍.布羅克斯(Jane Brox)著 ; 田菡譯 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617 沉默的一百種模樣 海莉葉.蕭克羅斯(Harriet Shawcross)著 ; 許淳涵譯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624 你不知的線上零工經濟: 揭露人工智慧中的工人智慧,以及網路眾包人力低薪、無保障的真相,新型態的雇傭關係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瑪莉.葛雷(Mary L. Gray), 西達爾特.蘇利(Siddharth Suri)著 ; 嚴麗娟譯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648 東京大學資料科學家養成全書: 使用Python動手學習資料分析塚本邦尊, 山田典一, 大澤文孝著 ; 莊永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59655 我的山間初夏 班.歐林(Ben Orlin)著 ; 王年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59679 幽影王冠. IV, 女王輓歌 凱德兒.布雷克(Kendare Blake)著 ; 新新譯 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686 麻醉之後: 揭開醫學中最奧妙難解、無人能清醒述說的感官與認知祕密凱特.科爾-亞當斯(Kate Cole-Adams)著 ; 呂奕欣譯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693 從前從前，在河畔 黛安.賽特菲爾德(Diane Setterfield)著 ; 聞若婷譯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709 喚醒大腦裡的數學家: 閃電和血管為什麼有一樣的幾何形狀?手機剩幾％電是怎麼算的?數學怎麼保護我們的網路安全?......世界十大最佳教師的26堂驚奇數感課Eddie Woo著 ; 甘錫安譯 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716 寫給凡夫俗子的地區再生入門: 20年實證經驗,122個地方創生關鍵詞,擺脫寄生政府、再造故鄉價值的教戰法則木下齊著 ; 林書嫻譯 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730 人體標本師 麥克.歐默(Mike Omer)著 ; 李雅玲譯 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747 揹著家上路: 徒步走遍日本、無處不為家的369天,家屋與人生的路上觀察誌村上慧著 ; 林欣儀譯 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754 世界是垂直的: 從人造衛星、摩天大樓到地底隧道,由分層空間垂直剖析都市中社會、政治的權力關係史提芬.葛雷罕(Stephan Graham)著 ; 高郁婷, 王志弘譯ㄧ版 其他 1

9789862359761 最後一個知識人: 末日之後,擁有重建文明社會的器物、技術與知識原理路易斯.達奈爾(Lewis Dartnell)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59839 為什麼公車一次來三班?: 從自然的奧妙原理到日常的不思議定律,探索生活中隱藏的81個數學謎題羅勃.伊斯威(Rob Eastaway), 傑瑞米.溫德漢(Jeremy Wyndham)著; 蔡承志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9846 星空下的隔離病房= The pull of the stars 愛瑪.唐納修(Emma Donoghue)著; 楊睿珊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891 Cocoon繭= Cocoon コクーン 今日町子著;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907 島嶼時代= The age of islands 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著; 吳煒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921 設計的極限與無限: 從東方到西方,從自然物到人造物,探索自然、藝術和建築中的秩序之美與比例和諧= The power of limits: proportional harmonies in nature,art & architecture喬治.竇奇(György Doczi)著; 林志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9945 從邪念到暴行: 跟蹤騷擾、人質挾持、校園槍擊、無差別殺人,鑑識心理學家的當代犯罪診斷書= Evil thoughts: wicked deeds克里斯.莫漢迪(Kris Mohandie), 布萊恩.史柯洛夫(Brian Skoloff)著作; 鄭煥昇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952 寶石之國= 宝石の国 市川春子著; 謝仲庭譯 一版 其他 第11冊 1

9786263150058 與希林攜手同行 是枝裕和著; 呂宜庭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114 放棄的力量: 你贏不了,不是因為你不夠努力 為末大著; 秦健五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70940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0957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0964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0971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0988 寵冠大宅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0995 天生皇后命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1008 天生皇后命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1015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022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039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046 姑娘食在好命 松間月影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053 後宮私房菜 雲天瑤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060 後宮私房菜 雲天瑤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077 後宮私房菜 雲天瑤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084 侍藥娘娘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091 小魚躍龍門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107 美味仙妻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114 掛名皇后 裘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121 貪財小王妃 米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138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145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152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169 侯門小書蟲 靈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3

離城生活工作室



9789865271176 皇商的小廚娘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183 混進東宮當寵妃 卿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190 混進東宮當寵妃 卿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206 混進東宮當寵妃 卿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213 富桂榮華在一家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220 哀家想二婚 唐紙硯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237 哀家想二婚 唐紙硯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244 哀家想二婚 唐紙硯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251 上流閨秀 亦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268 上流閨秀 亦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275 上流閨秀 亦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282 上流閨秀 亦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299 上流閨秀 亦夏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1305 酒香嬌娘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312 穿書當團寵 鹽超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329 逢君化吉 小麋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336 娘子帶福來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343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350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367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374 王府護家寶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381 王妃就是狂 夢南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398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404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411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428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435 嬌娘灶下香 汀霜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1442 都說後宅是個坑 宇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459 一字千金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466 戲精撩妻 袖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473 福孕吉祥 梨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480 福孕吉祥 梨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497 福孕吉祥 梨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503 福孕吉祥 梨寶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510 沖喜 粉妝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1527 沖喜 粉妝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1534 蜜養青梅 子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1541 蜜養青梅 子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1558 陛下求侍寢 霜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1565 陛下求侍寢 霜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1572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589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596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602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619 天家吃貨媳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1626 一朝醒來成親了 逢春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1633 一朝醒來成親了 逢春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1640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657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664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671 代嫁騙君心 雀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688 江山聘 安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695 奉旨守寡 時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701 福妾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718 福妾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725 福妾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732 福妾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749 福妾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1756 霸爺謀妻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763 神探姑娘出任務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1770 神探姑娘出任務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1787 贅婿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794 嬌妃要和離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800 香辣小廚娘 陸澄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817 香辣小廚娘 陸澄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824 香辣小廚娘 陸澄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831 醫妻多福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848 朕來冷宮搶娘子 北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855 福娃興宅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862 福娃興宅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879 福娃興宅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886 福娃興宅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1893 福娃興宅 蓁蓁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1909 相府掌珠 霓皙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916 相府掌珠 霓皙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923 相府掌珠 霓皙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930 天命妻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1947 貴妻逃走中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954 貴妻逃走中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961 貴妻逃走中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1978 換婚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1985 換婚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1992 換婚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005 換婚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012 換婚 蔓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2029 娘子不溫良 夢南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036 貴氣廚娘 米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043 御賜萌妃 木云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050 御賜萌妃 木云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067 御賜萌妃 木云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074 御賜萌妃 木云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081 命中無妻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098 一品嬌妾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104 紈褲求入贅 尋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111 紈褲求入贅 尋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128 紈褲求入贅 尋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135 鎮家寶 丹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2142 鎮家寶 丹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2159 醫流嬌妻 云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166 半月妻 一竿風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173 鴻福嬌婢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180 盛寵而嬌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197 盛寵而嬌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203 盛寵而嬌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210 盛寵而嬌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227 盛寵而嬌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2234 嬌娘錢滿窩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241 富貴盈門 燦棠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258 富貴盈門 燦棠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265 富貴盈門 燦棠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272 富貴盈門 燦棠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289 說好的和離呢?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296 翰林娘子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2302 翰林娘子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2319 陛下賣笑五千兩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326 農門出鄉君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333 農門出鄉君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340 農門出鄉君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364 穿越後她爆紅皇城 雲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371 穿越後她爆紅皇城 雲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388 穿越後她爆紅皇城 雲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395 穿越後她爆紅皇城 雲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425 千面小嬌娘 米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432 財女的矜貴夫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2449 財女的矜貴夫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2456 奉子嫁侯府 桂圓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463 奉子嫁侯府 桂圓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470 奉子嫁侯府 桂圓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487 奉子嫁侯府 桂圓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494 奉子嫁侯府 桂圓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2500 再嫁和離夫 曉柳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92007 基礎經濟學= Essenti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Robin Bade, Michael Parkin著; 許景翔, 潘明如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492014 政治學與臺灣政治 王業立, 蘇子喬, 沈有忠, 胡全威, 劉嘉薇, 鄭任汶, 王啟明合著; 王業立主編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2021 組織行為: 臺灣經驗與全球視野 戚樹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92038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 學理與應用的賦格曲 黃財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2069 全球影視產業: 國際傳播與媒體經營觀點 彭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2076 量化研究法. 二, 統計原理與分析技術 邱皓政著 增修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2083 財務管理簡單學 王朝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2090 環境經濟學: 理論與政策 柏雲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2106 貨幣銀行學 李怡庭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492113 找到自己的位置: 早療社工在專業間工作的實踐經驗與困境張秀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2120 社會工作概論= Social work: an empowering professionBrenda Dubois, Karla Krogsrud Miley[原著]; 張英陣, 許雅惠, 潘中道合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2137 社會照顧與健康照顧: 以社區為基礎的途徑 黃源協, 江大樹, 詹弘廷, 梁鎧麟, 游麗裡, 張玉龍, 蔡惠雅, 莊俐昕, 張卉汝, 吳書昀, 陳筠騏合著; 黃源協, 莊俐昕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2151 台灣老人社會工作: 理論與實務 楊培珊, 梅陳玉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492182 性別教育與生活 陸偉明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1418 敏捷管理生存指南: 不是快,而是適者生存. 上, 基礎概念林裕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1425 敏捷管理生存指南: 不是快,而是適者生存. 下, 進階應用林裕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262 下路頭玄天上帝廟盪鞦韆 溫宗翰作 平裝 2

9789869712286 將顯神威 拱吉堂= Gon-Gi temple 温宗翰著 平裝 2

9789860601510 將藝百年 如意振裕堂= Zhen Yu temple 温宗翰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1963 閱讀新識界: 讀家計畫 黃淑祺, 陳櫻仁, 林麗秋, 林慧菁, 吳展慶, 沈苡歆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004 出謀畫策: 財產規劃與保險(台灣多媒體版) 羅友三作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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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友三資產規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翻滾海貍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154

雙葉書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97675 起駕,回家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7781 喜歡是深深的愛 阿亞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7798 變身影視製作人!你就是主創團隊的靈魂: 把錢花在刀口上、讓影片如期完成,從企劃開發到發行,21個製片步驟通盤掌握莫琳.瑞恩(Maureen A. Ryan)著 平裝 1

9789865497804 裴社長廚房手記 裴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97811 無線人生 Beck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3343 立體拼豆超好玩 許勝雄, 簡志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350 都會型男休閒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367 給寶貝的可愛手作服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374 簡單迷人的捲紙巧飾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93381 鋁線的生活札記 柚子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820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民小學夢想花園執行成果報告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2844 李慈悅作品集. 2021 李慈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2851 霧峰向日葵家園生活美學與生態友善融合創作教材李明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2868 霧峰向日葵家園服務與感恩志工研習活動教材吳佳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065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成語篇. 2(楷書) 侯信永編著 平裝 1

9789869319072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部首偏旁篇. 1(楷書)侯信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835 御聖宮伽藍菩薩偈. 第三輯 霧峰御聖宮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739 鑄山人物志: 徐里= Zhushan biographies of artists: Xu Li錢陳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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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燕平總編輯平裝 1

9789862822753 心印臺灣: 李君毅當代水墨藝術= Heartprints of Taiwan: Lee Chun-yi's contemporary ink art李君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760 沉船外貿瓷 張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777 中東王子的金生金世: 戴忠仁的國寶檔案. 3 戴忠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784 臺灣美術全集. 第41卷, 陳輝東= Taiwan fine arts series. 41, Chen Huei-Tung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791 圖說希臘神話= The art of Greek mythology 朱惠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113 勤武秘錄: 長肢白鶴拳拳譜 羅國鶴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931120 勤武秘錄: 三叉叉譜 羅國鶴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209 為什麼我的粉絲專頁贏不了別人?20個必需弄清楚的社群經營概念李沛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9216 為什麼我的粉絲專頁贏不了別人?: 20個必需弄清楚的社群經營概念李沛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羅國鶴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穩達達文創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霧峰御聖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藝峰書法學苑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藝風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6725 獵夢= 사냥: 꿈 Black Coffee作; 耶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6732 竹馬成雙 愛看天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56749 竹馬成雙 愛看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56763 竹馬成雙 愛看天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56787 竹馬成雙 愛看天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656770 竹馬成雙 愛看天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0656794 竹馬成雙 愛看天著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0681413 專屬變態 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420 專屬變態 燁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2206 唐詩三百首全注本 蘇明來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2348 好好時光 呂欣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362 女性貧困: 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 女性たちの貧困: ''新たな連鎖''の衝撃NHK特別採訪小組著; 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379 成為真正的人 甘耀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379 成為真正的人 甘耀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409 我想愛你所不能愛的自己 叢非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416 火來了,快跑 大師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430 「這樣安排是為你好!」: 照顧父母的25個盲點陳乃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461 成為男人的方法 沈信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485 死亡癱瘓一切的知識 張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492 我說不,沒有對不起誰(經典長銷版)= When I say no,I feel guilty曼紐爾.J.史密斯(Manuel J. Smith)著; 歐陽瑾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62508 了不起的硬核媽媽 格十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2405 藝術異數: 陳秋美交趾陶作品集 陳秋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6940 誠信人之本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9789869876971 持齋 戒殺 放生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7713 我們究竟是誰?= Who are we really? 藍慕沙作; 陳郁雯, 廖啟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720 新長征: 發展值得保存的心智 藍慕沙(Ramtha)著; 廖啟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0756 臺灣龍柱石雕研究(1895-1945): 以惠安石匠辛阿救為中心蔣若琳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巍聲國際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覺醒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騰窯交趾陶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朧月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蘇氏國學書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312 手風琴入門 蔡偉靖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423 文學招領：文學、旅遊與文創產業的多元共構陳敬介著 增修版 平裝 1

9789869377430 當世界留下二行詩 瓦歷斯.諾幹(Walis Nok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461 張開眼睛將黑夜撕下來: 瓦歷斯.諾幹散文詩 瓦歷斯.諾幹(Walis Noka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1325 一次到位: 我的第一本能力培養書 溫宏徳編著 其他 1

9789864531509 明天過後,你是窮人還是富人: 把窮人變富人的4種能力(彩色版)郝文譽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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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6925 回憶之翼: 詩,流著淚 愛蓮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6956 閩浙詩人作品大展 伊夫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6963 讀獅記(簡體字版) 顧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6970 芒刺 楊運菊着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6401 路長情更長: 鍾璧如藝術創作 林瑩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4419 造自己的船,環我們的島 陳明忠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525 信仰書店 洪逸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556 玫瑰心結 綺莉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587 福瑞斯之城 廣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594 森: 楊淇竹詩集 楊淇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00 逐日填滿,不定期氾濫 陳育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17 執靈怨 庚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24 古祠高樹: 夏眉小說集 夏眉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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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48 被一朵花召喚 琹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55 導讀莫言 楊小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62 朝向漢語的邊陲: 當代詩敘論與導讀 楊小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86 錯舷 唱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693 打造僑務工作4.0: 從駐泰數位外交經驗到全球僑務工作智能化童振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09 明月千山路 周典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16 陰陽判官生死簿. 貳: 西風蕭颯 秀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47 偷刣豬的阿忠歐吉桑 邱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54 老年維特的煩惱 顏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61 神劍傳奇 張一弘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92 法式麵包佐中國普洱: 吐槽跨國婚戀!今天你抓狂了沒有?奇拉.蘇拂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808 邃古的寧靜 葉含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815 鄉愁在柳川古道 妍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839 善提經: 鬼道品 言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065 神的祕密: 革命之後 大漠倉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089 居服員對白: 王亞茹詩集 王亞茹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驛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鷺 安平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讀品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259 有求必應: 臺灣有應公的鄉野傳奇 許献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503 台灣的感情線 蔡增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241 保釣運動50年: 回顧與傳承 紀欣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381 30天速成現代樂理: 專為歌手和樂團設計的基礎樂理= How to read music in 30 daysMatthew Ellul, 讚美之泉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398 聽見這世代的呼喚:讚美之泉敬拜讚美專輯. 26= Hear our cry: stream of praise music ministries. 26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760 廣解無極皇母喚醒天經 [鸞友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630

送存種數共計：15142

送存冊數共計：1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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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灣合商貿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察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鹽鄉文史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