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6209 視覺識別系統規劃創作論述= The creation report of visual identity system design顏永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8501 Lasy & music 五拍團隊主編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23568 117款女孩最愛的蕾絲鉤織小物集: 一眼就愛上的蕾絲花片!深尾幸世著; 莊琇雲, 彭小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9623711 我的亮眼生活,我設計!繞線珠&流蘇穗花手作Lesson金田惠子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728 可愛又寫實的擺飾&玩具!我的手作不織布蔬菜與水果前田智美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735 晶透又夢幻のUV膠手作世界 BOUTIQUE-SHA授權; 亞緋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742 輕便出門剛剛好の人氣斜背包 BOUTIQUE-SHA授權; 夏淑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623759 零碼布變布包: 大膽組合x趣味玩色更有設計感!BOUTIQUE-SHA授權; Alicia T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23766 捲紙甜點設計BOOK なかたにもとこ授權; 羅晴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4348 加減乘除 朱西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355 冶金者 朱西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362 畫夢紀 朱西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379 貓 朱西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706 涼家婦女 顏理謙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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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74812 茶金 黃國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829 新兵生活教練 吳佳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836 食肉的土丘 班與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843 滿島光未眠 林妏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867 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 朱天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874 鱷魚手記 邱妙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881 夜深人靜的小說家 王定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4898 余英時傳 周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4980 踐行者: 張曉雄的創作人生 張曉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000 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 夏曼藍波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017 島嶼DNA 陳耀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154 食肉的土丘 班與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39 少女媽祖婆 邱祖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46 心愛的無緣人 邱祖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53 我不可告人的鄉愁 林俊頴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60 待月記 柳丹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77 某某人的夢 林俊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84 鄭森. 上卷: 大明命脈的危局 朱和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91 鄭森. 中卷: 黨爭,國破方休 朱和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07 鄭森. 下卷: 焚服!從此便是國姓孤臣 朱和之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381 Orange storm by Ned Marcus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INK印刻文學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21-12-30)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101001~11012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喆盤古形象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M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Orange Log Publishing



9789869583398 Orange storm by Ned Marcus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4491 成長股投資之父普萊斯: 美國普信集團創辦人的傳奇人生與投資智慧康那勒斯.龐德(Cornelius C. Bond)著; 蕭美惠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7422 人人都能學會靠ETF領高息賺波段全圖解 <<Smart智富>>真.投資研究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7446 怪老子教你打造超值ETF組合: 訂做自己的資產翻倍計畫怪老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7460 我的零成本存股術. 2: 獲利滾存股 養出百萬搖錢樹星風雪語(星大)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7022 Joy in solitude: the retreat journals of Fr. Jerry Martinson,S.J.edited by Barry Martinso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5159 香港現形記 傘下的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5166 香港現形記 傘下的人作 其他 1

9789869795173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簡莉穎劇本集. 3 簡莉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5180 你的4分33秒= 당신의 4분 33초 李書修作; 謝麗玲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5197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簡莉穎劇本集. 3 簡莉穎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868 偽科學檢驗站: 從食安、病毒到保健食品,頂尖醫學期刊評審的50個有問必答林慶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2100 三更俊男: 五百羅漢造像 劉俊男作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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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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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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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0495 現代伊朗史: 牽動世界局勢的政治發展史: 超越習以為常的西方中心視角張育軒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01 台灣古蹟巡禮: 重拾土地記憶與發現老建築之美林嘉澍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18 不快樂心理學: 溫柔擁抱.憂鬱症: 給憂鬱症患者與照顧者的支持指南蘇益賢作.主講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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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1511 用視覺心理學看懂名畫的祕密: 誰操控了你的感官?從光源、輪廓、意圖到構造,22堂透視「視覺魅力」的鑑賞認知課三浦佳世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方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Tau Book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刻鯨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真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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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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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1427 美國第一健身強人,動機強化全書: 不找藉口的新科學!突破增肌瓶頸、訓練低潮的最強輔助訓練手冊麥可.馬修斯著; 郭曉燕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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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1441 韭菜的自我修養 李笑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1458 李佛摩股市操盤術 傑西.李佛摩著; 陳旭華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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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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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148 白陽的藍圖: 彌勒救苦真經講解本 林榮澤編著;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1219 Vaideology: 吉他巫師.史蒂夫范的獨門演奏心法史蒂夫范(Steve Vai)著; 蕭良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1226 瑜伽與愛的真相: 引領<>之智融入現代生活 理察.福禮縵(Richard Freeman), 瑪麗.泰樂(Mary Taylor)作; 湯乃珍, 陳薇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1240 朝聖台灣: 燒王船、迎媽祖,一位攝影記者的30年祭典行腳陳逸宏攝影.口述; 沈維巖文字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1264 台灣同運三十: 一位平權運動參與者的戰鬥發聲喀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641 搖滾山水= Rocking and rolling mountain and river楊柏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20926 大排長龍的螞蟻蛋糕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2

9789864420933 大排長龍的巫婆湯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2

9789864420940 大排長龍的熊家蜂蜜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2

9789864420957 大排長龍的胖舅舅麵包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2

9789864421558 大排長龍的松鼠巧克力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2

9789864421565 大排長龍的貓頭鷹餐廳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2

9789864421626 小小的小小的魔法城堡哦! 酒井幸栄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4

9789864421633 小小的小小的秘密寶物哦! 酒井幸栄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3

9789864421633 小小的小小的秘密寶物哦! 酒井幸栄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1

9789864421640 小小的小小的冰的王國哦! 酒井幸栄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1

9789864421640 小小的小小的冰的王國哦! 酒井幸栄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3

9789864421657 櫟樹森林的松鼠學校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初版 精裝 5

9789864421664 小小的小小的.波可波可 酒井幸栄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全套 1

9789864421671 刺蝟醫生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初版 精裝 5

9789864421688 大自然動物小百科: 和恐龍面對面= 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奧莉維亞.布魯克斯(Olivia Brookes)文; 彼得.大衛.史考特(Peter David Scott)圖; 李美華翻譯精裝 5

9789864421695 大自然動物小百科: 和動物面對面= 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奧莉維亞.布魯克斯(Olivia Brookes)文; 藍.傑克森(Lan Jackson)圖; 李美華翻譯精裝 5

9789864421701 大自然動物小百科: 和昆蟲面對面= 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奧莉維亞.布魯克斯(Olivia Brookes)文; 藍.傑克森(Lan Jackson)圖; 李美華翻譯精裝 2

9789864421718 大自然動物小百科: 和海洋動物面對面= Discovery of animal kingdom奧莉維亞.布魯克斯(Olivia Brookes)文; 藍. 傑克森(Lan Jackson)圖; 李美華翻譯精裝 5

9789864421725 小鼴鼠和蟬寶寶 福澤由美子作.繪; 球球館編輯群譯 初版 精裝 5

9789864421732 大排長龍的爺爺義大利麵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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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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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3582 翻譯乃大道,譯者獨憔悴: 余光中翻譯論集 余光中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62

九陽道善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葦文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九十九度藝術



9789864503605 祝福的意思: 等路台文版 洪明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612 地底三萬呎 朱少麟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503629 愛人蒸他的睡眠 陳顥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650 遠足 楊慎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674 急診室的奇蹟 蘇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681 蔡文甫先生: 凡夫俗子不凡不俗的一生 李瑞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698 色情白噪音: that's the hormones speaking 王和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704 我的菜市場 李郁棻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711 秀巒山上的金交椅 陳素宜著; 程宜方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3728 斜槓中年: 如果你懷念童年的棒球手套 徐國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735 生之頌 杏林子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3766 職場健康紀錄500句型 楊慎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773 又見寒煙壺 鄭宗弦著; 吳嘉鴻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3780 剪下一片月光 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578 建築國家考試. 105-109: 營建法規題型整理 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78 建築國家考試. 105-109: 營建法規題型整理 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78 建築國家考試. 105-109: 營建法規題型整理 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85 建築國家考試. 90-109: 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題型整理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85 建築國家考試. 90-109: 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題型整理九華土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平裝 -1

9789869747585 建築國家考試. 90-109: 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題型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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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1103 小可怪麻醉趣 高淑貞文; 蕭宇筑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2468 138億年大宇宙: 全盤了解宇宙的天體與歷史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04 無是什麼?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11 人體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human body 日本Newton Press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28 相對論: 從13歲開始學相對論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35 量子論: 從13歲開始學量子論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42 人體: 圖解全身小知識 日本Newton Press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59 腦的運作機制: 腦如何使我們記憶、思考? 日本Newton Press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86 慚愧僧文集. 12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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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0290 台獨脈絡記 許介鱗作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8004 讓教學成為一場靈性饗宴: 靈性教育三部曲. 序幕= The influence of spiritual education. volume 1 prelude張育慧Hope Chang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九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二八數位智能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心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2265 做頂尖業務,不需要什麼特殊才能! 高野孝之著; 張智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2272 來吧!再也不用怕數學: 用代數來思考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2289 零秒反應力: 逆轉腦中一片空白,臨場應對不慌張!赤羽雄二著; 林心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2296 任何人都可以寫出神級提案.好企劃 富田真司著; 卓惠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2302 厲害店長帶人管理術 清水均著; 賴庭筠, 林心怡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63195 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 法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龐維德(Frédéric Laplanche)著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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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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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63461 民國紀事本末. 1911-1949 劉仲敬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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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63560 獨裁的異議: 從雅典民主、羅馬共和到近代獨裁的思辨本村凌二著; 李瑋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607 為工作而活: 生存、勞動、追求幸福感,一部人類的工作大歷史= Work: a history of how we spend our time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著; 葉品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638 世界大局,由誰決定?你不能不知道的美國秩序與中華秩序!王飛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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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飛凌,劉驥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63645 清點每一個人 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著; 周宜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683 何謂中華、何謂漢: 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兒 後藤多聞著;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913 臉部危險區域解剖學: 安全執行美容手術、注射玻尿酸等填充物、操作雷射與非侵入性儀器= Facial danger zones: staying safe with surgery,fillers,and non-invasive devices王正坤譯 精裝 1

9789867364920 美容醫學: 軟組織填補之原則與實務= Soft tissue augment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Hassan Galadari作; 林長熙, 李至偉, 顏詠銓翻譯 精裝 1

9789867364937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part III: peripheral nerveseditor Tyng-Guey Wang, Wen-Shiang Chen 精裝 1

9789867364944 基礎臨床按摩治療學: 整合解剖及治療 Laura Allen, David M. Pounds作; 吳定中, 吳孟亭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3409 圖解地緣政治 高橋洋一著; 吳秋瑩翻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913416 圖解個體經濟學: 理性決策的基本功 菅原晃著; 傅莞云翻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913423 圖解透視未來: 給新世代的投資趨勢說明書 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13430 圖解屁的成分: 3小時瞭解人體構造與器官運作奈良信雄著; 吳秋瑩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13454 圖解慢賺的修練: 翻滾吧!報酬率12%的資產雪球!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13461 圖解皮凱提觀點: 放任資本主義將造成民主制度的崩潰!神樹兵輔著; 吳秋瑩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13478 圖解法律記憶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913485 圖解刑事訴訟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913492 圖解民事訴訟: 第一次打民事官司就OK 錢世傑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591 這樣跟孩子療心事,就對了!: 爸媽最想問心理師的25個親子教養題黃珊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861 星際旅人的十三月亮共時同步曆: 電力的黃種子年= Star Traveler's 13 Moon Almanac of Synchronicity: YEAR OF THE YELLOW ELECTRIC SEED廖祖芳總編輯; 朱衍舞, 張蘭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1703 中華曆書. 民國一一一年 三七堂著作 平裝 1

9789860681710 中華曆書(普大字版). 民國一一一年 三七堂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十字星球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一二八生活美學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十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七堂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428 不要再笑了,裘裘! 慶子.凱薩茲(Keiko Kasza)文.圖; 林芳萍翻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74252 無威脅群體庇護協會 matthia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74269 陽奉陰違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4276 非人類公所值勤日誌 醉飲長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4283 聲囂塵上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4290 神祕主義至上!為女王獻上膝蓋 一路煩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74306 A子不會預言自己死. 2 午夜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4313 A子不會預言自己死亡. 3 午夜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4412 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 3 雪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4429 怠惰魔王的轉職條件. 4 雪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4436 非典型戀人養成法 OUK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4467 非人類公所值勤日誌 醉飲長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4474 世紀末書商 八千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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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56690 新譯越絕書 劉建國注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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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70528 消費者行為 沈永正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70733 嘿!我會抓怪獸 貝森.伍文(Bethan Woollvin)文圖; 吳寬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094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 II 吉佛慈, 林威志, 林偌婷, 陳映辛, 楊鵬耀, 劉俊庚, 謝東霖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501 知識生產與傳播: 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 劉龍心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1549 新譯古文觀止綜合評鑑 林士敦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1631 巴布的藝術大戰! 瑪莉安.杜莎(Marion Deuchars)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1754 新譯鶡冠子 趙鵬團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761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數學乙. 上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785 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 中 黃慶萱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1860 中華民國憲法: 憲政體制的原理與實際 蘇子喬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1860 中華民國憲法: 憲政體制的原理與實際 蘇子喬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187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第五冊 丁威仁, 田啟文, 陳室如, 陳惠茵, 黃麗禎, 虞沛蓁, 鄭慧敏編著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058 愛琳的日記 張秀亞著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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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72126 現代國際法 丘宏達著; 陳純一修訂 修訂四版 精裝 1

9789571472140 中國歷史精神 錢穆著 四版 精裝 1

9789571472164 地圖學原理 潘桂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17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探究與實作. III 林果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188 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 I 胡伯維, 林宗弘, 何明修, 丁年初, 林茂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26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地理. 第三冊 尤俊華, 李承玫, 陳芳敏, 張淑瑜, 楊念慈, 蔡秉恆編著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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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72355 英文小說解讀攻略, 良善篇 戴逸群主編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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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72423 詩經正詁 余培林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2447 最新綜合六法全書 王澤鑑, 葛克昌, 劉宗榮,陶百川編纂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72478 皮皮與波西: 小蝸牛 卡蜜拉.里德(Camilla Reid)文; 阿克賽爾.薛弗勒(Axel Scheffler)圖; 酪梨壽司譯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472515 憲法釋論 吳信華作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72591 形上學要義 彭孟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652 對岸 安田夏菜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669 國文 田啟文, 吳慧貞,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日月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三民

送存冊數共計：2

三之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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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72690 沒有勇氣的一週 鄭恩淑(정은숙)作; 梁如幸譯 其他 1

9789571472706 核心英文字彙力2001-4500隨身讀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713 進階英文字彙力4501-6000隨身讀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720 成語典 三民書局成語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增訂四版 精裝 1

9789571472737 皮皮與波西: 生日派對 卡蜜拉.里德文字; 阿克賽爾.薛弗勒繪圖; 酪梨壽司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744 皮皮與波西: 生日派對 卡蜜拉.里德文字; 阿克賽爾.薛弗勒繪圖; 酪梨壽司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775 這些寄生生物超下流! 成田聰子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799 人間至情: 曾永義、王瓊玲新編劇本集 曾永義, 王瓊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805 凡塵摯愛: 王瓊玲劇本集 王瓊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812 踮腳的小陽 田中檸檬文.圖;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874 基礎英文字彙力2000 丁雍嫻, 邢雯桂, 盧思嘉, 應惠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881 夢想前場: 李洋 李洋口述; 裴凡強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898 妖怪、變婆與婚姻: 中國西南的巫術指控 顏芳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904 公共衛生法規與倫理 吳秀玲, 許君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928 小草莓,妳在哪裡? 野志明加文字.繪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935 小豆子的繪畫學校 大衛.卡利(David Cali)文字; 賽巴斯提安.穆藍(Sébastien Mourrain)繪圖;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2980 三俠五義 石玉崑著; 張虹校注; 楊宗瑩校閱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472997 勞動訴訟裁判評釋 陳金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017 散文新四書: 秋之聲 陳義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3055 韓國史: 悲劇的循環與宿命 朱立熙作 增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1473079 我的智慧,我的財產?: 你不可不知道的智慧財產權沈明欣作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308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 II 于宏燦, 廖培鈞, 楊尚達, 賴廷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130 有點廢但是很有趣!日常中的科學二三事 沈進惠著; 徐小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185 再見!秋水! 畢璞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73208 新譯尸子讀本 水渭松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3260 國學導讀 邱燮友, 周何, 田博元編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473307 其實我也好想哭: 消除育兒焦慮,從學會做自己開始福田花奈繪.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468 愛的教育零體罰 黃啟域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192 投信投顧法規高分速成 金融證照名師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592035 機械群專業(一)30天輕鬆破關 陳傑, 張量, 王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2141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30天速成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592233 不動產估價概要 陳仕弘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92264 銀行內部控制與稽核人員高分速成 金融證照名師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92493 不動產估價概要(不動產) 陳仕弘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92608 銀行共同科目歷屆試題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92950 不動產經紀人35天速成 陳仕弘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92967 法學大意題庫攻略 李由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2974 法院組織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92981 共同科目25天速成(公職五等) 陳雲飛, 許文達, 劉亭雲, 洪明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592998 農會共同科目(國文/農會法) 陳弘儒, 陳雲飛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7007006 監獄學概要題庫攻略 瑯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7013 不動產經紀人四合一題庫攻略 陳仕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7007037 犯罪學概要題庫攻略 賴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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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6267007099 中華電信業務類題庫攻略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7105 銀行專業科目歷屆試題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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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6267007174 經濟學(國營十二版) 蘇文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7204 公民題庫攻略 洪明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7007211 國文題庫攻略(公職五等) 劉義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7007228 監獄行刑法概要題庫攻略 墨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7235 刑法概要題庫攻略(司法)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7266 中華電信業務類30天速成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7273 林潔老師的會計學破題書 林潔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7007358 導遊/領隊實務 陳偉隆, 龍玉雲編著 十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07372 導遊領隊實務 陳毅弘, 劉力編 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2

送存冊數共計：66

三民輔考資訊



9786267007389 導遊領隊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7007396 王如老師的租稅申報實務破題書 王如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7007471 企業管理口訣帶著走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7488 導遊/領隊觀光資源概要 陳亦凡編 十版 平裝 1

9786267007495 信託業務人員高分速成 齊名揚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7007501 王如老師的稅務法規破題書 王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7518 導遊/領隊英文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7007525 期貨商業務員高分速成 王必勝審訂 四版 平裝 1

9786267007532 戴久喨老師的記帳法規破題書 戴久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7570 導遊領隊英文題庫攻略 程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7587 領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 陳毅弘, 陳亦凡, 龍玉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7007594 導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 陳毅弘, 陳亦凡, 龍玉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7007631 高登老師的記帳士題庫書 高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7679 財產保險業務員高分速成 張晴, 陳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7716 餐旅群專業(二)30天輕鬆破關 田俞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7723 英文(警專)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7007730 國文(警專) 陳雲飛編著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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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癒奇蹟大解密,喚醒內在豐沛的健康能量道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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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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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5005 如何做好研究論文: 成為知識生產者,從提問到輸出的18個步驟上野千鶴子作; 涂紋凰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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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堂翻轉財務思考框架開店、創業、經營、工作績效有感提升郝旭烈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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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5128 黃金90秒情緒更新: 頂尖心理學家教你面對情緒浪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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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5159 哈佛教你做出好圖表實作聖經: <>首度公開資料視覺化製作技術,精準掌握24圖表模組X6關鍵說服力X3大優化秘訣史考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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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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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密爾頓(David Hamilton)作;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265 餓童家便當日常: 地方爸爸90道愛的料理 餓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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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歲,想把溫柔留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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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5395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沉澱紀念版) 王文靜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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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5487 每一天愛自己: 世界最知名身心靈出版社創辦人露易絲.賀366篇療癒經典收錄露易絲.賀(Louise H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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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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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5548 適腦學習:5種「腦型」, 11種「專屬學習法」,成績無痛直升丹尼.亞曼(Daniel G. Amen)作; 陳佳伶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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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齋藤宗南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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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博士的眼睛自救書山口康三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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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5715 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 一次搞懂 中小學基礎英文文法曾知立作 平裝 上冊 1

9789576585722 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 一次搞懂 中小學基礎英文文法曾知立作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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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回覆他的短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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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Mr.Right雷達,兩性博士帶你好好談一場戀愛瑪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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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浦聰漫畫;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5807 名偵探柯南提高數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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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敦慈的安心生活圖典 譚敦慈著 平裝 1

9789576585821 譚敦慈的安心廚房食典 譚敦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585838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Ahn Chi Hyeon文; TeamKids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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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溫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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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人生OKR: 無痛突破職涯瓶頸,掌握自我、夢想、未來的最強工作術姚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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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071 我把什麼都告訴你,除了喜歡你 知寒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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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132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5, 神祕的襯裙 南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金瑄桓, 林虹瑜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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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仲津奈, 海童博行漫畫;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170 尋龍歷險記. 6, 禍患大地的狡黠邪龍 林詩敏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187 我超想要那個: 吉竹伸介的智慧筆記 吉竹伸介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194 超自然科學歷史探險 Thaleungsak Laungsarn文; Thana Reungpatchara圖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586200 女生最想要的舒服愛 一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262 林姓主婦. 4: 我家一條龍,從家常菜到副食品: 80道好吃到噴淚,從嫰嬰到爸媽都愛的料理林姓主婦著 平裝 1

9789576586279 林姓主婦. 4: 我家一條龍,從家常菜到副食品: 受用終生觀念x快速上手實務篇林姓主婦著 平裝 1

9789576586286 褲子小偷. 2: 怪物王國的數學冒險之旅 小室尚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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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323 世界史偵探柯南. 4, 馬可波羅的足跡 青山剛昌原作; 谷仲津奈, 藪野展也漫畫;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385 小朋友學投資的散戶生存術: (看盤、停損、選股)看到什麼做什麼,抗跌追漲護荷包小朋友學投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422 人生9成靠說話: 1分鐘讓人感動,100%受歡迎的37個對話技巧永松茂久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439 錢進加密貨幣: 掌握金融變局,彎道超車搶先機!楊書銘著 平裝 1

9789576586477 天才麵包理髮師. 1, 歡迎光臨麵包髮廊 Monster Studio作.繪 精裝 1

9789576586484 哆啦A夢數學百寶袋. 5, 培養數學腦的益智謎題藤子.F.不二雄原作 平裝 1

9789576586491 哆啦A夢數學百寶袋. 6, 國小數學關鍵概念總複習藤子.F.不二雄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507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6586514 決愛后冠. II, 叛心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黃婷涵翻譯 平裝 1

9789576586521 圖書館裡的祕密: 建築大師安藤忠雄的首度繪本創作安藤忠雄文; 秦好史郎圖; 李昀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6538 微笑商店 喜多村惠作繪; 郭庭瑄譯 精裝 1

9789576586552 認同感指導術: 讓部屬自動自發、無痛帶人! 田邊晃著; 張翡臻譯 平裝 1

9789576586569 地獄 延尚昊作; 崔圭碩繪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586798 地獄 延尚昊作; 崔圭碩繪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586644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劉徽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6586668 跑跑薑餅人. 9, 臭氣沖天的科學 趙珠熙文; 李泰榮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6675 過敏大作戰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586699 紐約尋寶記 Podoal Friend作; 姜境孝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705 世界史偵探柯南. 5, 黑死病的衝擊 青山剛昌原作; 山岸榮一, 河本Kemon漫畫;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774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10, 馬德里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牟仁慧譯 平裝 1



9789576586804 科學發明王. 32: 保護地球環境的發明品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958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 2: 中小學生和老師家長都需要的法律自保課吉靜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707 蕾絲卦: 盜用妳的情人 白薔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0683714 蕾絲卦: 碰上情敵,也只好跟她做了 白薔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7628 讓愛前進: 發現台灣生命小勇士 上好社會企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675 美國趣味性的文法= American interesting grammar葉子玄(Cathy Yeh), 林麗蓉(Marianne Lin)合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7100 10個人快樂的搬家 安野光雅著;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7117 來跳吧!律動遊戲書 赫威.托雷(Hervé Tullet)文.圖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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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27148 探索宇宙的孩子 貝特朗.菲述(Bertrand Fichou)文; 巴斯卡.勒麥特(Pascal Lemaitre)圖; 嚴慧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7155 蘋果樹小女巫: 森林裡的毛怪 薩比娜.斯塔丁(Sabine Städing)文; 薩賓娜.比希納(SaBine Büchner)圖; 莊亦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7162 告訴我,你怎麼了?: 幫助孩子處理情緒問題 茉莉.帕特(Molly Potter)文; 莎拉.詹寧斯(Sarah Jenni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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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65573 誕生於家庭的烘焙美食指南教科書 呂昇達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2970 云水悠悠 白云老禅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2987 泥沙集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2088 爵士鋼琴教學大全. (八), 爵士鋼琴藍調 陳榮志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00350 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202415 主題式行政學(含概要)混合式超強題庫 賴小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2453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著 第十九版 其他 1

9789865202651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一次過關 可樂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5202729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九: 107-109年度 歐昌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3528 記帳士證照21天速成 賦誠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03931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賦誠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5204181 主題式機械原理(含概論、常識)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204952 (素養學堂)實務、案例一次整合!地表最強圖解刑法(含概要)禾翔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983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含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陸冠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4990 (升科大四技)電工機械(含實習)完全攻略 鄭祥瑞, 程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58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圖實習完全攻略 韓森, 千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089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完全攻略 黃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1

送存冊數共計：103

三絲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好社會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千弦有聲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5205249 國民營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5205522 (金融證照)14堂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課 李元富, 陳宣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560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考科. 1, (會計學+貨幣銀行學)焦點速成林惠貞, 陳敏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5577 (金融證照)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蘇育群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5584 (金融證照)證券商業務員(重點整理+試題演練)金永瑩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5607 (升科大四技)數學(A)(歷年試題+模擬考) 學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614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擬考) 黃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713 (教師檢定)素養導向: 最新國小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720 (專技高考)職業衛生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205737 (警專入學考)警專化學: 滿分這樣讀 陳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744 (升科大四技)數學(B)商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學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751 (專技高考)食品技師30天一次攻榜: 榜首不傳秘笈大公開黃子寧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205836 (升科大四技)程式設計實習完全攻略 劉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843 (學習方法)這樣背更快!國考達人連三金榜的學習關鍵: 從探索→備考→應試→上榜的完全指引黃禕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850 (升科大四技)數學(B)商職完全攻略 高偉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5898 (警專入學考)警專英文: 滿分這樣讀 倪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031 (國民營事業)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政類超強5合1題庫千華名師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048 (IPAS)無形資產評價管理師(初級、中級)能力鑑定速成陳善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055 (學習方法)贏在執行力!吳盼盼一年法律雙榜致勝關鍵吳盼盼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206123 (技術士)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祕笈呂俊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130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最新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206154 (警專入學考)警專國文滿分這樣讀 李宜藍, 邱鉦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178 (金融證照)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艾帕斯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6185 (警專入學考)警專歷史: 滿分這樣讀 陳書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253 (警專入學考)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乙、歷史、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206260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中學類教師檢定教育專業科目全真模擬試題舒勁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277 (學習方法)做自己的防彈少年Beyond the Scene 學測、統測澈底攻略(108課綱素養範題破解)謝龍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291 (升科大四技)經濟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307 (升科大四技)數學(A)完全攻略 高偉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345 (學習方法)新課綱我第一!台大牙醫生教你最強讀書&考試密技(含108課綱素養大解析)孫吉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352 (金融證照)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7日速成 艾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369 (銀行招考)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焦點速成 艾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376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國小類教師檢定教育專業科目全真模擬試題舒暢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413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國小類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全真模擬試題舒淮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437 (教甄教檢)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通關寶典舒淮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206468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考科. 1, (會計學+貨幣銀行學)焦點速成林惠貞, 陳敏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06550 (警專入學考)史上最強!警專甲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甲、物理、化學)警專金榜編輯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6567 (教甄教檢)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歷年考題大觀徐弘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6598 (金融證照)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重點整理+試題演練)蘇育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604 (教甄教檢)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徐弘縉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206611 (國民營事業)工程力學(含應用力學、材料力學)祝裕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206628 (教甄教檢)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206635 (教甄教檢)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徐弘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206642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與家庭教育完全攻略 謝坤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659 (升科大四技)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完全攻略 謝坤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666 (技術士)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206680 (升科大四技二專)機械製造測驗卷 溫晉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697 (升科大四技二專)機件原理測驗卷 蔡忻芸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03 (警專入學考)警專地理滿分這樣讀 謝坤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10 升科大四技二專飲料實務測驗卷 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27 (升科大四技二專)英文測驗卷 賴祖兒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34 (金融證照)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主題式題庫(含歷年試題解析)黃秋樺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741 (國民營事業)機械設計(含概要) 祝裕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206758 (國民營事業)政府採購法10日速成 王俊英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6765 (升科大四技)物理(B)(歷年試題+模擬考) 龍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72 (警專入學考)警專數學乙滿分這樣讀 高偉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89 (升科大四技二專)數學(C)工職測驗卷 學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96 (技術士)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祕笈呂俊彥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6802 (國民營事業)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政類超強5合1題庫千華名師群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06840 (升科大四技二專)數學(A)測驗卷 學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857 (升科大四技二專)國文測驗卷 邱鉦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864 (升科大四技二專)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測驗卷何奕漢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871 (警專入學考)警專數學甲滿分這樣讀 高偉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888 (升科大四技二專)餐飲服務技術總複習測驗卷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895 (升科大四技二專)英文閱讀與寫作總複習測驗卷吳熙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901 (升科大四技二專)會計學總複習測驗卷 梁若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918 (升科大四技二專)機械力學總複習測驗卷 杜雅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925 (國民營事業)會計學(包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陳智音, 歐欣亞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5207007 (升科大四技二專)數學(B)商職總複習測驗卷 許志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7014 (警專入學考)警專物理滿分這樣讀 曾禹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7120 (教甄教檢)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207168 (升科大四技二專)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測驗卷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7175 (鐵路特考)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7212 (升科大四技二專)機械製圖實習總複習測驗卷劉得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7229 (升科大四技二專)商業概論總複習測驗卷 王志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7236 (升科大四技二專)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總複習測驗卷林柏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7243 (國民營事業)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 陸冠奇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207250 (鐵路特考)逼真!基本電學(含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陸冠奇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07281 (高普考)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7298 (國民營事業)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207304 (國民營事業)法學緒論(法律常識)高分題庫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207434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與家庭教育完全攻略 謝坤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7441 (升科大四技)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完全攻略 謝坤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7519 (高普考)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朱華聆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207526 (高普考)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207533 (一般警察/警察特考)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207861 (升科大四技二專)數學(B)商職總複習測驗卷 許志豪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27240 大數據管理系統 江大偉, 高雲君, 陳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318 物聯網與智慧製造 張晶, 徐鼎, 劉旭等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417 網路科學中的度量分析與應用 陳增強, 雷輝, 史永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448 複合材料雷射增材製造技術及應用 李嘉寧, 鞏水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462 複雜製造系統的可重構計劃與調度 喬非, 吳瑩, 馬玉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493 機器人力觸覺感知技術 梁橋康, 徐菲, 王耀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927554 機器視覺技術 陳兵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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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3741 金融科技風險控管、智能AI與EA專家系統整合設計之研究: 「金融聚寶盆」財富累積為案例探討= A fintech risk control,intelligent AI and EA expert system research on integrated design: "financial cornucopia" as a case study of wealth accumulation賴旺根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73441 佛陀的初心: 2550年前最早的正法 呂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526 老天有眼: 現代因果實錄 賴樹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557 無門關: 開悟的臨門一腳 鄭振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564 安貝卡博士與印度佛教復興運動: 佛教救印度,解放種姓制度、解救印度民主僧護著; 劉宜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571 道德經中的佛法奧義: 阿西老師談道德經中的佛陀智慧陳博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588 妄想識滅即涅槃 鄭振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595 印度佛教聖地見聞錄: 追尋佛陀的聖蹟= Buddhist pilgrimage sites in India鄭保村, 劉宜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618 瑜伽師地論: 100卷實修重點整理 林同啟, 梁崇明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473625 瑜伽師地論: 100卷實修重點整理 林同啟, 梁崇明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人物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100

送存冊數共計：100

千華駐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噐小物藝術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8005 一部電影,一個旅程: 電影開路,探訪未知的東南亞= One film one journey: Southeast Asia's unknow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鍾適芳主編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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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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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2922 稗稊頑味稻花香 汪渭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6258 國中小必讀數學名詞圖解詞典 朴鎮希, 尹貞心, 林成淑著; 陳超華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527 繞著地球開同學會 魯秋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7541 百合三弄= Lily trilogy 李嘉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2993 一池光井= Beneath a descending moon,breathing 蘇笑柏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34626 加法= Minus addition 蘇育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4633 安之若素= Equanimity 紀嘉華Jason Chi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2989 世界威士忌地圖: 深度介紹全球超過200家蒸餾廠與750款威士忌戴夫.布魯姆(Dave Broom)作; 陳韋玎等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980920 博物學家的動物分類圖鑑 朱爾斯.霍華(Jules Howard)作; 凱爾西.奧賽德(Kelsey Oseid)插畫; 涂瑋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0937 博物學家的史前動物分類圖鑑= Prehistoric creatures of the order朱爾斯.霍華(Jules Howard)作; 凱爾西.奧賽德(Kelsey Oseid)插畫; 黃郁婷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0944 化學原來如此!: 最好懂的化學史、化學原理與元素週期表全攻略喬爾.利維(Joel Levy)作; 張必輝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0951 我知道!這就是DNA: 認識基因、染色體與奇妙的生物遺傳密碼艾莉森.伍拉德, 蘇菲.吉爾伯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0968 樂器的故事= The 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 斯捷潘卡.塞卡尼諾娃作; 雅庫布.先科插畫; 楊惠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0982 超簡單生物課: 自然科超高效學習指南= Super simple biology: the ultimate bitesize study guideDK出版社編輯群著; 涂瑋瑛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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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心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屯

送存冊數共計：9

大大樹音樂圖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光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石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678 小謙巨大的煩惱= Chian's biggest worry 江映嫻, 林若妤, 陳杰甫, 黃子瑋創作; 林若妤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4685 為什麼不說話?= Why don't you speak? 林湘湄, 曾鏹儀, 葉仲軒創作; 林湘湄, 曾鏹儀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4692 漂亮小彩虹= The beautiful rainbow 林彥欣, 徐立賢, 褚伊庭創作; 林彥欣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2103 阿灰的顏色= A-Hui's color 林濬騰, 曹芷嘉, 羅紫涵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2209 為失智高齡者設計: 認知活化活動遊具 鍾適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1459 女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高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11466 女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高蕊編著 其他 1

9789864111473 盡情享受每一天(彩色版) 肖衛編著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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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8803 1cm的起點= 1cm 오리진 金銀珠著; 金材娟繪;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466 台指期當沖,當個經常獲利的傻瓜: 不依賴技術分析指標、不用凹單拚後勢、不必選跟單老師: 我靠傻瓜操作法,月獲利百萬!Queen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572 不負責男人造就的外商媽媽時間管理法: 總是一人育兒的兩頭燒媽媽,一路升遷還能享受「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美好時光!尾石晴作;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602 消失的古國: 考古學家如何發掘歷史上存在、但地理上消失的36個國家胡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2657 數字表達法,5秒內獲得100分評價！ 山本崚平著; 高佩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701 每一天都拉開差距: 生活駭客工作術,凡人變神人,創造驚人成果許成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732 一瞬間的貼心: 貼心,是最不花錢的投資。順手,讓機會、貴人、金錢主動找上你。井上裕之作; 賴詩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787 7,000萬爆款文案賣貨聖經: 最強文案產生器,超過50家電商指名文案操盤手兔媽,親自示範,照套就賣翻!兔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794 名師這樣教 生物考高分　 大森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824 疲倦的青少年 菲力普.R.費雪(Philip R. Fischer)著; 廖桓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893 麥肯錫思考模型活用法: 史上最強!46種思考模型,遇到什麼問題,套什麼模型解決,你當場胸有成竹。= マッキンゼーで学んだフレームワーク超活用術大嶋祥譽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909 管理的挑戰 一倉定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916 讓美式文化影響全球的13部經典= Americanon: an unexpected U.S. history in thirteen bestselling books潔絲.麥克休(Jess McHugh)著; 吳宜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923 不怕已讀不回 凱蒂思.佳莉莉(Candice Jali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930 做自己,還是坐職升機 郭艾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947 名師這樣教 物理秒懂: 國中沒聽懂、高中變天書,圖解基礎觀念,一次救回來左卷健男, 浮田裕編著; 林展弘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2992 資深銀行員偷學客戶的錢滾錢祕笈: 10年財富自由的上班族,怎麼學會讓身邊一直有錢、不離本業卻有外快、穩健的以錢滾錢。崔民寧著; 林倫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000 一個人的療癒: 真正的放下,是你不介意再度提起約翰.詹姆斯(John W. James), 羅素.傅里曼(Russell Friedman)著; 林錦慧譯三版 平裝 1

9786267041055 亞歷山大最高效放鬆法: 傳承百年,解決緊張、瞬間抒壓。木野村朱美著; 黃怡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109 每個孤獨的靈魂都值得被看見 阿紫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130 德國製造的細節: 人口八千萬的國家,竟有兩千多個世界級品牌和一千多個世界隱形冠軍,德國人做事的竅門在哪?葉克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147 配速持股法,我月領10萬 阿福の投資馬拉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246 小家,越住越大: 高手幫家微整型,客廳永遠不亂、廚房空間多30%、小坪數也有衣帽間,玄關這樣設計,隨你狂買鞋。逯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1284 數位肢體語言讀心術: 當「字面意思」變成「我不是那個意思」……你必須讀懂螢幕圖文、數位語言背後的真實意思。艾芮卡.達旺(Erica Dhawan)著;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314 這樣想事情,你會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如何讓興趣能當飯吃,有興趣的工作卻不快樂怎麼辦,不喜歡的工作怎麼做到喜歡、有成就?岡崎勉明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420 獲利的引擎: 價值投資獨家公式加上168微笑曲線,播種便宜股、收割昂貴股,穩賺股利、大賺價差。溫國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444 早午餐聖經 吳充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512 單親雙寶媽買美股,每月加薪3萬 Donna著 平裝 1

9786267041550 讓收入增長10倍的致富行為: 不必多10倍努力,65個觀點讓你改變行動思維,自動加深口袋深度。= これからのお金の教科書 年収の伸びしろがケタ違いになる視点65田端信太郎著; 羅淑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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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同大學媒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拓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同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大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於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9789869177764 楊夏蕙: 教育部國立技專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建構臺灣視覺設計耆老影像數位典藏資料庫楊夏蕙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2261 可愛動物刺繡手帖: 飾品&布小物應用全集= Cute animal embroidery trinkets松本千慧, 松本美慧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713 糖尿病降糖常備菜145道 向紅丁, 張曄, 成向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720 annas的紙間刺繍: 5種繡法就能完成創意紙刺繡川畑杏奈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737 貓星人美術館 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作; 金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782 米其林主廚的輕奢食尚甜點 王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799 太宰治: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林巧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103 在崩潰前改寫自己的命運之書 亞當.J.克茲作; 馮郁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110 樋口愉美子的優雅刺繡時光: 5種繡線繡出春的樂園、夏的花草還有迷人的花鳥圖案樋口愉美子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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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2359 身而為鳥= What it's like to be a bird 大衛.希伯利(David Allen Sibley)作; 吳建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2366 不去會死: 世界九萬五千公尺的自行車單騎之旅石田裕輔著; 劉惠卿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3375 小學生校園足球遊戲 南尚傑, 徐兵, 王英梅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3382 NBA經典進攻戰術解析 曹冬, 單曙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399 楊澄甫<<太極拳體用全書>>釋疑 李慶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405 劉慶洲太極拳推手與66式綜合太極拳 劉慶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412 撞球技法解析 劉明亮, 尹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429 身體運動功能訓練 尹軍, 袁守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436 徐靈胎醫話醫案選 (清)徐靈胎原著; 張存悌, 周康, 卓同年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443 靈素針 于景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450 養生集覽 (明)佚名輯; 李國信, 于永敏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9737 快樂學西洋棋= Learning chess is fun 李若凡, 高懿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522 大高雄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專輯: 藝遊蛻變 飛越43林愛華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9992 失控!變異細菌入侵 熱血同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09 星座美少女. 11, 攻破魔域的逆光之箭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多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16 羽球王子. 7, 龍爭虎鬥 疾風社團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30 勇戰公牛鯊 Wilson Lew作; 山頂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47 終戰!人體極限奧祕 熱血同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54 星座美少女. 12, 魔法石之書的友情召喚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多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61 进入股市必读!: 操盘天王写给新手的买股速成胜经方天龙著 平裝 1

9789860761078 100张图搞懂获利关键 方天龙着 平裝 1

9789860761085 強襲!東北虎的追擊 李國權作; 山頂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092 星座美少女. 13, 星座終章 輝光女神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多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108 羽球王子. 8, 臥虎藏龍 疾風社團故事.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115 萬獸之王. 運動篇 X探險隊故事團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61122 迎戰烈火棕熊 Wilson Lew作; 山頂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139 阿公讲鬼. 3, 因果 蓝橘子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師棋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高雄青溪新文藝學會



9789860761146 超能金小弟. 1, 電氣人誕生 徐志源作; 李真我繪;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153 羽球王子. 9, 養精蓄銳 疾風社團故事.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160 夜谷宾馆营业中. 3 蓝橘子作 平裝 1

9789860761177 小公主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原作; 尹伊賢故事.繪圖; 翁培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184 超能金小弟. 2, 神祕穿牆人 徐志源作; 李真我繪;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1191 愿你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 乐擎着 平裝 1

9789860761221 我的第一本图解心理学: 知己知彼,全盘皆胜 洪震宇Ryan着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1982 對症祛病養生酒: 超過365帖你所不知道的滋補調理方謝惠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9703 凝視死亡,找回好好活著的力量!: 腫瘤名醫與萬千患者的生命對話,帶你領略生活的意義、活出精采的預後人生何裕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9727 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讓你徹底消滅''不好意思''的超級心理課高朋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9741 狗狗的創意手作DIY: 50種簡單又實用的好感生活提案王佩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61799 音樂創作中的音色運用 江易錚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829 輕鬆讀客語. 世界民間故事篇= Reading Hakka made easy. world folktales in Hakka黃瑞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61836 節奏單拍練習. 1 黃佩芬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7061843 節奏單拍練習. 2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61850 節奏單拍聽寫. 1-1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61867 節奏單拍聽寫. 1-2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61874 節奏單拍聽寫. 2-1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61881 節奏單拍聽寫. 2-2 黃佩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61898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5, 管絃樂曲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867061904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6, 管絃樂曲I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二版 精裝 1

9789867061911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7, 管絃樂曲IV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867061928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8, 協奏曲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867061935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9, 協奏曲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867061942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0, 協奏曲I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867061959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1, 室內樂曲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二版 精裝 1

9789867061966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2, 室內樂曲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四版 精裝 1

9789867061973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3, 室內樂曲I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二版 精裝 1

9789867061980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4, 獨奏曲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四版 精裝 1

9789867061997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5, 獨奏曲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五版 精裝 1

9789860766028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 交響曲1 李哲洋主編 五版 精裝 1

9789860766004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6, 獨奏曲III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四版 精裝 1

9789860766011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17, 獨奏曲IV 李鴛英, 林道生, 施炳健, 張淑懿, 楊碧川, 劉美香, 衛德全譯; 李哲洋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035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2, 交響曲2 李哲洋主編 四版 精裝 1

9789860766042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3, 交響曲3 李哲洋主編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059 樂器圖解 菅原明朗著; 李哲洋譯 十版 精裝 1

9789860766066 最新名曲解說全集. 4, 管弦樂曲1 李哲洋主編 四版 精裝 1

9789860766073 工業設計: 工業產品發展之依據 周敬煌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66080 平面設計的基礎 高橋正人著; 曾建峰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66097 簡易人體畫法 J.Sheppard作; 呂清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03 美術字基礎 廖偉強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0766110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1, 小花刺繡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27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2, 十字繡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34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3, 靠墊與小用品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41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4, 拼花飾物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58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5, 布製玩偶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65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6, 布製玩偶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72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7, 小花樣的效果 刺繡與貼花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89 ONDORI YOUNG SERIES手藝. 8, 布偶的守護神真田武夫作;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196 不用烤箱做的西點 森山サチ子著; 張碧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202 麗斯編織. 1, 小桌巾和茶墊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66219 麗斯編織. 2, 室內裝飾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66226 麗斯編織. 3, 粗線作品專輯 真田武夫編; 張碧雲譯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陸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大都會文化



9789860766233 造花: 初等科 飯田深雪, 飯田倫子著; 張碧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6240 造花: 高等科 飯田深雪, 飯田倫子著; 張碧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6257 造花: 研究科 飯田深雪, 飯田倫子著; 張碧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6264 草月流 勅使河原蒼風, 勅使河原霞著; 張碧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66271 文化服裝講座. 1, 婦人服編(I) 文化服裝學院, 文化女子大學編; 施素筠譯 十版 精裝 1

9789860766288 文化服裝講座. 2, 婦人服編(II) 文化服裝學院, 文化女子大學編; 施素筠譯 九版 精裝 1

9789860766295 文化服裝講座. 3, 婦人服編(III) 文化服裝學院, 文化女子大學編; 施素筠譯 八版 精裝 1

9789860766301 文化服裝講座. 4, 童裝編 文化服裝學院, 文化女子大學編; 施素筠譯 八版 精裝 1

9789860766318 文化服裝講座. 5, 男裝編 文化服裝學院, 文化女子大學編; 施素筠譯 十一版 精裝 1

9789860766325 服飾設計的基礎 伊藤紀之著; 王秀雄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66332 實用服裝手冊 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服裝設計學會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6509 美術設計的點.線.面 馬場雄二原著; 王秀雄譯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0766516 設計用的素描 伊東壽太郎原著; 王秀雄譯 八版 平裝 1

9789860766523 廣告設計的技法 萱場修, 織田博哉原著; 王秀雄譯 七版 平裝 1

9789860766530 素描的研究 陳景容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0766547 現代室內設計 侯平治著 二十一版 精裝 1

9789860766554 版畫的研究與應用 陳景容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66561 美術設計的基礎 大智浩著; 王秀雄譯 廿五版 精裝 1

9789860766578 設計的色彩計劃 大智浩著; 陳曉冏譯 十四版 精裝 1

9789860766585 西洋美術史 嘉門安雄編; 呂清夫譯 十五版 精裝 1

9789860766592 圖解石膏素描 陳景容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0766608 紙的立體構成與設計 朝倉直巳著; 廖偉強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6615 工藝概論 李長俊譯; 張長傑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0766622 大陸音樂辭典 康謳主編 十六版 精裝 1

9789860766639 階梯樂理. 紮根篇解答(國小.初學者適用) 譚琇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646 普通樂理 國立編譯館主編 十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6653 普通樂理 國立編譯館主編 十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6660 鋼琴樂園 拜爾初級樂園程度 手指的運動. 1 田丸信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677 鋼琴樂園 拜爾中級樂園程度 手指的運動. 2 田丸信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684 鋼琴樂園 拜爾高級樂園程度 手指的運動. 3 田丸信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691 寶石集: 「生日快樂歌」鋼琴變奏曲= Little gems: variations on happy birthday歐兆明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6707 可樂弗 鋼琴教本. 初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714 可樂弗 鋼琴理論. 初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721 可樂弗 鋼琴併用曲集. 初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738 可樂弗 音符練習30種. 初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745 可樂弗 鋼琴教本. 第一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752 可樂弗 鋼琴技巧. 第一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769 可樂弗 鋼琴理論. 第一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776 可樂弗 鋼琴併用曲集. 第一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783 可樂弗 鋼琴獨奏. 第一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790 可樂弗 和絃與調門. 第一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806 可樂弗 音符練習30種. 第一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813 可樂弗 鋼琴教本. 第二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820 可樂弗 鋼琴技巧. 第二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837 可樂弗 鋼琴理論. 第二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844 可樂弗 鋼琴併用曲集. 第二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851 可樂弗 鋼琴獨奏. 第二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868 可樂弗 大音階練習. 第二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875 可樂弗 和絃與調門. 第二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882 可樂弗 音符練習30種. 第二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899 可樂弗 鋼琴教本. 第三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905 可樂弗 鋼琴技巧. 第三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912 可樂弗 鋼琴理論. 第三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929 可樂弗 鋼琴併用曲集. 第三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936 可樂弗 鋼琴獨奏. 第三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943 可樂弗 小音階練習. 第三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950 可樂弗 鋼琴教本. 第四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967 可樂弗 鋼琴技巧. 第四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974 可樂弗 鋼琴理論. 第四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66981 可樂弗 鋼琴併用曲集. 第四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66998 可樂弗 鋼琴獨奏. 第四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05 可樂弗 鋼琴琶音法. 第四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98012 可樂弗 鋼琴教本. 第五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29 可樂弗 鋼琴技巧. 第五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36 可樂弗 鋼琴理論. 第五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98043 可樂弗 鋼琴併用曲集. 第五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50 可樂弗 鋼琴獨奏. 第五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67 可樂弗 現代鋼琴併用曲集. 第五級 Maurice Hinson,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74 可樂弗 鋼琴教本. 第六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81 可樂弗 鋼琴技巧. 第六級 David Carr Glover, Louise Garrow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098 可樂弗 鋼琴理論. 第六級 Mary Elizabeth Clark,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98104 可樂弗 鋼琴併用曲集. 第六級 George Lucktenberg,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平裝 1

9789860798111 可樂弗 鋼琴獨奏. 第六級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128 可樂弗 現代鋼琴併用曲集. 第六級 Maurice Hinson, David Carr Glover著作; 大陸書店編譯委員會譯 平裝 1

9789860798135 史奴比鋼琴教本. 第一級 June Edison著; 洪麗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142 史奴比鋼琴教本. 第二級 June Edison著; 洪麗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159 史奴比鋼琴教本. 第三級 June Edison著; 洪麗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166 史奴比鋼琴教本. 第四級 June Edison著; 洪麗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173 史奴比鋼琴教本. 第五級 June Edison著; 洪麗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180 史奴比鋼琴教本. 第六級 June Edison著; 洪麗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197 史奴比鋼琴教本: 一.二級併用曲集 June Edison編; 洪麗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203 史奴比鋼琴教本: 二.三級併用曲集 June Edison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210 史奴比簡易聖誕歌曲集 June Edison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227 謝勒德首次表演曲集 John Welch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234 謝勒德安可曲集 John Welch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241 謝勒德拿手古典名曲集 John Welch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8258 謝勒德拿手古典名曲集 John Welch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8265 查理.布朗鋼琴曲集 John Welch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272 史奴比簡易小品集 John Welch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8289 海布特鋼琴教本 彼得.海布特著; 王清璟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8296 海布特鋼琴教本 彼得.海布特著; 王清璟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8302 海布特鋼琴教本 彼得.海布特著; 王清璟譯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8319 海布特鋼琴教本 彼得.海布特著; 王清璟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8326 長笛初學教本 A.C.PETERS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0941 量子習慣力: 輕鬆改變A習慣,自然改寫命運B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0958 直覺創意修練: 賈伯斯禪修之旅 王紫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494 佛學簡易辭典 鍾家麟, 翁月惠, 張國琳編校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7569 柳林中的風聲 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著 平裝 1

9789869907576 格列佛遊記 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著 平裝 1

9789869907583 世界昆蟲動物圖鑑大百科 YOUNG著 平裝 1

9789869907590 魯賓遜漂流記 丹尼爾.笛福著 平裝 1

9789860651003 世界植物圖鑑大百科 Young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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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1630 FIRE.致富實踐 克利斯.瑪慕拉, 布萊德.巴瑞特, 喬納森.曼德沙作; 李靜怡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1647 FIRE.致富實踐 克利斯.瑪慕拉, 布萊德.巴瑞, 喬納森.曼德沙著; 李靜怡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1148 維榮之妻 太宰治著; 陳系美譯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1

送存冊數共計：136

大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悲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智文化



9789860741292 華頓商學院的情緒談判課 莫麗.塔荷瑞波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1315 華頓商學院的情緒談判課 莫麗.塔荷瑞波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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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41438 離人 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41568 打破選股迷思的獲利心法 亞斯華斯.達摩德仁(Aswath Damodaran)作; 吳書榆譯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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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41605 三島由紀夫書信教室 三島由紀夫作; 吳季倫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41629 我是貓 夏目漱石作; 劉子倩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41643 行為投資金律: 現賺4％行為差距紅利,打敗90％資產管理專家的行為獲利法則= The laws of wealth: psychology and the secret to investing success丹尼爾.克羅斯比(Daniel Crosby)著; 李祐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698 影響力革命 羅納德.柯恩(Ronald Cohen)作; 張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1728 交易聖經 布倫特.潘富(Brent Penfold)著; 羅耀宗, 李靜怡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41759 肉體學校 三島由紀夫作; 吳季倫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797 畫家之見: 約翰.亞德利的水彩觀(經典紀念版)= John Yardley: a personal view約翰.亞德利(John Yardley)著; 陳琇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803 一學就會!水彩實戰教室: 從構圖、簡單景物到經典技法,輕鬆掌握水彩特性的25堂示範課,搭配影片step by step帶你一筆入魂!文少輝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41810 漫畫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暗黑心理學: 心機無罪,成功有理!以心理學作為武器,輕鬆收服任何人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933 從本能交易到紀律交易: 巴菲特、葛拉漢、李佛摩,16位當代投資大師敗中求勝的祕密= Big mistakes: the best investors and their worst investments麥克.貝特尼克(Michael Batnick)著; 傅桂卿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1940 蘭徹斯特策略: 小克大、弱勝強,打敗大你10倍對手的終極武器= ランチェスター戦略福永雅文著; 神崎真理子繪;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102022 芥川龍之介三大經典必讀套書(羅生門+地獄變+侏儒的話)芥川龍之介著; 林皎碧, 銀色快手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77116 柘植義春漫畫短篇集 柘植義春作;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7123 柘植義春漫畫短篇集 柘植義春作;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7222 3.3秒的呼吸奧祕: 失傳吐納技法與最新科學研究的絕妙旅程詹姆士.奈斯特(James Nestor)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239 不敗的華爾街投資法: 一次弄懂股票、ETF怎麼買,讓你的財富10年翻一倍竹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314 東離劍遊紀官方設定集= Thunderbolt fantasy 霹靂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321 渾沌 夢枕貘文; 松本大洋圖; 馬世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338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 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朱宥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345 廣告與它們的產地: 東京廣告人的台日廣告觀察筆記東京碎片(uedada)著; 歐兆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420 T子%%走 穀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7437 怎麼連結= How to connect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444 田中央作品集= Fieldoffice incomplete works,1994-田中央工作群, 黃聲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451 雨過天青: 2016-2019有你一起走的婚姻平權攝影故事書社團法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468 變裝的藝術= The art of drag Jake Hall著; Sofie Birkin, Helen Li, Jasjyot Singh Hans繪; 陳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482 西北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499 論美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著; 郭品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7505 白牙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著; 梁耘瑭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7550 死後四十種生活= Sum: forty tales from the afterlives大衛.伊葛門(David Eagleman)作; 郭寶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7567 在路上 阿力金吉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574 神曲: 但丁逝世七百週年.圖像精華版= La divina commediaDante Alighieri著; Lorenzo Mattotti, Milton Glaser, Gustave Doré繪; 陳潔曜譯寫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581 繪本的夢想與實際: 幾米分享創作心得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598 動無止境= On the move 羅馬娜.洛瑪尼新(Romana Romanyshyn), 安德瑞.雷西夫(Andriy Lesiv)繪著; 李建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604 幾米年曆. 2022 幾米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642 創客精神: <<流言終結者>>創始主持人亞當.薩維奇從「自造」提煉的生活哲學亞當.薩維奇(Adam Savage)著; 韓絜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659 那些狂烈的安靜 陳育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666 秘密耳語. vol.2= Secret whisper. 2 王登鈺(Fish Wang)原作; 煙囪精靈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673 快樂女人不會老: 國民奶奶譚艾珍的瀟灑人生譚艾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4287 巧克力聖經技巧全圖解= Ferrandi Paris chocolat巴黎斐杭狄FERRANDI法國高等廚藝學校作; 林惠敏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4294 義大利糕點百科圖鑑 佐藤礼子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6901 Dessert新銳糕點師餐廳的獨創盤式甜點 加藤順一, 小林里佳子, 加藤峰子, 淺井拓也, 西尾萌美作; 胡家齊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142 老師不好意思教的世界奇葩史: 超乎想像,原來影響世界的領導者是這樣!歷史說書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3697 解密史記: 形塑中華文明的歷史關鍵大事 朴玉銘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大塊文化



9789860602029 獵巫行動: 那些被封存的迫害史= Witches: the history of a persecution奈傑爾.考索恩(Nigel Cawthorne)著; 聞翊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2036 最後的帝國: 大清龍旗飄落與民國崛起的始末金滿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2081 諸神的戰爭: 希臘神話裡的榮耀與輓歌 江逐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79756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化工製程類)共同+專業(104-109年試題)Jacob Wu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763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化學類)共同+專業(103-109年試題)Jacob Wu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787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資料庫應用(含資料庫應用概要))(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 張逸, 羅文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794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含網路原理與應用))(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817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半導體工程)(99-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袁大為, 劉強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831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法務類)共同+專業(104-109年試題)Jacob Wu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886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含環境微生物學概要、環境化學概要))(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石濤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048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社會學(含社會學概要))(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劉學作 ⼀版 其他 1

9789860735734 國中生的第一本閱讀素養策略指南 林雯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35925 TKB放洋留遊學. 2021 吳宗懋, 吳宗鴻, 曾暐挐, 郭乃瑜編輯 平裝 1

978626700417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 2022(108-110年試題)祝裕, 張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20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電磁學). 2022(107-110年試題)李長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30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熱力學與流體力學). 2022(108-110年試題)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418 研究所分章題庫(作業研究) 李昊, 徐明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445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通訊所(含工程數學、通訊系統)). 2022(108-110年試題)大碩教育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化工熱力學與反應工程學). 2022(106-110年試題)林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517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 2022(106-110年試題)林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58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1, 企研所、工管所). 2022(108-110年試題)張翔, 張璇, 林碩, 李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59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 財金所). 2022(108-110年試題)張翔, 張璇, 林碩, 李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60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3, 經濟所). 2022(108-110年試題)張翔, 林碩, 李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708 分子生物學分類題庫: 研究所分章題庫 高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471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2022(108-110年試題)張凡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72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22(108-110年試題)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852 公職考試講重點: 行政學(含行政學概要、行政學大意)謝望民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04890 火災學 陳弘毅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906 消防學 陳弘毅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700491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演算法). 2022(108-110年試題)洪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937 公職考試講重點: 文化人類學 丁永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4944 公職考試講重點: 行政學(含行政學概要、行政學大意)謝望民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04968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原理大意). 2022(103-109年試題)(測驗題型)程東, 莊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975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大意(含機械工程製圖大意)(適用佐級)). 2022(103-110年試題)(測驗題型)莊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4999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企業管理大意(適用佐級)). 2022(99-110年試題)(測驗題型)張承, 莫惟, 趙敏, 楊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022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大意(適用佐級考試)). 2022(103-110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008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工機械大意(適用佐級考試)). 2022(103-110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015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大意(適用佐級考試)). 2022(103-110年試題)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053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鐵路運輸學大意(適用佐級)). 2022(99-110年試題)(測驗題型)林彬, 吳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060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國文)(適用佐級). 2022(99-110年試題)(測驗題型)林聰, 李華, 紫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077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公民與英文)(適用佐級). 2022(99-110年試題)(測驗題型)Jacob Wu, sarah, 周明, 高士奇, 孫揚, 凱西, 楊華, 蔡邑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084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鐵路法大意(適用佐級)). 2022(102-110年試題)(測驗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107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事務管理大意(適用佐級)). 2022(99-110年試題)(測驗題型)百官網公職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138 郵政考試試題大補帖(專業職(二)內勤)共同+專業. (105-110年試題)Alice, Jacob Wu, 李華, 林聰, 查利, 陳理, 張承, 張逸, 楊華, 紫彤, 鄭瑋, 羅恩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145 郵政考試試題大補帖(專業職(二)外勤)共同+專業. 2022(105-110年試題)李華, 林聰, 高贏, 陳理, 張承, 楊華, 紫彤, 蔡邑, 鄭瑋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152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法學大意(適用佐級)). 2022(103-110年試題)(測驗題型)廖國宏, 鄭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220 外交特考試題大補帖(外交領事人員). 2022(108-110年試題)李華, 林聰, 楊華, 鄭瑋, 牧翰, 林泉, 黃崴, 聞仲, 衛彬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244 學習歷程檔案一點通: 從定向到歷程檔案一本搞定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7839 琴酒天堂= The curious bartender's Gin palace Tristan Stephenso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7853 變化球 張國立編劇; 曾正忠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877 遲來的決戰 曾正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884 彩虹公寓 Elainee, NIN, 李瑋恩, 陳沛珛, 墨里可, 盧卡斯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206 閻鐵花= Yan 常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碩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大辣



9786269533213 無膽狗雄= TATAMI 曾正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89649 進擊的行為科學: 更適配的決策,來自更深刻的人性測量理察.查塔威(Richard Chataway)著; 廖崇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670 經濟學的決策思想: 300年來,人類如何思索風險,選擇與不確定= Risk,choice,and uncertainty: three centurie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喬治.史皮婁(George G. Szpiro)著; 劉凡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687 進擊的行為科學: 更適配的決策,來自更深刻的人性測量理察.查塔威(Richard Chataway)著; 廖崇佑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64100 說話可以犀利但要帶點「甜」!: 23招教你,把「我拒絕」說得像「我接受」的情商智慧!何亞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4124 我的天才,我決定: 從小助理到身家上億,看我30歲前翻轉人生的故事!法比安著 平裝 1

9789865564131 麥肯錫時間分配好習慣: 20張圖、8個原則,讓你每一分鐘都比別人有效率!李志洪著 平裝 1

9789865564155 如何從股債賺一億?: 每年只要60分鐘檢視,就能輕鬆獲利的懶人投資法!= The 3% signal: the investing technique t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傑森.凱利(Jason Kelly)著; 周詩婷譯 平裝 1

9789865564179 房仲、保險必學的成交筆記 優渥客作 平裝 1

9789865564209 談判要學數學家,桌上說出一朵花: 100%的準備和傾聽,為對方「計算」雙贏的局!寧姍著 平裝 1

9789865564216 一圖秒懂最強Excel商用圖表: 讓圖自己會說話,1秒內表達重點!龍逸凡, 王冰雪作 平裝 1

9789865564285 如何看懂一支股票的題材&故事: 讓他在10年內,從20萬變8億(復刻版)片山晃, 小松原作; 易起宇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64360 Google社長教你管理的7個習慣: 建立一個從「沒有你不行」到「沒有你也行」的超強團隊!辻野晃一郎著; 侯詠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407 開小店最該要做的事: 從投入最少本錢,到選擇最佳地點的35個技巧!王森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445 主力K線技術分析: 200張圖教你看懂籌碼分布,找到下一個3倍飆股: 籌碼實戰的趨勢攻略X籌碼分布與主力動向X量先價型技巧解讀楊金著 平裝 1

9789865564490 我用300張圖看懂飆股的買賣訊號: 世界最強的布林通道指標,教你獲利10倍再出場!李洪宇著 平裝 1

9789865564506 溫暖管理課 任康磊著 平裝 1

9789865564537 用3小時學會量價操作法 讓我股票賺3倍 楊金著 平裝 1

9789865564568 暴賺分時K線: 用146張圖,讓你成為1%的股市獲利者陳培樹著 平裝 1

9789865564575 說好話的力量(暢銷珍藏版): 「卡內基激勵法」改變了5000位經理人的人生連桂慧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582 K線戰法: 小資20萬滾到1000萬: 用單根、多根線型,以及與指標、成交量的配合,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統孟慶宇著 平裝 1

9789865564643 我靠科技基金 4年資產翻3倍: 實戰標的&獲利對帳單完整公開詹璇依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5496 魔法精油調配大全: 近1200種運用植物精油能量提升金錢、愛情、事業運與療癒心靈的神秘魔法油塞萊絲特.瑞恩.赫爾茲斯塔布(Celeste Rayne Heldstab)著; 舒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0704 精油止痛聖經: 法國40年資深藥師,用醫療級精油處方療癒60種疾病的痠疼痛麻丹妮兒.費絲緹(Danièle Festy)著; 許雅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711 啟動內在光能神諭卡: 連接宇宙靈魂與智慧的源頭,發現你的內在之光芮貝卡.坎貝爾(Rebecca Campbell)著; 丹妮爾.諾爾(Danielle Noel)繪; 王培欣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728 不再焦慮的深層教養: 教養從心連心開始,減輕父母的教養壓力,喚醒內在愛的直覺雪莉.喬漢(Shelly Chauhan)著; 謝明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0735 全球暢銷百萬的芳香療法寶典: 英國IFA協會前主席Valerie Ann Worwood傳授800多種天然精油臨床配方(25周年最新版)瓦勒莉.安.沃伍德(Valerie Ann Worwood)著; 鄭百雅譯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0600742 全球暢銷百萬的芳香療法寶典: 英國IFA協會前主席Valerie Ann Worwood傳授800多種天然精油臨床配方(25周年最新版)瓦勒莉.安.沃伍德(Valerie Ann Worwood)著; 鄭百雅譯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0600766 一看就懂!馬上就能運用的精油化學: 了解成分與作用,搭配科學芳療挑選精油和配方,有效改善各種身心症狀川口三枝子著; 蘇珽詡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0163 地球生病了,我們可以怎麼幫他?= A climate in chaos尼爾.雷登(Neal Layton)文.圖; 范媛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361 就算不完美,妳還是我最愛的媽媽= 오늘도 고아워尹汝林文; 李美靜圖; 黃子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378 錢是什麼?= What is money?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碧翠茲.卡斯特羅(Beatriz Castro)圖; 范媛媛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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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0392 如果我不乖,媽媽妳還愛我嗎?= 언제니 사랑해崔亨美文; 元裕美圖; 張珮婕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408 哥哥和妹妹吵架了= Théo et Léa se disputent 提利.羅伯埃克特(Thierry Robberecht)文; 艾絲黛兒.敏思(Estelle Meens)圖; 王奕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446 慢慢來就好,媽媽一定會等你= 너를 기다릴게 金京愛文; 高大樹木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484 現在這樣也很好= 지금도 괜찮아 丁好宣文; 元裕美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491 賺錢之道= Making money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碧翠茲.卡斯特羅(Beatriz Castro)圖; 范媛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507 存錢之道= Saving money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碧翠茲.卡斯特羅(Beatriz Castro)圖; 張家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514 花錢之道= Spending money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碧翠茲.卡斯特羅(Beatriz Castro)圖; 巫芷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521 記住我永遠站在你這邊= 함께라는 걸 기억해 金京愛文; 李美靜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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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61935 台灣NEW萬用地圖大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016 Be Loved in House 約.定: I Do影像寫真(愛藏版)大方影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023 Do I:house in loved be約定: 影視改編小說 大方影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896 二十億光年的孤獨. 2021年版 谷川俊太郎著; 田原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887 John Liao廖韋強: 大音希聲 大美無言 廖韋強作 初板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870 設計之心.攝影之眼: iPHONE下的吉光片羽 張書銘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7505 東方之盾: 地緣政治與科技產業的前沿= Orient shield and resilience of Asian ICT supply chain黃欽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4107 達蘭薩拉散步 逗小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8400 模仿藝術與形式的合目的性= Mimetic art and formal purposiveness林子龍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5984 世界名曲欣賞= Classical music appreciation 小牛津製作團隊企畫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5991 愛偷懶的小麻雀 李美麗文; 蔣二毛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00 不懂努力的驢子 李美麗文; 蔣二毛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17 有禮貌的白羊 李美麗文; 蔣二毛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24 愚笨的樵夫 李美麗文; 蔣二毛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1446 寄生植物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46 寄生植物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53 虎頭蜂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53 虎頭蜂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77 海膽.海星.河魨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77 海膽.海星.河魨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鵬展翅藝文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鵬展翅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牛頓科學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寸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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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女妖綜藝團



9789865781484 章魚.烏賊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484 章魚.烏賊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21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竹筍長大了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38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大地的綠色被子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45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水果成熟了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52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大樹爺爺的話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69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大家來種菜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76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小種子找新家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83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番茄馬鈴薯一家親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290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種種看就知道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06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植物的好本事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13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美麗的花世界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20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請爺爺吃豆腐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37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做一件衣服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44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停電了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51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來玩陶土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68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到聲音樂園玩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75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好好吃的蛋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82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木頭變變變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399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自來水哪裡来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05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愛紙愛地球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12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請工具來幫忙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29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小水滴去旅行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36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海底世界真奇妙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43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我是小偵探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67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太陽升起時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74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月亮,晚安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81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環保總動員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498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夜空中的寶石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504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大石頭小石頭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511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馬路想一想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528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39535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39542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39559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39566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39573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539580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39597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39603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39610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39627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39634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39641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39658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39689 成語迷宮. 蟲林鳥獸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39696 小小牛頓幼兒館STEAM. 第一輯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39719 小牛頓科學讚 小牛頓編輯部執行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39726 小牛頓博物館: 非洲動物大遷徙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9733 小牛頓博物館: 大自然生存法則: 食物鏈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9740 小牛頓博物館: 狡猾的狐狸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9757 小牛頓博物館: 青蛙不簡單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9771 Why?: 遺傳與血型 全載雲原作; 崔明求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788 Why?: 科學偵查隊 曹永先原作; 李永鎬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795 Why?: 氣候變遷 姜周弦原作; 李俊熙繪; 牟仁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801 Why?: 未來能源 尹相奭原作; 姜信榮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818 Why?: 物聯網世界 張惠園原作; 李俊熙繪; 謝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825 Why?: 荒野求生記 曹永先原作; 李永鎬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832 Why?: 料理實驗室 崔鍾[]原作; 李俊熙繪; 楊舒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849 Why?: 回收科學 金政郁原作; 宋會錫繪; 楊舒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856 Why?: 無人機 曹永先原作; 李永鎬繪; 阿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9863 Why?: 細菌與病毒 金政郁原作; 金光浩繪; 阿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7012 恐龍的移動城堡 艾倫.史諾(Alan Snow)著;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12 粉紅色帽子 安德魯.喬尼爾(Andrew Joyner)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29 站出來!大聲說話!= Stand up! speak up!: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climate change revolution安德魯.喬尼爾(Andrew Joyner)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36 好時光 黛柏拉.馬賽羅(Deborah Marcero)文.圖; 海狗房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67 穿鞋子的狗狗= A dog wearing shoes Sangmi Ko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74 海盜的完全攻略= How pirates really work! 艾倫.史諾(Alan Snow)文.圖; 蔡心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81 聖誕老人機密檔案 艾倫.史諾(Alan Snow)文圖; 蔡心語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47937 小四愛作怪 阿德蝸作; 任華斌插畫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47999 小四愛作怪 阿德蝸作; 任華斌插畫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81008 海神的大法螺 阿德蝸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015 鮫人的珍珠淚 阿德蝸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084 鮭魚大王 施政廷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81091 天使的藍眼淚 阿德蝸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107 阿德蝸的海洋學堂 阿德蝸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81114 異能少年. 卷一, 時間怪客 曾詠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121 異能少年. 卷二, 少女孟婆 曾詠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176 阿魯武士 荷莉文; 嚕嚕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1183 凸槌土地公 陳志和文; 陳志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190 學霸斜槓plus魯蛇逆襲 簡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237 莫愁 蔡聖華作; 徐建國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275 奶奶們的比基尼 彭素華作; 達姆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1299 奶奶們的比基尼 彭素華作; 達姆插畫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8038 黑暗宴會: 英國.占卜術.幻獸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8090 X尋寶探險隊. 27, 四獸島: 孟加拉灣.部落.禁地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8120 開天闢地斧: 華夏.盤古.古兵器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205 謎之名畫的詛咒 劉潔淇, 鄭立偉故事;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250 無形無影的蠱毒 劉潔淇, 鄭立偉故事;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366 始原之子: 北愛爾蘭.水晶.巨人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373 X尋寶探險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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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588380 靈異小偵探. 3, 作曲鬼之願 阿毛, KIN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8403 妖怪的班級 阿毛, KIN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410 鐵甲飛拳: 澳洲.尖峰石陣.機器人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427 冒險的開端 曹永先, 韓晶旭作; 金宇覽繪;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458 藍夢狂氣: 峇里島.海底佛寺.神龍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465 飯店驚魂記 阿毛, KIN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472 黑熊太胖了怎麼辦?: 你不知道的動物園小祕密sirokumao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533 夜光斷風劍: 柬埔寨.吳哥.第七之子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8797 密室脫逃.博物館大冒險: 你能解開謎團順利脫逃嗎?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貝翠絲.卡斯楚(Beatriz Castro)繪; 劉維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27701 101種恐龍= Dinosaurs Macmillan作; 邱貢繪; 劉維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27718 101種交通工具= Things that go Macmillan作: 吳妮可繪; 劉維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27787 國學隨身書.競技唐詩100首 小果文創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7794 莫莉漫遊數學奇境 鄭樂雋(Eugenia Cheng)作; 雅莉珊卓.雅提莫斯卡(Aleksandra Artymowska)繪; 劉維人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414 神探夏洛狗.福爾摩斯與消失的鑽石 艾格妮斯.巴魯齊(Agnese Baruzzi)作; 廖珮杏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60

小宇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小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小角落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5507 火災學題型及公式彙編 游象傳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0358 寫出美麗人生: 硬筆字教材 蔡勝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166 亞洲創意獎結案報告. 2021年= Spikes Asia: festival of creativity 2021賴治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44550 皮克威克奶奶 貝蒂.麥唐納(Betty MacDonald)作; 劉清彥譯; 謝一帆, 盧天怡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567 皮克威克奶奶. 2, 神奇魔法藥方 貝蒂.麥唐納(Betty MacDonald)作; 劉清彥譯; 謝一帆, 盧天怡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574 陳郁如 陳郁如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581 翁裕庭 翁裕庭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598 王宇清 王宇清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604 郭瀞婷 郭瀞婷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611 鄭宗弦 鄭宗弦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628 寵物先生 寵物先生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635 皮克威克奶奶. 3, 農場好好玩 貝蒂.麥唐納(Betty MacDonald)作; 劉清彥譯; 謝一帆, 盧天怡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642 皮克威克奶奶. 4, 驚奇魔法箱 貝蒂.麥唐納(Betty MacDonald)作; 劉清彥譯; 謝一帆, 盧天怡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796 給孩子的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上冊: 兒童文學作家王文華最受歡迎的神話故事集.有聲書隆重問世王文華作; 張乃文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802 給孩子的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下冊: 兒童文學作家王文華最受歡迎的神話故事集.有聲書隆重問世王文華作; 張乃文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871 王宇清 王宇清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888 林哲璋 林哲璋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895 翁裕庭 翁裕庭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01 陳又津 陳又津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18 陳郁如 陳郁如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25 郭瀞婷 郭瀞婷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32 寵物先生 寵物先生作; 映彤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56 不想說再見 佩特莉霞.麥拉克倫(Patricia MacLachlan)作; 高銘孝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63 姆米谷彗星來襲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70 姆米一家與魔法帽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87 姆米爸爸的冒險故事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9578544994 姆米一家的瘋狂夏日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0007 姆米的冬季探險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0014 姆米谷的小寓言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0021 姆米爸爸航海記. 上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0038 姆米谷的奇妙居民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0045 姆米與大洪水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0052 海島男孩 潔若婷.麥考琳(Geraldine McCaughrean)著; 蘇雅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069 海島男孩 潔若婷.麥考琳(Geraldine McCaughrean)著; 蘇雅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7000076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上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莊予瀞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083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下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莊予瀞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090 牙套微笑日記 雷娜.塔吉邁爾(Raina Telgemeier)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106 牙套日記 雷娜.泰吉米爾(Raina Telgemeier)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00113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00120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上: 驚天動地妖怪大集合!大自然與動物的神祕傳說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00137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下: 稀奇古怪妖怪鬧翻天!魔神與巨怪的奇異故事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00168 暴風雨男孩 柯林.提利(Colin Thiele)著;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繪; 趙永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182 成為小小生態觀察家: 五位臺灣動物學者的野外調查日誌李曼韻, 林大利, 袁守立, 陳美汀, 程一駿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00199 成為小小生態觀察家 李曼韻, 林大利, 袁守立, 陳美汀, 程一駿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205 姆米爸爸航海記. 下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作; 郭霖, 林沛笭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0212 大野狼的餐桌: 用29道美食翻轉5個經典童話,一邊做料理、認識食材,一邊聽思辨故事,餐桌上快樂的小小公民素養課陶樂蒂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茶壺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魚廣告網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6

小紅指南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93162 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長不高大人晏嬰秀機智王文華作; 王秋香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3230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道路 鹿島建設株式會社監修;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3339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隧道 鹿島建設株式會社監修; 武者小路晶子繪圖; 李彥樺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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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樺翻譯著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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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93933 好奇孩子大探索: 真的假的?原來植物這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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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者學校>>前傳: 活著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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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93995 熱血!水男孩. 1, 奮泳向前!無懼的狗爬式泳者 山村獎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071 12歲之前一定要學 花丸學習會作; 伊之文翻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50170 神奇貓町事件簿. 1, 貓群守護神生氣了! 廣嶋玲子文; 森野樵圖;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279 好奇孩子大探索: 危機就是轉機,古生物生存圖鑑探究學舍監修;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316 大小姐小學生. 1, 香娜兒的初體驗 川之上英子, 川之上健文.圖; 詹慕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323 大小姐小學生. 2, 香娜兒的大挑戰 川之上英子, 川之上健文.圖; 詹慕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347 我的日常,令你傻眼!?這世界和你想的不一樣 斗鬼正一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378 歡迎光臨小兔子咖啡館 松尾里佳子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0408 熱血!水男孩. 2, 泳者無畏!游向無邊際的海域 山村獎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415 大小姐小學生 川之上英子, 川之上健文.圖; 詹慕如翻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50446 好奇孩子大探索: 危機就是轉機,古生物生存圖鑑探究學舍監修;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0453 好奇孩子大探索: 危機就是轉機,古生物生存圖鑑探究學舍監修;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3405 兒歌識字看風景. 艾菲爾鐵塔篇 李光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3801 跟著動物搭飛機過一天 雪倫.任塔(Sharon Rentta)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029 直升機起飛! 小輪瀨護安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043 希望在這裡= Hope was here 瓊.包爾(Joan Bauer)原著; 趙永芬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66067 大家一起玩泥巴 張秀毓文.圖 初版 精裝 2

9789865566197 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 路易斯.薩奇爾文; 毛利繪; 趙永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6241 昨天晚上 白希那文.圖; 林玗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6258 看西遊，學成語 李光福作; 吳雅怡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6289 鯨狗 秋山匡文.圖; 周姚萍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66296 11堂智慧故事課 洪志明文; 陳盈帆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6340 別學我 曹俊彥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401 小保學畫畫 馮輝岳文; 陳美燕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66425 六年五班,愛說笑! 洪志明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66432 鼠小弟的小背心 中江嘉男文; 上野紀子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456 小修與沃特: 奇妙香蕉島 工藤紀子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463 切切切 謝武彰文; 曹俊彥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470 乘光飛翔: 愛因斯坦的故事 珍妮弗.伯恩文; 佛拉基米爾.瑞當斯基圖; 邢小萍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487 野貓的研究 伊澤雅子文; 平出衛圖; 鄭明進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66494 第五泳道 銀昭㫚著; 林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6517 四年五班,魔法老師! 洪志明著; 黃雄生繪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66524 我的寶貝蛋 艾蜜莉.葛拉菲特文.圖; 郭恩惠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531 古早童年 陳瑞璧作; 謝祖華繪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66548 忍不住就想挖鼻孔 李甲珪文.圖; 鄭喬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555 森林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林佩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562 尿尿時間到了! 莫.威廉斯(Mo Willems)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579 100層的火箭 麥克.史密斯(Mike Smith)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586 書桌和文具,怎麼活用才好呢? 李高銀文.圖; 林玗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593 大盜賊第一次出動: 磨豆機失竊事件 奧飛.普思樂作; 法蘭尤瑟.崔普繪; 沙永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6609 大大公主 三浦太郎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616 小修與沃特: 露營美食團 工藤紀子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小熊



9789865566623 我們去釣魚 邱承宗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630 來自星星的小偵探: 科學偵探社破案事件簿 鄭宗弦著; 王秋香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66647 來!煎一鍋大象蛋 寺村輝夫文; 長新太圖; 游珮芸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661 地鐵求生121 菲黎思.侯嫚著; 蔡美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6678 化為千風= I am a thousand winds 新井滿文; 佐竹美保圖; 張桂娥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66685 養天使的方法 中川千尋文.圖; 張桂娥翻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66715 第五泳道 銀昭㫚著; 林佩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6722 阿勒坡的養貓人：一個關於棄貓、戰爭和愛的故事艾琳.蕾登(Irene Latham), 凱林姆.商慈.巴舍(Karim Shamsi-Basha)文; 水裕子圖; 賴嘉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739 好多好多,我贊成! 宮西達也文.圖; Choyce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746 便便繪本 便便超人 村上八千世文; 瀨邊雅之圖; 紀富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777 口袋洋裝 土田伸子文.圖; 盧本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784 原來貨櫃是這樣子啊! 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791 妙妙聯合國 周姚萍文; 楊麗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6821 病毒的祕密日記 莉莉.拉洪潔(Lilli L'arronge)文.圖; 張孟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6852 國王的孩子們 三浦太郎作;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869 夏日鷺鷥林 李潼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6876 奇奇怪怪真奇怪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883 晶晶亮眼我神氣 陳月文, 方恩真文; 黃志民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66890 跟著動物過一天: 「我的未來不是夢」職業體驗繪本集雪倫.任塔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66906 五年五班,三劍客! 洪志明著; 黃雄生繪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66913 十兄弟 鄭明進圖; 沙永玲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937 巴士火箭自由行: 「100層」環遊世界繪本集 麥克.史密斯(Mike Smith)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66944 小狗採草莓 木本百子文.圖; 蘇懿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66951 小雞逛遊樂園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66968 小雞過生日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566999 你會上學校的廁所嗎? 村上八千世文; 瀨邊雅之圖; 周姚萍譯 三版 精裝 1

9786267043004 耶誕老公公的紅手套 三浦太郎作; 紀富元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43035 洞 路易斯.薩奇爾作; 趙永芬翻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43059 小雞過耶誕節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三版 精裝 1

9786267043073 小雞逛超市 工藤紀子文.圖; 周佩穎譯 三版 精裝 1

9786267043080 小雞去露營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097 小雞到外婆家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103 我贊成!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三版 精裝 1

9786267043110 小卡車兜兜風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三版 精裝 1

9786267043134 放屁,噗嘶! 村上八千世文; 瀨邊雅之圖; 黃郁婷譯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172 刺蝟釣手 陳景聰著; 蘇力卡繪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3219 魔法灰姑娘 蓋兒.卡森.樂文(Gail Carson Levine)作; 趙永芬翻譯三版 平裝 1

9786267043271 我的蔬菜寶寶 陳麗雅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318 100顆種子 伊莎貝.明霍斯.馬汀(Isabel Minhós Martins)文; 河野雅拉圖; 歐玲瀞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7043325 超人氣小雞幸福大書包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 劉康儀譯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6267043400 小修與沃特繪本集. 2: 幸福滋味! 工藤紀子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87718 童年(華德福幼兒教育經典): 風、火、水、土,從四種氣質,探索孩子的內在靈性心魂卡洛琳.馮.海德布蘭德(Caroline von Heydebrand)著; 謝維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487763 鹿人。手札= L'homme-chevreuil: sept ans de vie sauvage喬佛.德洛姆(Geoffroy Delorme)著; 韓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8802 The Sketchbook. Book One by Yi-tang Gwendolyn Chen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8808 2022年度趨勢預測 大耕老師, 琥珀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燕尾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澂寶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2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中猴子創意行銷



9789860685206 圖恩斯之謎 劉穎為, 林俊翰, 雷竣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5213 謎闖妖境 許華珊, 林俊翰, 雷竣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5220 M的佈局 許華珊, 林俊翰, 雷竣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65967 絕對合格!關鍵字日檢高得分秘笈類語單字N4 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974 從零開始,自學就會!: 看圖說日語!和日本人聊一整天的生活會話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981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N3,N4,N5必背單字大全(精修重音版)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小池直子, 千田晴夫合著再版 其他 1

9789862465998 絕對合格!關鍵字日檢高得分秘笈類語單字N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18 串燒延伸學日本話: 「50音+單字+常用會話」再忙也學得會!上原小百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25 決勝英單!高中必背單字2500: 高中三年單字、文法一次雙效搞定里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32 絕對合格!日檢分類單字N2測驗問題集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4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4必背必出單字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56 絕對合格!日檢分類單字N1測驗問題集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63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5必背必出文法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466070 新制對應版日本語動詞活用辭典N1,N2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87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3必背必出單字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094 心智圖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4必背必出文法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100 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N2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117 修訂版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1(讀解.聽力.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124 精修版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必背聽力大全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131 絕對合格!日檢分類單字N5測驗問題集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148 心智圖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3必背必出文法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155 修訂版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4(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162 絕對學會!中高階用日語聽力五種特訓題型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4201 金牛年財富大趨勢 工商時報編著 平裝 1

9789866844249 大陸台商1000大. 2021: 兩岸經貿 逆造盛世 朱漢崙, 呂清郎, 李書良, 李淑惠, 吳筱雯, 孫彬訓, 袁延壽, 袁顥庭, 涂志豪, 康彰榮, 翁毓嵐, 陳欣文, 彭暄貽, 黃欣, 黃惠聆, 楊日興, 楊晴安, 劉朱松, 賴瑩綺, 魏喬怡, 蘇崇愷, 蘇嘉維採訪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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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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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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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0485 陳英偉油畫創作個展 陳英偉作 平裝 1

9789869900492 花間集禽: 胡以誠工筆花鳥精品展 胡以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099 中共重要人事專輯. 2021年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0682205 共軍人事專輯. 2021年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一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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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63859 敦煌學概要 金榮華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共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工商財經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山醫學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山田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中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842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譚國智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774 牧人薪傳 羅玲玲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934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21第十三屆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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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63989 笙現代音樂作品中演奏技法之探討: 以鍾啟榮<<靜心.花海>>、沈葉<<Duo.鐸>>為例黃朧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958 金契蘭結: 中日書畫文化交流展 劉梅琴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1132 當代名家詩書畫集: 談畫.論畫.評畫 齊艷梅, 陳佳琪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739 周甲墨香揚萬里: 中國書法學會六十周年國際展作品專輯邱東成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054 中國郵刊. 98=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magazine vol.98/2021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530 统一不传下一代 李梦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3547 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继承答客问 李梦舟编着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8517 江山如此多嬌: 兩岸藝術家共繪泰山 王正典, 孫迪, 麻念台編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4504 中國攝影學會年鑑. 2021= 2021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China郭奇男主編 精裝 1

9789869924504 中國攝影學會年鑑. 2021= 2021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China郭奇男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都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美術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國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安修德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903 見心明性: 當下遇見原來的我 劉恩廷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193 十住心義解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6565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創會四十週年書畫大展= 4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for the Daha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of the ROC林美卿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154 「2021後疫情時代二部曲-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再升級」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林蘭東, 葉竑毅, 葉志誠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0702 仲秋藝事: 中華文創學會2021會員聯展=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ulture Creativity 2021 Autumn Arts Exhibition王建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785 中華打擊樂協會國際爵士鼓能力檢定晉級曲大全. Level 1-8= Chinese Percussi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Graded Drum Examination張文光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3908 悅讀: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一年級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15 悅讀: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二年級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22 悅讀: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三年級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39 悅讀: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四年級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46 悅讀: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五年級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53 悅讀: 國語文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六年級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60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一年級A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77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一年級B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84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二年級A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3991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二年級B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09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三年級A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16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三年級B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23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四年級A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30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四年級B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47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四年級C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54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五年級A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61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五年級B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78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五年級C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85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六年級A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392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六年級B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804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六年級C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9786269548811 悅讀: 數學素養教學新視野. 國小篇. 二年級C冊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422 一貫道祖師紀念館: 白陽聖廟: 紀念專刊(中英對照)= I=Kuan Tao Patriarch Memorial Hall: Bai Yang Holy Temple commemorative edition[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電子報文編小組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文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乘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一貫道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專登山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打擊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441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暨登山安全講習論文輯. 110年第二十二屆= 22nd National Youth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丁誌魰, 王俊杰, 王偉琴, 何中達, 吳君燁, 吳冠璋, 吳崇旗, 周淑圓, 林育萱, 胡慶宜, 張睿和, 曹牧恩, 陳康芬, 黃一元, 楊志明, 楊礎豪, 蔡錦雀, 鄭安睎, 蕭如軒, 蘇友瑞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5007 山誼: 政大登山隊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黃焜嶽, 何中達, 林純如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0123 酢盦詩艸 詩集 陳炎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509 第十八屆台灣建築論壇論文與演講專輯: 傳承50 飛躍50+: 2021第50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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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7081 中國民國志願服務楷模「金駝獎」. 第28屆 林興訓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054 人生路 親與愛同行 寄三平(山鷹)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3512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五十二屆= Special issue the 52th World Schoo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089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五屆= The 45th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in Taiwan 2021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1302 海灣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論文集 歐嘉瑞, 李登科, 馬穆德, 陳世民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9533 信用合作社是啥米 李儀坤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94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2021 ISQM)論文摘要集. 2021: 數位品質與服務創新= The 20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Quality Management: digital quality and service innovation楊錦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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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油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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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室內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阿文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聯社



9789869879453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20第13屆(中英對照)= 2019 13th Taiwan Interior Design Award龔書章, 姚政仲, 簡學義, 張光民, 杜文正, 胡碩峰, 楊岸, 黃惠美, 黃湘娟編輯委員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3612 翰墨風華: 中華民國書法教學研究學會30週年書畫作品集陳秀玉等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4718 傳承: 卓越領導. Ⅱ 吳欣宜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44725 IMC引領台灣創新卓越精華 林均燁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221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Ergonomics in Asia 2021 Proceedingseditors in chiefs Yu-Cheng Lin, Cheng-Li Li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6400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 尤少銘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299 台灣景觀大獎專輯. 2020第八屆= The 8th Taiwan Landscape Awards陳子婷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1330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八十週年系慶專刊= The 80th anniversary School of Dentistry,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林子淮, 姚振華, 彭志綱, 張哲壽, 趙守一, 葉慶林, 劉進漢, 傅鍔, 林錦松, 陳福裕, 黃雪棟, 陳日生, 周昭祺, 李仁欽, 陳廣興, 陳志平, 遲玉堃, 史忠泉, 楊育傑, 江正陽, 陶松齡, 謝義興, 廖文雄, 郝夢真, 余滋照, 李忠興, 黃鈵富, 邱賢忠, 曾崇智, 陳元武, 邱國洲, 柯天來, 程敬業, 陳秀賢, 黃仁勇, 侯文斌, 許紘耀, 梁光源, 蘇文崧, 黃寶賢, 歐介平, 莊傳宗, 吳契璁, 錢正勳, 杜濬清, 蔡志雄, 林育緯, 黃雪玫, 謝孟育, 黃威誌, 陳致宇, 蘇嘉翔, 劉冠琳, 呂昕, 錢泳升, 楊惠竹, 沈秉毅, 林子祺, 林品寬, 黃彥儒, 張孟竹, 張凱鈞, 虞皓程, 洪紹恩, 張采暄, 郭妍希, 陳素恩, 陳又嫙, 潘宥華, 謝旭淮, 張元齊, 陳婷涓, 曾懷寬, 甘舜宇, 陳彥樺, 侯心予, 黃芷盈, 周品言, 余函紋, 蔡昀希, 李淳瑜, 康婷雅, 徐苡瑄, 黄逸辰, 李淳瑜, 張哲睿採訪.撰稿; 史忠泉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7777 全國資訊安全會議大會手冊. 第三十一屆= Cryptolog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ference 2021紀博文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9657 2021世紀揚藝-名家與資深藝術家邀請展; 2021台灣新藝象-全國藝術團體理事長邀請展= Brimming Art-Famous and Senior Artists Invited Exhibition; New Vision in Taiwan-Chairmen of National Fine Arts Associations Invited Exhibition羅瑋君, 許國寬, 蔡榮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746 電影攝影. 第三十二期= CSC cinematography yearly 2021/2 no.32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4315 市場調查報告: 中國大陸跨國企業IPO採購策略調查台灣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代表處, 香港台北貿易中心作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322 新南向系列市調報告: 菲律賓零售市場調查 兼論Covid-19肺炎疫情之衝擊李欣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4377 供應鏈重組的領航地圖= Roadmap to resilient supply chains陳雅琴總主筆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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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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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法教學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訊安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源遠牙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情境智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癌症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影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542 永續農業. 第四十一期: 臺灣永續農業發展與耕作策略調適= Sustainable agriculture楊上禾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1669 The 11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 project briefingeditors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Innovation Methods,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平裝 1

9789869801676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 program brochureeditors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3054 新北市國際武術高峰論壇. 2021: 承先啟後,談拳論武= 2021 New Taipei International Martial Arts Forum吳美玲, 吳孟聰, 林志儫, 林仲曦, 徐賢龍, 蘇清標, 伊賽爾, 何靜寒, 劉康毅, 張育愷, 張惟翔編著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8302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論壇論文集. 2021第十屆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2408 中學國文教學心理學 艾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12446 西洋哲學史: 及其有關的政治與社會環境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邱言曦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12415 實用外交文牘= Practical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劉振鵬(CharLes P. Liu)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12422 英雄與英雄崇拜 Thomas Carlyle著; 何欣譯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12439 何聯奎文集(中英文版) 黃文山, 衛惠林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12453 中國之孝道 桑原隲藏著; 宋念慈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460 孔孟與諸子 張柳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477 先秦道家思想研究 張成秋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484 列子要義 周紹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491 老子要義 周紹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514 荀子要義 周紹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521 莊子要義 周紹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538 莊學研究 陳品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545 漢代哲學 周紹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552 陽明全集 (明)王守仁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569 朱子大全 (宋)朱熹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576 日知錄集釋 (清)顧炎武撰; 黃汝成集釋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583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撰; (清)翁元圻注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590 明儒學案 (清)黃宗羲撰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2606 宋元學案 (清)黃宗羲撰; 全祖望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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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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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1145 中華茶藝大觀. 二0二一 林信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908 中華商海五十四週年校慶特刊 彭朋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武術研發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商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華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茶藝聯合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945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1第十六屆龍華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3507 氫分子醫學聖經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507 氫分子醫學聖經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542 經世濟民四十載 中華前瞻迎未來: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40週年特刊王健全主編 精裝 1

9789865795542 經世濟民四十載 中華前瞻迎未來: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40週年特刊王健全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6754 青梅本事(完整本) 巫勝榮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8386778 醇醋紀事(完整本) 巫勝榮編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9001 作物生產與農業災害防範研討會論文輯 廖君達, 田雲生, 蕭政弘, 李紅曦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1073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特展="Transformation-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cognizable and Unrecognizable Chinese Calligraphy" Chung Hwa Han Guang Calligraphy Association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745 輕鬆自在學講道: 從預備講章到宣講,有效觸動當代聽眾心靈唐納.蘇努克建(Donald R. Sunukjian)著; 謝瑞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752 輕易坦蕩事奉主 陳濟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4430 粉紅樹 陳進隆文; 劉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4447 狐獴小英雄 陳進隆文; 林郁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44454 唉唷我的情緒 莊瓊惠文; 陳進隆改寫; 廖如玉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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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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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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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39813 希臘上古史 劉增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2901 臺北醫學大學校史 林建煌主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5225834 企業管理 榮泰生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374 應用昆蟲學: 蟲害管理 N. S. Talekar(戴樂楷), 蕭文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589 禽畜加工生鮮處理 林亮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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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其他 1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農業氣象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丰光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互助營造



9789865226855 Meta分析實作: 使用Excel與CMA程式 張紹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7845 研究生的第一本書: 從研究所畢業 林香河, 林進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937 論文統計分析實務: SPSS與AMOS的運用 陳寬裕, 王正華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7968 R語言: 量表編製、統計分析與試題反應理論 陳新豐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7999 結構式遊戲治療技巧實務 鄭如安, 劉秀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330 圖解公共衛生學 顧祐瑞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8422 課程發展與設計原理 任慶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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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528 特殊幼兒教育導論 宣崇慧, 曹純瓊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9559 圖解長期照顧 梁鎧麟, 詹弘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566 寫給小一家長的第一本書: 讓家長放心的75個良方邢小萍, 卓家意, 董宜俐, 郭俊成, 沈佳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223 移民政策與移民情勢 張維容, 王寬弘, 林盈君, 陳明傳, 江世雄, 許義寶, 孟維德, 柯雨瑞, 曾麗文, 黃翠紋, 楊翹楚, 楊基成, 高佩珊, 曾智欣, 蔡政杰, 吳冠杰著; 柯雨瑞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889 乒乓雙人舞: 婚姻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潘榮吉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896 中小學教學改革: 議題與方法 林進材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902 素養導向的教學理論與實務: 教材分析、教學與評量設計劉世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947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1: 語言用字暨詞彙分類 鄭安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9507 八吉境五帝廟文化資產 謝奇峰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414 仙佛說故事. 2, 親子共讀本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75438 從修道的快樂到感恩的心 卜貴美著;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5445 道降暹羅= Tao descending on Siam 洪銘謙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75452 白陽易經講解本. 六, 感動人心的影響力 林榮澤編著;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14233 長壽新人生: 在人工智慧與高齡化的未來,工作與生活的嶄新指南林達.葛瑞騰(Lynda Gratton), 安德魯.史考特(Andrew J. Scott)著; 林曉欽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4257 真確了解股市: 頂尖避險基金經理告訴你,成為超級散戶的8個進場智慧土屋敦子著; 李韻柔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912 元天中醫養生專輯. 夏季篇 莊昭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950 松樹皮舒緩代謝症候群: 新一代營養補充品 呂鋒洲, 顏永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5967 疫苗.女性.荷爾蒙: 成為完美女人,享受精彩人生蕭偉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665 腳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Feet are for... 鄧立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719 奇妙的形狀= Amazing shapes 鄧立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733 手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Hands are for... 鄧立平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863 看一看 鄧立平作 精裝 1

9789865881870 嗨,我的朋友 鄧立平作 精裝 1

9789865881887 你要玩什麼 鄧立平作 精裝 1

9789865881894 你要去哪裡 鄧立平作 精裝 1

9789862526170 寶寶愛遊戲: 親子手冊 鄧立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仁風文創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3

五帝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天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11784 區塊鏈與營業秘密保護困難之突破 郭彥呈, 范建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057 CRISPR可能沒有極限,但必須有界線: 從倫理、法律及社會角度看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董威廷, 范建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262 荀子「天人分合」之哲學思想 金春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309 未來教育.教育未來 蔡金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316 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2.0 王梅玲等作; 吳美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3800 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下, 發明(II)、新式樣、新型、舉發篇張仁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817 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上, 程序、發明(I)篇 張仁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824 刑事政策: 概念的形塑 陳慈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891 信託理財面面觀 潘秀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9017 海商法 蔡佩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9772 法學緒論 蔡佩芬 九版 平裝 1

9789578607040 國際專利分析與布局 劉國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7521 公共工程履約管理100問 黃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7842 民事訴訟法 呂太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110246 土地法釋義. 一 陳立夫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5110277 商事法: 公司法、票據法 潘秀菊等合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5110307 公司法 潘秀菊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5110574 民事訴訟法 李淑明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10802 保險法 葉啟洲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5110833 刑事政策: 概念的形塑 陳慈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110925 從新聞案例輕鬆瞭解車禍責任與理賠 劉安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1038 民事訴訟法 李淑明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11250 地方自治法基礎理論與實務 蕭文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1489 債法各論 李淑明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5111496 共有不動產處分與優先購買權 黃健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111564 民法物權 李淑明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5111908 競爭法之經濟分析 胡祖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1915 國際稅法 陳清秀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111946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陳銘祥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1960 行政訴訟法 陳清秀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5112035 民法基礎五講 李淑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2141 變動中的公司法制: 17堂案例學會<> 方嘉麟等合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5112172 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 劉明生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2189 家事事件法論 姜世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2240 轉型正義/黨產條例/法治國原則 董保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2516 債法總論 李淑明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5112615 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 陳昭華, 王敏銓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2639 民法總則 李淑明著 11版 平裝 1

9789575112660 稅捐稽徵法 黃俊杰等合著; 黃茂榮, 葛克昌, 陳清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2677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二十八版 平裝 1

9789575112813 保險課稅實務 封昌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2851 親屬法講義 林秀雄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2936 行政訴訟十講 李建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13216 民法入門 李淑明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5113476 土地法規體系 許文昌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113490 憲法 許育典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5113551 民法概要 陳聰富著 14版 平裝 1

9789575113681 新刑法總則 林鈺雄著 8版 精裝 1

9789575113773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 吳志正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5113780 月旦簡明六法 黃榮堅等編 三十一版 精裝 1

9789575113797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二十九版 平裝 1

9789575113919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邱玟惠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5114800 月旦小六法 陳聰富主編 三十版 平裝 1

9789575114886 土地法規 許文昌主編 13版 平裝 1

9789575114886 土地法規 許文昌主編 13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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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1814 記憶幽徑 派屈克.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著; 林德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1821 兒子教我的事: 單親爸爸手記 胡川安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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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1852 我們台灣人: 台灣國民性探討 盧世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869 民以何食為天: 中國食品安全現況調查 周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883 重翻照相簿子 陳輝龍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133 如何讀創世記= How to read Genesis 川普.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著; 戴宜真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58157 現在親眼看見你: 約伯記中創造與邪惡的喻象= Now my eyes have seen you: images of creation and evil in the book of Job羅伯特.費奧(Robert S. Fyall)著; 沈嘉懿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123 只要我們肩並肩= Together 路克.亞當.霍克(Luke Adam Hawker)著; 劉碩雅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0658590 擁抱生命的不完美 陳燕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9418 回家的路是這樣走的: 無國界醫生在葉門 宋睿祥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699425 時尚老人的三力生活實踐= Brain X Physical X Social林經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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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709 無毒家事輕手作: 醫師娘100個私房配方,香草|精油|小蘇打 高效清潔又抗菌郭姿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754 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丁菱娟解密26堂公關課 丁菱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5785 讓95%的顧客主動推薦你: 推播X互動X有規模的銷售,銷售天王社群時代的21.5則銷售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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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6430 慢養功能肌力: 釐清你一直誤用的養生常識,用最正確的醫學、營養、運動科學,擊退肌少,強筋骨,少痠痛,慢老有活力劉燦宏, 黃惠如, 黃惠宇, 李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645 智能工廠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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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開超級巨星與暢銷商品推手的7大祕訣,既酷又殘酷的全新成功法則讓你成為最厲害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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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溫柔且堅定的自己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86706 場景行銷模式: 在無限媒體時代,突破雜訊,超越演算法,打造自動獲利的顧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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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大內心的自我對話習慣: 緊張下維持專注,混亂中清楚思考,身陷困難不被負面情緒拖垮,任何時刻都發揮高水準表現= Chatter伊森.克洛斯(Ethan Kross)著; 胡宗香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751 錢要投資賺到退休賺到自由健康: 阮慕驊的人生體悟阮慕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829 行銷5.0: 科技與人性完美融合時代的全方位戰略,運用MarTech,設計顧客旅程,開啟數位消費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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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窮忙、不受市場波動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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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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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6898 懂權力,在每個角色上發光: 史丹佛MBA爆棚選修課,擊敗沒安全感、霸凌,讓自己被需要就能自信發揮影響力= Acting with power: why we are more powerful than we believe黛博拉.葛倫費德(Deborah Gruenfeld)著; 陳琇玲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911 香藥草的自癒力: 提升免疫、增強記憶、安神排毒的按摩、足浴、花草茶配方,養出健康好體質郭姿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6935 重新想像資本主義: 全面實踐ESG,打造永續新商模= 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瑞貝卡.韓德森(Rebecca Henderson)著; 張靖之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000 如何避開地雷股: 掌握4大類公司治理風險與9大警訊指標,提早發現投資陷阱、找到好公司為你賺錢葉銀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055 高層次閱讀思考: 建中名師親授,克服閱讀萬字長文的障礙,快速抓到重點,學會了比補習更有效黃春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062 你可以不要怕孤獨,要從孤獨中產生力量: 7個孤獨的效用,積極孤獨的7大步驟= 孤独を 生き抜く哲学小川仁志著; 吳乃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079 退休禪心態: 退休了,完全切斷過去,開啟有禪味的快樂人生= 六0歳 から 「生まれ変わる」 禅の作法枡野俊明著; 吳乃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086 鬆開的技、道、心: 穴道導引應用錦囊 蔡璧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123 意見不同 還是可以好好說: Twitter、Slack高績效團隊負責人,教你化解歧見的8種溝通心理技術= Why are we yelling?: the art of productive disagreement巴斯特.班森(Buster Benson)著; 辛一立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161 打造韌性: 數位轉型與企業傳承的不斷再合理化路徑黃俊堯, 黃呈豐, 楊曙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7192 零盲點思維: 8個洞察習慣,幫你自動跨越偏見,提升判斷能力= The scout mindset: why some people see things clearly and others don't茱莉亞.蓋勒芙(Julia Galef)著; 許玉意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0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生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3109 全集中!財富自由的呼吸法! 陳詩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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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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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情懷之遊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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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2910 齒顏頌: 深咬的禍害 深咬的診斷和治療 梁廣庫, 楊慧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7009 靈子歸鄉路. 1, 天命秋宇行 天容文翰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016 靈子歸鄉路. 2, 天心駕慈舟 天容文翰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490 法國美食史: 行家知識與風土認證= Savoir–faire : a history of food in France瑪莉安.泰本(Maryann Tebben)著; 杜蘊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天泉牙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天使亞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容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培文化



9786269501601 環遊世界八十種植物= Around the world in 80 plants強納生.德洛里(Jonathan Drori)著; 綠西兒.克雷克(Lucille Clerc)繪; 杜蘊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5409 自學.共好.有策略: 我會策畫主題創意展 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5416 12堂繪本故事手作課: 捲捲姐姐開課囉! 小魯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5423 喚醒天賦 蔡怡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5430 一年級ㄅㄆㄇ故事寫手: 我手寫我口 溫美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5478 素養導向的多元評量: 好玩好用好上手的閱讀課陳欣希,林芳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020 歌聲滿人間 徐政夫作; 曾英翔繪圖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3634 奇幻五界: 神奇的白雪之莲 左左着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9386 YES就業力組合量表: 指導手冊= Your employability scale,yes吳毓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9461 學前兒童數學能力測驗: 指導手冊 林月仙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9478 學前兒童數學能力測驗: 題本 林月仙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9485 學前兒童數學能力測驗: 圖冊 林月仙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033 聾人與社會: 心理、社會及教育觀點= Deaf people and society: psychological,soci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Irene W. Leigh, Jean F. Andrews著; 陳小娟, 邢敏華, 劉秀丹, 李信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163 0-3歲嬰幼兒課程活動設計 施淑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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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44200 有效的讀寫教學: 平衡取向教學 Michael Pressley, Richard L. Allington著; 曾世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4217 學校行政 吳清山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0744262 幼兒教保概論 王建雅, 李興寧, 宣崇慧, 段慧瑩, 洪福財, 胡玉玲, 孫良誠, 徐千惠, 涂妙如, 高博銓, 溫明麗, 葉郁菁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279 質性教育研究方法 黃瑞琴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44286 歲月的恩典: 擁抱美好的老年時光= On the brink of everything: grace,gravity,and getting old帕克.巴默爾(Parker J. Palmer)著; 陳世佳, 林允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293 論文就是要這樣寫 張芳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44316 社區諮商: 社會正義與系統合作取向 沈慶鴻, 趙祥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323 概念為本的探究實作: 促進理解與遷移的策略寶庫卡拉.馬修(Carla Marschall), 瑞秋.法蘭奇(Rachel French)著; 劉恆昌, 李壹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330 幼兒園美感教育 林玫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44347 布偶遊戲治療: 實務指導手冊 Athena A. Drewes, Charles E. Schaefer主編; 陳信昭, 陳碧玲, 陳宏儒, 彭美蓁, 蔡若玫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354 社區諮商: 社會正義與系統合作取向 沈慶鴻, 趙祥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4361 論文就是要這樣寫 張芳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0744439 探究取向幼兒STEM方案課程: 設計、教學與評量辛靜婷, 吳心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460 督導倫理規範與案例分析 洪莉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4477 我有好朋友 孟瑛如文; 蔡浩軒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44484 家人做哪十件事會讓我感覺到愛 孟瑛如文; 許丹又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44521 學習區的自主遊戲與探究學習: 台灣台中愛彌兒幼兒園課程發展與實踐倪鳴香, 徐德成, 張斯寧, 陳娟娟, 陳淑琦, 廖鳳瑞, 潘世尊, 鄭青青, 鄭舒丹, 台灣台中愛彌兒幼兒園教學團隊作; 鄭青青主編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4612 當醫生愛上了古玩 鄭博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1971 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 打造愛與夢想的肯納莊園肯納園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瓊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053 他與她: 榮格觀點的男性與女性心理學 羅伯特.強森著; 徐曉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060 情感調節、心智化,與自我的發展= Affect regulation,mentalization,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彼得.馮納吉(Peter Fonagy), 喬治.葛瑞蓋(György Gergely), 艾略特.朱里斯特(Elliot Jurist), 瑪莉.塔傑特(Mary Target)作; 魏與晟, 楊舒涵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少年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心創世界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9789863572077 系統排列的全息智慧: 一對一與線上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周鼎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084 生命的禮物: 給心理治療師的85則備忘錄= The gift of therapy: an open letter to a new generation of therapists and their patients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著; 易之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2091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典藏版)= 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柄谷行人著;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107 臨在與不死= Présence et immortalité 馬賽爾(Gabriel Marcel)著; 陸達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114 死亡與生命手記: 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 A matter of death and life: love,loss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著; 鄧伯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121 助人者練心術: 自我提升的60個增能練習= Psychoaerobics: an experiential method to empower therapist excellence傑弗瑞.薩德(Jeffrey K. Zeig)著; 洪偉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138 鬼神.巫覡.信仰: 宗教的動力心理學八講= Gods and ghosts: witchcraft as our deep tradition宋文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145 幽靈、死亡、夢境: 榮格取向的鬼文本分析= An archetypal approach to death dreams and ghosts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e)著; 王一梁, 王浩威, 李毓譯; 王浩威校閱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152 夢,通往生之泉源: 榮格取向解夢實務手冊= Dreams,a portal to the source艾德華.惠特蒙(Edward C. Whitmont), 席薇亞.佩雷拉(Sylvia Brinton Perera)著; 王浩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169 心理學家的面相術: 解讀情緒的密碼 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作; 易之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2176 親密無能: 早熟童年的隱形代價= Adult children: the secrets of dysfunctional families約翰.弗瑞爾(John C. Friel), 琳達.弗瑞爾(Linda D. Friel)著; 江家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2206 假病真演: 高聖博和標準化病人的醫學教育之旅高聖博主述; 吳宛霖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72220 擁抱陰影: 從榮格觀點探索心靈的黑暗面 羅伯特.強森(Robert A. Johnson)著; 徐曉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2237 星盤裡的人: 傾聽月亮、上升、上升守護星和太陽訴說生命故事= People in the astrolabe: listen to the life narratives revealed by the moon,the ascendant,the guardian of the ascendant,and the sun愛卡(Icka)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337 禪七開示. 3: 惟覺安公老和尚一九九七年秋季第二梯次僧眾精進禪七開示錄文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5554 甜蜜的記憶 林明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3208 文玄光明燈 張煥鄉, 楊登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347 董氏正經奇穴實用手冊 邱雅昌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9853354 白文譯注<<四聖心源>> (清)黃元御原著; 孫中堂, 呂芹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3361 長物志 (明)文震亨著; 李霞, 王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402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四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6112 拒絕惡作劇 陶綺彤文; 橘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6129 災難降臨!你準備好了嗎? 陶綺彤編劇; 子詡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6136 荒野探險隊合輯 李健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56143 X探險特攻隊(套裝版) 李健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56150 甜心漫畫屋合輯 李健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56167 知心漫畫館合輯 李健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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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91197 回味歷史: 中外歷史人物品評 黃兆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1203 迷幻.城市 徐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1210 劉勰<<劉子>>五十五篇細讀 游志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6682872 原始儒家考述 吳龍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玄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文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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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2691 抗戰文學概說 王壽南等人著 其他 1

9789866102707 鄉土與文學: 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 王浩威等著; 封德屏編著 其他 1

9789866102714 連珠綴玉: 十一位女作家的筆墨生涯 鄭明娳等著; 封德屏編著 其他 1

9789866102721 抗戰時期文學史料 秦賢次編著 其他 1

9789866102738 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 蘇雪林等著 其他 1

9789866102745 比翼雙飛: 二十三對文學夫妻 鐘麗慧等著; 封德屏主編 其他 1

9789866102752 台灣現代詩史論: 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實錄 陳明台等著; 文訊雜誌社主編 其他 1

9789866102769 智慧的薪傳: 十五位學界耆宿 邵世光等著; 文訊雜誌社主編 其他 1

9789866102776 筆墨長青: 十六位文壇耆宿 封德屏等著; 文訊雜誌社主編 其他 1

9789866102783 藝文與環境: 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 封德屏等著; 文訊雜誌社主編 其他 1

9789866102790 詩人梅新主編<<中央副刊>>之研究 龔華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1982 白話註譯左傳精華 蔡幸燁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999 白話註譯論語讀本 王天恨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2033 新編嬰兒命名不求人 陳繕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2040 新編圖解水墨畫教室 美術編輯組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2057 海水魚.珊瑚觀賞與飼養指南= Picture book of aquarium sea fishes and coralMao Song Liu/松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2064 白話註譯唐詩三百首 蘅塘退士選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2071 白話註譯鬼谷子算命術 鬼谷子, 王通著; 陳繕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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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8617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 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08624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餐飲服務技術 曾淑華編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08631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餐飲服務技術 曾淑華編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08648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 謝美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08655 專業二餐旅群餐飲服務技術總複習 文野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08662 中餐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乙級) 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08679 中式米食加工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丙級)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08686 西餐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丙級) 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08693 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 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00 西餐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丙級) 文野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17 烘焙食品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乙級) 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24 烘焙食品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丙級) 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31 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典文野出版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48 專業一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文野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55 專業二餐旅群飲料實務總複習 文野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62 食物學= Principle of food science 余禮文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22279 食物學= Principle of food science 余禮文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22286 技術高中餐旅群餐飲安全與衛生= Foodservice safety and sanitation余禮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293 職業學校餐旅群旅遊實務. I= Travel agency operation and practice許耀天, 許倩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00 職業學校餐旅群旅遊實務. II= Travel agency operation and practice許耀天, 許倩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17 職業學校餐旅群旅館實務. I= Hotel practice 顧景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24 職業學校餐旅群旅館實務. II= Hotel practice 顧景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31 蔬果切雕. 實用基礎篇= Vegetable carving 吳松濂, 楊淳雅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48 職業學校機械群車床實習. I= Lathe works practice王金柱編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案達人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文野



9786267067055 職業學校機械群車床實習. II= Lathe works practice王金柱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62 旅館管理. I 顧景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79 旅館管理. II 顧景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86 觀光地理. II 吳連賞, 林綱偉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093 客房實務. I 顧景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09 客房實務. II 顧景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16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中餐烹調實習. 上冊= Chinese cuisine practice謝旭初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23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中餐烹調實習. 下冊= Chinese cuisine practice謝旭初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30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西餐烹調實習. 上冊= Western cuisine practice蕭達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47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西餐烹調實習. 下冊= Western cuisine practice蕭達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54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房務實務. 上冊= Hotel housekeeping practice陳牧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61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房務實務. 下冊= Hotel housekeeping practice陳牧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78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館客務實務. 上冊= Hotel front office practice林吉財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85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館客務實務. 下冊= Hotel front office practice林吉財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192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遊實務. 上冊= Travel agency practice許耀天, 許倩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208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旅遊實務. 下冊= Travel agency practice許耀天, 許倩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215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烘焙實務. 上冊= Baking practice蘇梅春, 鄭雅如, 陳淑盈, 劉逸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222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烘焙實務. 下冊= Baking practice蘇梅春, 鄭雅如, 陳淑盈, 劉逸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239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飲料實務. 上冊 謝美美, 郭植伶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246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飲料實務. 下冊 謝美美, 郭植伶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260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 下冊=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hospitality industry陳泰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7253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 上冊=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hospitality industry陳泰華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8028 台灣客家夥房的建築文化巡禮: 以客家公廳的傳統陳設與文化內涵為例劉煥雲, 聞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616 Southeast Asia: Statecraft in Motion edited by Wen Pin Lin, Khai Leong Ho, Samuel C.Y. Ku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790 夢的實踐. 2: MAPS種子教師教學現場紀實 MAPS種子教師合著; 王政忠總策劃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4819 東京.鎌倉佛像圖鑑: 佛像圖解X參拜巡禮,來趟法喜充滿的心靈小旅行田中廣美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4833 東海佛像圖鑑: 佛像圖解X參拜巡禮,來趟法喜充滿的心靈小旅行田中弘美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906 自我肯定的奇蹟: 日本人際關係治療首席專家水島廣子帶你找到通往幸福的途徑水島廣子作; 楊詠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31397 什麼都放手的主管才高竿!!!: 對上對下不傷人也不內傷,笑著當好主管= マネージャーの問題地図澤渡海音著; 游心薇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00628 沒你強的人,為何混得比你好? 毅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673 瘋玩鑄鐵鍋: 隨便煮煮就好吃,美味秒殺! 范家菘(SungKing)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9500680 金錢的才能: 用20萬積蓄滾出8000萬身價!窮忙族變身億萬富豪的「加速創富」投資術= お金の才能午堂登紀雄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455 無痛思維: 來自英國疼痛醫學權威,應對慢性疼痛的全新方式= The pain-free mindset: 7 steps to taking control and overcoming chronic pain迪帕克.拉文德蘭(Deepak Ravindran)著; 林怡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5003 睡眠外科權威、長庚醫院李學禹醫師告訴您如何: 熟睡迎接每一天!(全彩圖文)李學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5034 不依賴藥物,也能血糖值下降的方法: 日本名醫臨床實證,有助減少胰島素注射,避免危險併發症,順便減重14公斤!= 薬に頼らず血糖値を下げる方法水野雅登著; 羅淑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95058 醫師認證最強漢方藥: 人參養榮湯: 倦怠乏力、貧血、虛冷、失眠、健忘、掉髮、消化不良......都有解!改善胃弱體虛、有效減少化療副作用!中藥行就配得到,日日湯療,延命養壽!= 医師が認めた最強の漢方薬「人参養栄湯」工藤孝文著; 羅淑慧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6301 愛上你,剛剛好 岳清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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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方舟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8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言文化



9789579094993 不存在的罪人: 作家自傳成了罪證,卻引來另一次的殺機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作;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134 善惡魔法學院. 6: 天命真王= 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one true king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潘美岑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480141 善惡魔法學院. 貳部曲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潘美岑, 王娟娟, 蔡心語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480165 情報致富的EXCEL統計學: 下班賺更多,上班有錢途,大數據時代讓你早一步財富自由的商業武器= 文系のための統計学の教室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著; 陳耕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332 咖啡教父史考特烘豆實作聖經: 超過300種烘焙機實戰經驗;掌握燃氣與升溫率、降低不良比,熟豆更臻完美= Coffee roasting best practices史考特.拉奧(Scott Rao)著; 魏嘉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363 共濟會,背隱藏的世界史= The craft：how the Freemasons made the modern world約翰.迪克(John Dickie)著; 林士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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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都適用!= Why does it hurt? the fascial distortion model托德.卡皮斯特蘭特(Todd Capistrant), 史蒂芬.雷伯(Steve LeBeau)著; 鄭方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387 有錢人的習慣和你不一樣= The top ten distinctions between millionaires and the middle class基斯.卡麥隆.史密斯(Keith Cameron Smith)著; 黃煜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480400 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 影響人類歷史,塑造世界版圖的神祕組織約翰.迪基(John Dickie)著; 林士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424 好好生氣,不懊悔的技術: 情緒不再爆怒,也不會自己越想越氣,更能叫別人照你的心意去做安藤俊介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554 強韌關節,運動零傷害: 小心!錯誤的運動習慣將磨損軟骨、破壞關節!足、膝、髖、脊椎、肩、肘、手,七大部位完整強化!= 図解 カラダを痛めない関節.皮膚体操 その運動.生活習慣を関節を壊している!宮田徹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561 九成慢性疼痛,10秒消失!: 只有1%物理治療師才懂!驚人的「關節重置術」能找出真正痛因,快速根除多年不適的痛感= 痛みの9割がたちまち消える 10秒関節リセット羽原和則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6217 拾穗山水間: 葉淑蕙用鏡頭寫詩: 那些日子深深觸動的人、景、物葉淑蕙攝影; 劉雨菡文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5816 運氣是可以鍛鍊的: 工學博士36年親身實證!淨化心靈的3大技術田坂廣志著; 龔婉如譯 其他 1

9789861755823 結果,立刻去做的人得到一切!. 行動力筆記版 藤由達藏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6325 零極限.第五真言: 荷歐波諾波諾的進階清理與釋放= The fifth phrase: the next Ho'oponopono,zero limits healing stage,and other advanced healing methods喬.維泰利(Joe Vitale)著; 張國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332 覺醒的你.導引練習手札: 超越自我的旅程= The untethered soul guided journal: practices to journey beyond yourself麥克.辛格(Michael A. Singer)著; 賴隆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349 麻理惠的怦然心動筆記: 整理專家的第一本插畫問答整理魔法書= The Konmari companion近藤麻理惠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370 3分鐘未來日記: 【1書+1日記】寫下的願望真的都實現了!山田弘美, 濱田真由美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394 扛起來,就是你的!: 有擔當才有機會!提升職場力的不敗工作術陳韻如(維琪/Vick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431 房市神秘客帶你看穿不動產裡的詐: 買房路上,你必須懂的31個人性陷阱傅恪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455 對人類來說「推」到底是什麼?讓我這個戲劇宅帶大家認真思考一下橫川良明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462 生而為粉，我很幸福：有趣爆棚的粉絲內心話，有「推」的人生最美麗橫川良明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6479 最高尬聊法: 硬著頭皮也要聊出花來,一生受用的人際溝通術五百田達成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486 聆聽之路: 療癒寫作教母帶你聽見自我、以聽療心、寫出能力= The listening path: the creative art of attention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作; 張毓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493 聆聽之路: 療癒寫作教母帶你聽見自我、以聽療心、寫出能力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作; 張毓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6509 最高尬聊法: 再尷尬也能聊出花來，一生受用的人際溝通術五百田達成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6516 與神對話全集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王季慶, 孟祥森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6530 鏡子靜心: 帶你張開心靈眼睛的立即療癒法,風靡韓國,實證者絡繹不絕金相云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547 沒有咖啡活不下去!: 從美國紅回日本的咖啡愛好家,最可愛的零基礎咖啡入門指南岩田亮子著;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2984 助產能力鑑定 高千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3110 稻浪嘉南平原: 拙耕園瑣記系列之肆 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3134 我們都要好好說再見: 關於安樂死的生死議題賴台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3141 助產實務健康照護 李嘉雯, 周雪棻, 高美玲, 張靜宜, 方月吟編著; 高千惠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3158 旅美憶往: 我的醫學圖書館歲月 范豪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4696 蔣公廚房: 一生必學的100道經典家常菜 蔣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02 台灣冰好吃 江明麗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19 MASA,你好!可以教我做菜嗎?: 100道好吃又讓人安心的1人份料理配方(暢銷典藏版)MASA(山下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26 甜點職人的關鍵內餡 陳文山Mounta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33 料理神手吳秉承的好菜醬上桌: 運用特調常備醬、電鍋出兩菜,一鍋到底,調味不失手,美味開飯迅速不費力,一人份料理也沒問題!吳秉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40 日本最風行每家必備的鬆餅機食譜: 免烤箱,免技術,新手必學,222道即時享用的創意美味小點心(暢銷典藏增訂版)馮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57 太陽之手五星級專業技法麵包教科書 吳武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64 最強萬用壓力鍋100%大滿足: 跟著國宴雙廚,一鍵做出100道,包含肉類、海鮮、蔬菜、湯品、飯麵、甜點六大主題,以及百用高湯,輕鬆學會,快速上桌享用美食!謝一新, 謝一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71 來烤肉吧!: 運用74種醬料,作出161款風味烤肉,讓你的BBQ就是和別人不一樣!除了炭火烤,在家用烤箱和平底鍋也可用!= 100+ flavors of BBQ爐卡斯(Lucas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888 超人氣非喝不可冷飲DIY: 零基礎也可以自製風味糖漿、繽紛冰磚、嚼感配料,調配出清涼解渴的凍飲X茶飲X蔬果汁花祥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方格子文化



9789860665895 狗狗來,吃飯飯!: 陪著狗狗一起享受60道幸福料理,健健康康過日子劉彤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415 療癒情緒的第一本書: 巴赫花精教你如何練習自我療癒蔡若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9422 器與美: 從2800年前到21世紀,從實用性、個性到精神性ˋ的茶器生活美學。李啟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95110 IG韓語貼文日記 地方韓文水水著 ; 丸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127 口語英語語法聖經=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3rd Ed.Geoffrey Leech, Jan Svartvi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134 Hiroshi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 初中級篇 Hiroshi(林展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141 優雅地反抗: 勇敢做妳自己!翻轉恐懼X跳脫框架,追求內心真正的渴望趙珠熙著; 張召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158 盲視效應 馬特.強森(Matt Johnson), 普林斯.古曼(Price Ghuman)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165 不害怕週一的內向人: 發揮內向性格優勢,安心脫離舒適圈,成為自在又自信的人安炫珍著: 陳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172 精準企劃= 기획자의 일: 아이디어,실행,성과까지 일의 흥망성쇠를 좌우하는梁恩宇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189 說出來沒關係 布莉吉特.安德列絲(Brigitte Endres)文; 安娜.卡麗娜.比肯斯多克(Anna Karina Birkenstock)繪; 楊婷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5295 串流追劇宅英文= Binge watch streaming series EZ TALK編輯群, Judd Piggott, Jacob Roth作; 許宇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301 成為韓語翻譯員: 韓國外大翻譯所碩士的翻譯人蔘陳家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318 養出孩子的抗毒力!0-6歲健康育兒懶人包 黃昌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325 設計思考工具箱 麥可.路里克(Michael Lewrick), 派翠克.林克(Patrick Link), 賴利.萊佛(Larry Leifer)著; 阿奇姆.史密特(Achim Schmidt)繪; 朱崇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332 愛上名為「自己」的風景 李秉律文字.攝影;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349 口語英語語法聖經: 從溝通切入,大量情境例句,精準表達英語的實用文法建議Geoffrey Leech, Jan Svartvik作; 賴榮鈺, 丁宥榆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356 不害怕週一的內向人: 發揮內向性格優勢,安心脫離舒適圈,成為自在又自信的人安炫珍(안현진)著; 陳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363 盲視效應: 找出左右大腦消費行為的關鍵,破解行銷手法,與品牌平起平坐麥特.強森(Matt Johnson), 普林斯.古曼(Price Ghuman)作; 洪慧芳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394 口語英語語法聖經: 從溝通切入,大量情境例句,精準表達英語的實用文法建議Geoffrey Leech, Jan Svartvik作; 賴榮鈺, 丁宥榆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00 不害怕週一的內向人: 發揮內向性格優勢,安心脫離舒適圈,成為自在又自信的人安炫珍(안현진)著; 陳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17 盲視效應: 找出左右大腦消費行為的關鍵,破解行銷手法,與品牌平起平坐麥特.強森(Matt Johnson), 普林斯.古曼(Price Ghuman)作; 洪慧芳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31 優雅地反抗: 勇敢做妳自己!翻轉恐懼X跳脫框架,追求內心真正的渴望趙株烯(조주희)著; 張召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48 JLPT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 初中級篇 Hirosh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55 揮別形容詞: 不詞窮寫出成熟文章= 形容詞を使わない大人の文章表現力石黑圭著;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462 IG韓語貼文日記 地方韓文水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79 JLPT新日檢文法實力養成. 初中級篇 Hiroshi(林展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86 IG韓語貼文日記 地方韓文水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493 雅思口說教戰手冊: 從流利度與連貫性、字彙、文法到發音,讓你思考、講英文就像個母語人士林熙Brett Lindsay著; 張家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509 商業洞察力: 9大基模x3大思維x3套實踐方法,透視商業本質,擁有開掛人生!劉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516 忘記你我做不到,最好學的王可樂日語50音入門書: 從字源與情境完熟五十音王可樂日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523 韓檢初級大數據重點單字 吉政俊著; 陳慧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530 自我肯定感,父母給孩子最棒的禮物 古莊純一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547 做個有Sense的人: 杜絕官僚作風、爛藉口和職場鳥事,成功企業化繁為簡的祕訣馬汀.林斯壯(Martin Lindstrom)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554 成為韓語翻譯員: 韓國外大翻譯所碩士的翻譯人蔘陳家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561 設計思考工具箱: 50種策略應用大解析,建構邏輯思維,打造貼近顧客需求的商業模式麥可.路里克(Michael Lewrick), 派翠克.林克(Patrick Link), 賴利.萊佛(Larry Leifer)作; 朱崇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578 揮別形容詞: 不詞窮寫出成熟文章 石黑圭著; 林農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585 愛上名為「自己」的風景: 沒有人能使你強大,那些能做的、想擁有的,都是因為「獨自一人」而實現李秉律(이병률)作; 王品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592 串流追劇宅英文: 道地流行用語、火辣影劇議題EZ TALK編輯群, Judd Piggott, Jacob Roth作; 許宇昇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615 設計思考工具箱: 50種策略應用大解析,建構邏輯思維,打造貼近顧客需求的商業模式麥可.路里克(Michael Lewrick), 派翠克.林克(Patrick Link), 賴利.萊佛(Larry Leifer)作; 朱崇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622 揮別形容詞: 不詞窮寫出成熟文章 石黑圭著; 林農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639 愛上名為「自己」的風景: 沒有人能使你強大,那些能做的、想擁有的,都是因為「獨自一人」而實現李秉律(이병률)作; 王品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646 串流追劇宅英文: 道地流行用語、火辣影劇議題EZ TALK編輯群, Judd Piggott, Jacob Roth作; 許宇昇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653 創新大未來: 破壞性思考+逆向型創意,在亂世中贏得先機傑洛米.迦奇(Jeremy Gutsche)著; 楊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660 給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你: 19個克服自我價值感低落的處方箋,用阿德勒心理學擺脫「比較級」人生朴豫真著; 梁如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677 女孩,妳真的夠好了!: 解開「好女孩」枷鎖x擺脫「角色超載」,帶著正念和信心探索新機會瑞秋.西蒙(Rachel Simmons)著; 陳玫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707 自我肯定感,父母給孩子最棒的禮物: 0-12歲心智&大腦發展養成法,用愛灌溉孩子一生所需的素養古莊純一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738 養出孩子的抗毒力!0-6歲健康育兒懶人包: 預防環境危害、認識幼兒疾病大魔王,現代爸媽必讀的全方位健康育兒指南黃昌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752 商業洞察力: 9大基模 X 3大思維 X 3套實踐方法,透視商業本質,擁有開掛人生!劉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769 自我肯定感,父母給孩子最棒的禮物: 0-12歲心智&大腦發展養成法,用愛灌溉孩子一生所需的素養古莊純一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776 雅思口說教戰手冊: 從流利度與連貫性、字彙、文法到發音,讓你思考、講英文就像個母語人士林熙(Brett Lindsay)著; 張家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783 養出孩子的抗毒力!0-6歲健康育兒懶人包: 預防環境危害、認識幼兒疾病大魔王,現代爸媽必讀的全方位健康育兒指南黃昌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790 韓檢初級大數據重點單字 吉政俊著; 陳慧瑜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日日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月文化



9789860795868 做個有SENSE的人: 杜絕官僚作風、爛藉口和職場鳥事,成功企業化繁為簡的祕訣馬汀.林斯壯(Martin Lindstrom)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875 做個有SENSE的人: 杜絕官僚作風、爛藉口和職場鳥事,成功企業化繁為簡的祕訣馬汀.林斯壯(Martin Lindstrom)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912 創新大未來: 破壞性思考+逆向型創意,在亂世中贏得先機傑洛米.迦奇(Jeremy Gutsche)著; 楊芩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929 女孩,妳真的夠好了!: 解開「好女孩」枷鎖X擺脫「角色超載」,帶著正念和信心探索新機會瑞秋.西蒙(Rachel Simmons)著; 陳玫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936 給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你: 19個克服自我價值感低落的處方箋,用阿德勒心理學擺脫「比較級」人生朴豫眞(박예진)著; 梁如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950 女孩,妳真的夠好了!: 解開「好女孩」枷鎖X擺脫「角色超載」,帶著正念和信心探索新機會瑞秋.西蒙(Rachel Simmons)著; 陳玫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967 給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你: 19個克服自我價值感低落的處方箋,用阿德勒心理學擺脫「比較級」人生朴豫眞(박예진)著; 梁如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974 忘記你我做不到,最好學的王可樂日語50音入門書: 從字源與情境完熟五十音王可樂日語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5409 同理心的力量: 放開自己,理解他人,用天生的能力,撫慰受傷的靈魂= The power of empathy : a practical guide to creating intimacy,self-understanding and lasting love亞瑟.喬拉米卡利(Arthur Ciaramicoli), 凱薩琳.柯茜(Katherine Ketcham)著; 王春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416 半小時漫畫宋詞 陳磊, 半小時漫畫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430 有溫度的唐詩宋詞套書: <> <> 李靜, 谷盈瑩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5447 陳春花經營管理套書: <> <> 陳春花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5454 權力: 史丹佛大師的經典課= 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 and others don't傑夫瑞.菲佛(Jeffrey Pfeffer)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485 半小時漫畫唐詩宋詞套書 陳磊, 半小時漫畫團隊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15577 品牌關鍵思維: 讓顧客自我感覺良好,打造雞皮疙瘩時刻= All about them: grow your business by focusing on others布魯斯.特克爾(Bruce Turkel)著; 信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614 精準演講: 從講稿準備到有效傳達,讓觀眾記住你說的內容= How to write and give a speech: a practical guide for anyone who has to make every word count瓊.戴茲(Joan Detz)著; 張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669 投資通識課: 9個基本概念,建立投資思維框架=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investing: a short book of need-to-know essentials布萊德佛.康奈爾(Bradford Cornell), 尚恩.康奈爾(Shaun Cornell), 安德魯.康奈爾(Andrew Cornell)著; 張永冀, 王宇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676 狐說: 狐狸精的千年仙鬼志怪 呼延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805 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有錢人的本錢,從馬哈茂德到比爾蓋茲,如何生財?為何致富?有何不同?= The rich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how the wealthiest people of all time—from Genghis Khan to Bill Gates—made their fortunes辛西雅.克羅森(Cynthia Crossen)著; 趙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829 人際交往的法則: 連難相處的人都可以應對的100個好習慣= The rules of people: a personal code for getting the best from everyone理查.譚普勒(Richard Templar)著; 李曉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980 有故事的論語. 學習.處世篇: 愈讀愈懂,這些千古金句背後的道理張瑋, 饅頭說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997 有故事的論語. 修養.天地篇: 愈讀愈懂,這些千古金句背後的道理張瑋, 饅頭說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4049 常客行銷: 消費者為何再次購買?銷售如何持續不斷?= The customer loyalty loop: the science behind creating great experiences and lasting impressions諾亞.弗雷明(Noah Fleming)著; 吳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4087 關係結束後,成為更好的自己: 分手、離婚、喪偶,重建自我的19段旅程= Rebuilding: when your relationship ends布魯斯.費雪(Bruce Fisher), 羅伯特.艾伯提(Robert Alberti)著; 熊亭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0402 隱身鄉野的職人: 堅持品質,超越自我,實踐在地理想生活樣貌陳瑩如企劃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3318 天然齒形態學= The ultimate guide to tooth morphology 1 basic脇田太裕著; 蔡士棹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8843 月慧山三清觀. 三 真慶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7632 十七歲的獠牙: 我的少年心史、人物誌與新浮生六記楊典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8893 我香港,我街道. 2, 全球華人作家齊寫香港 香港文學館主編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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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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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5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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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599982 非良心豬肉: 加工肉品如何變成美味毒藥 吉雍.庫德黑(Guillaume Coudray)作; 劉允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99999 非良心豬肉: 加工肉品如何變成美味毒藥 吉雍.庫德黑(Guillaume Coudray)作; 劉允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4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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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塞爾斯(Leigh Sales)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4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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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塞爾斯(Leigh Sales)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40110 如何看懂書法 侯吉諒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慧山觀音禪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日出南方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日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9786263140127 如何看懂書法 侯吉諒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40165 警官之血 佐佐木讓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40202 V怪客(英文出版30週年紀念豪華版)= V for vendetta(the 30th anniversary deluxe edition)艾倫.摩爾(Alan Moore)作; 大衛.洛伊德(David Lloyd)繪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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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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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40455 像藝術家一樣開發創意= Drawing on the artist within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著; 杜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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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心怡採訪撰寫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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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心怡採訪撰寫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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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40554 問候薛西弗斯 陳玠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585 荒島食驗家. 1, 過貓泡麵 王宇清文; rabbit44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592 失控的努力文化: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讓人無法好好休息= Do nothing: how to break away from overworking,overdoing,and underliving瑟列斯特.赫莉(Celeste Headlee)著; 林金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608 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 一本直擊新聞製造內幕的前總編輯回憶錄= El Director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enez)著; 馬巧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622 妳以為妳是誰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廖綉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0653 大腦喜歡這樣學(強效教學版)= Uncommon sense teaching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 貝絲.羅戈沃斯基(Beth Rogowsky), 泰倫斯.索諾斯基(Terrence Joseph Sejnowski)作; 王心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714 永遠的園丁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宋瑛堂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0776 自主學習大未來= Unschooled: raising curious,well-educated children outside the conventional classroom凱莉.麥克唐納(Kerry McDonald)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790 孤絕之島: 後疫情時代的我們 黃宗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875 認識你的收納人格: 從個性出發,輕鬆打造好整理、不復亂、更具個人風格的理想空間= The clutter connection: how your personality type determines why you organize the way you do卡桑德拉.卡爾森(Cassandra Aarssen)著; 林幼嵐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899 格列佛遊記 喬納森.史威夫特作; 劉格安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0905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經典增訂版) 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著; 杜蘊慧, 張索娃譯二版 其他 1

9786263140912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經典增訂版) 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著; 杜蘊慧, 張索娃譯二版 其他 1

9786263140929 人依靠什麼而活: 托爾斯泰短篇哲理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著; 王敏雯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320 天台藏經典部: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大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讀誦本)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337 天台藏經典部: 維摩詰所說經(讀誦本)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344 天台藏經典部: 菩薩瓔珞本業經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讀誦本)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351 天台藏經典部: 思益梵天所問經(讀誦本) 釋覺行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9518 咕嘰咕嘰躲貓貓: 可愛動物(立體翻頁觸摸書,還會發出聲音喔!)伊莉莎白.高汀(Elizabeth Golding)作; 莎莉.嘉蘭(Sally Garland)畫; 納莉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525 咕嘰咕嘰躲貓貓: 親親寶貝(立體翻頁觸摸書,還會發出聲音喔!)伊莉莎白.高汀(Elizabeth Golding)作; 莎莉.嘉蘭(Sally Garland)畫; 納莉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648 樂高小創客. 3, = LEGO gear bots KLUTZ編輯團隊作; 魏嘉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29730 消防員都在做什麼? 莉斯貝特.史列荷斯(Liesbet Slegers)圖文;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747 老師都在做什麼? 莉斯貝特.史列荷斯(Liesbet Slegers)圖文;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754 考古學家都在做什麼? 莉斯貝特.史列荷斯(Liesbet Slegers)圖文;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785 帕可愛音樂環遊世界之旅= Paco J'aime la musique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785 帕可愛音樂環遊世界之旅= Paco J'aime la musique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785 帕可愛音樂環遊世界之旅= Paco J'aime la musique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785 帕可愛音樂環遊世界之旅= Paco J'aime la musique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792 柴可夫斯基天鵝湖音樂故事(古典布紋封面典藏版)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黃筱茵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9529815 我的祕密敵人: 病毒= La vida secreta de los virus艾拉斯教育團體文;馬莉歐娜.托洛薩.斯特雷(Mariona Tolosa Sisteré)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822 我的痛痛救援隊: 血液= La vida secreta de les pupes亞莉安娜.加西亞.圖隆(Ariadna Garcia Turon)文;馬莉歐娜.托洛薩.斯特雷(Mariona Tolosa Sisteré)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860 莫札特魔笛音樂故事= The story orchestra: Magic Flute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529914 什麼形狀,都行！= The perfect fit 娜歐蜜.瓊斯(Naomi Jones)文; 詹姆斯.瓊斯(James Jones)圖; 游珮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8031 我的無敵衝鋒隊: 放屁與打嗝= La vida secreta de los pedos y los eructos馬莉歐娜.托洛薩.斯特雷(Mariona Tolosa Sisteré)圖.文; 張東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8055 愛說不要的小兔子= No!said rabbit 瑪佑克.亨瑞克斯(Marjoke Henrichs)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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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5950 天巡者寫真書= The devil punisher 三立電視作 平裝 1

9789860624632 諶多芬同名寫真photobook 諶多芬作 平裝 1

9789860624649 粿民女友= Meigo's photobook 粿粿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水靈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水月寺



9789860624656 粿民女友= Meigo's photobook 粿粿著 其他 1

9789860624663 俗女養成記. 2: 我們是怎麼讓陳嘉玲長大的: 幕後全紀錄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影響原創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百戲電影製作有限公司作平裝 1

9789860624670 蘇怡寧醫師愛碎念. 2: 破除孕產迷信 打擊偽科學蘇怡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4694 你一定要知道的43項登山醫學知識 陳崇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610 林虹伶: 1st寫真 林虹伶作 平裝 1

9786269507627 俗女養成記. 2: 劇本原著小說= The making of an ordinary women. II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影響原創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百戲電影製作有限公司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3520 幼幼牙助的植牙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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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88402 和昆蟲面對面 奧莉維亞.布魯克斯(Olivia Brookes)文; 藍.傑克森(Lan Jackson)圖; 李美華翻譯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5913 袖珍英漢字典=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5968 新注新譯東萊博議 呂祖謙原著; 吳紹志校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6101 角落小夥伴國小必背300英語單字拼字簿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企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118 角落小夥伴國中必背1200英語單字拼字簿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企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125 角落小夥伴全民英檢初級1200英語單字拼字簿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企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15 迷你星空劇場: 童話樂園故事投影機= Fairy tale projector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7719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一年級 吳燈山作 初版 平裝 -9

9789864297719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一年級 吳燈山作 初版 平裝 -5

9789864297719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一年級 吳燈山作 初版 平裝 14

9789864297719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一年級 吳燈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7931 活力成語100分. 3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7993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1年級 范雅芬, 熊鴻文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298013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2年級 范雅芬, 熊鴻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8020 活力造詞造句100分. 3年級 范雅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8297 全民英檢1200初級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621 強化閱讀. 低1= Happy reading 胡琇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638 強化閱讀. 低3= Happy reading 胡琇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645 強化閱讀. 中1= Happy reading 胡曉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652 強化閱讀. 中3= Happy reading 胡曉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669 強化閱讀. 高1= Happy reading 翁麗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676 強化閱讀. 高3= Happy reading 翁麗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713 夏之學習季. 三升四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737 夏之學習季. 四升五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744 夏之學習季. 五升六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751 夏之學習季. 一升二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775 夏之學習季. 二升三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平裝 1

9789864299812 高分作文贏在用好詞 商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9898 綠綠森林 黃蕙君文; 邱千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904 男生愛女生 黃慧敏文; 杜小爾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4299911 獅大王的任務 黃慧敏文; 陳盈帆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9928 娜娜的禮物 黃慧敏文; 劉麗月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9935 誰要抱抱 姜子安文; 吳若嫻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9942 怪獸花花的甜點店 陳秋玉文; 彭大爺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9966 完全釋義成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346 全面實用成語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30005 醜小鴨(內含穿長筒靴的貓)= The ugly duckling 簡麗芬, 詹琇玲編著; 杜冠臻, 蔣玉勤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30043 身體大搜密 林靈作; 陳志鴻繪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30050 學生作文必備語詞選 商婷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30098 民間草藥食用圖鑑 劉六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30104 水滸傳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6263130227 練習寫好字.菜根譚佳句選. I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牙醫助理崩壞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牛津家族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一



9786263130234 練習寫好字.菜根譚佳句選. II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7223 新冠肺炎疫情對自由、民主及人權之影響: 2020世/亞盟國際視訊論壇= COVID-19 and its impact on freedom,democracy,and human rights: 2020 WLFD/APLFD international video forum劉廣平, 李呈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8738 蘭芳共和國史 謝永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6096 戊寅叢編 趙詒琛, 王大隆同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606102 張子野詞; 片玉集注; 清真集外詞 (宋)張先撰, (宋)周邦彥撰, (明)陳元龍注; 楊家駱主編四版 精裝 1

9789570606119 石點頭 (明)天然癡叟撰 五版 平裝 1

9789570606126 蠡勺編; 王氏經說 (清)凌揚藻撰, (清)王紹蘭撰;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133 元豐類稿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140 己卯叢編 趙詒琛, 王大隆同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606157 清朝駢體正宗續編 (清)張鳴珂編;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164 大雲山房集 (清)惲敬撰;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171 甲戌叢編 趙詒琛, 王大隆同輯;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606188 元文類 (元)蘇天爵編; 楊家駱主編 三版 精裝 1

9789570606195 竹柏山房劄記三種; 鳳氏經說 (清)林春溥撰, (清)鳳韶撰;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201 飲虹簃所刻曲 盧前輯校; 楊家駱主編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218 桐城文學淵源考 劉聲木撰;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225 篛園日札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232 文明小史; 官場維新記; 負曝閒談 (清)李寶嘉撰, (清末)佚名撰, (清)蘧園撰 三版 精裝 1

9789570606249 羣書拾補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256 廣韻校勘記 楊家駱主編 三版 精裝 1

9789570606263 孔尚任集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270 巢經巢詩鈔; 人境廬詩草; 湘綺樓詩集 (清)鄭珍撰, (清)黃遵憲撰, 王闓運撰; 楊家駱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570606287 水滸後傳 (明)陳忱撰; 楊家駱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570606294 斬鬼傳 平鬼傳 (明)煙霞散人撰, (清)雲中道人撰 六版 平裝 1

9789570606300 高啟大全集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317 續孽海花 張鴻撰; 瞿兌之校訂 四版 精裝 1

9789570606324 歐洲逍遙遊 譚旦冏編纂 平裝 1

9789570606331 茗柯文 楊家駱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348 元詩選 (清)顧嗣立編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355 新校周書 (唐)令狐德棻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362 新編諸子集成 楊家駱主編 新五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379 新校隋書 (唐)魏徵等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386 警世通言 (明)馮夢龍編; 李田意蒐集編校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393 續孽海花 張鴻撰; 瞿兌之校訂 四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6409 兒女英雄傳 (清)文康撰 四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6416 中國藥學大辭典 陳存仁主編 臺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423 新校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447 初刻拍案驚奇 (明)凌濛初撰 五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454 野叟曝言 (清)夏敬渠撰 五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6461 蒙兀兒史記 屠寄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6478 新校陳書 (唐)姚思廉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0606485 新校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0606492 札樸; 札迻; 東塾讀書記 (清)桂馥撰, (清)孫詒讓撰, (清)陳澧撰 三版 精裝 1

9789570606508 四六叢話 選詩叢話 (清)孫梅撰 三版 精裝 1

9789570606515 愛日齋叢鈔 敬齋古今黈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522 徐孝穆集箋 楊家駱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539 萇楚齋隨筆 劉聲木撰 再版 精裝 1

9789570606546 黃山谷詩集注 (宋)黃庭堅撰; (宋)任淵, 史容, 史溫注 二版 平裝 1

9789570606553 中國歌謠 朱自清撰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客屬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0

世盟中華民國總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4514 華教播種者: 紀念董鵬程先生文集 任弘, 周靜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3503 飛躍20: 第九屆紀念專刊 施亮州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8411 別再假裝當好人很快樂: 摘除情緒面具,接納脆弱的自己加藤諦三作;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428 喚醒青春荷爾蒙: 啟動身體抗老機制,打造不發胖體質上符正志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435 微中子: 挑戰物理學「最大之謎」,一本書讀懂諾貝爾獎的研究多田將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459 程式設計必修的數學課: 學會寫程式設計,從數學思維與邏輯訓練開始結城浩作;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466 胃也可以很舒服: 藥物、按摩、飲食、運動,自療養胃實踐書劉維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473 刻意觀察: 從行為表象看穿真實人心 朱建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480 一本書入門<><>兩大經典 入江祥史作;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497 數學圖鑑: 擺脫挫折、提升數感,用圖像記憶取代死背公式永野裕之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03 牙痛,透漏你的健康警訊: 牙醫博士教你從牙周病到癌症都能治癒的飲食療法小峰一雄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10 超無厘頭經濟學: 從偶像、遊戲、殺人事件學會25個財經入門知識佐久良剛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27 逆齡養生: 調脾胃、養氣血,女醫師教你如何老得慢韓學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34 3小時讀通基礎數學 根上生也著; 謝仲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41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學習對話篇 結城浩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58 別讓幽靈血管找上你: 33招血管修復術,遠離老化、糖尿病、失智症高倉伸幸作;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65 時間的秩序: 用最尖端物理學,顛覆常識與直覺, 探索時間的本質卡羅.羅維理(Carol Rovelli)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434 後疫情時代的平台展演 虛擬親密 經濟創新= Performativity on the platforms, virtual intimacies and economic innovations in the post covid-19 pandemic era蕭宏祺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744 生氣得剛剛好: 與憤怒共處的正念練習 藤井英雄作; 周奕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751 我值得一段好關係: 運用情緒覺察的力量找到關係平衡羅納.費德烈克(Ronald J. Frederick)作; 李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768 簡約與優雅: 法國女人的生活美學(新裝版) 朵拉.托賽(Dora Tauzin)著;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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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9439 美國: 以基督教立國: 清教徒神學與英美保守主義建國二十五大原則王志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972 神的大能: 榮耀的見證. 13 許郭美員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761 東京藏前人氣名店菓子屋SHINONOME的烘烤點心毛宣惠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778 低醣x輕斷食: 瘦身效果Double 清水泰行監製;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彰化同鄉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主燈塔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世新大學傳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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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18239 禪詩禪書禪話. 三 嚴建忠, 嚴立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4866 承擔的勇氣: 失智不失志 脆弱又堅強的手繪日誌阿彬叔叔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1409 儷朋/聆月詩集 陳進雄, 吳素娥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41416 光陰走過的南方 辛金順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41423 流離人生 楊寶山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41430 台南囝仔 陳榕笙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41447 臺灣勸世四句聯: 好話一牛車 林仙化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2218 星星愛童詩(中英對照)= Stars love children's poetry沙白著; 張財通圖; 陳靖奇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9512232 唱歌的河流(中英對照)= Singing rivers 沙白著; 莊敏蓉, 劉淑威, 張俊成, 秦麗美, 許博文圖; 陳靖奇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9512249 星星亮晶晶(中英對照)= 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s沙白著; 童錦茂圖; 陳靖奇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8030 IP的故事 杜燕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155 「音為愛」合唱詞曲創作比賽得獎作品曲集. 第二屆李宛庭, 卓綺柔, 陳思安, 陳慧玲, 許以昕, 廖子堂, 潘國慶, 劉毅, 藍沛琦作曲; 呂雅莉, 卓綺柔, 洪靖婷, 施憶濃, 高佳妍, 陳偉勵(陳映瞳), 許以昕, 黃湘君, 楊世玲, 廖子堂, 潘國慶, 蔡德宏, 賴亞琪, 盧紫萱作詞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385 什麼什麼的相反 第35屆新生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70392 松鼠的21個白日夢 第35屆松江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7302 動物星球大冒險 第35屆信義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7319 天外飛來一首詩 第35屆天母園畢業生作.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9102 學測甄選關鍵計畫 台北儒林學測甄選輔導顧問中心升學顧問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843 創意台灣話. 6 王秋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台一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卯月霽商行

送存冊數共計：2

北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堂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台北儒林升大學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香光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室內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蒙特梭利幼兒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5006 將庄人藝文聯展專輯. 2021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158 東寧王國興衰史 張復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1609 創業名人堂= Entrepreneurship hall of fame 灣闊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3037 丙級化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趙明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6229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暨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學術科通關寶典文定宇, 黃崇陽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9862 多媒材創作實務. 上 沈昭玲, 翁靖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0449 化工裝置. 下 陳慎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583 用Arduino輕鬆入門物聯網IoT實作應用: 使用圖形化motoBlockly程式語言徐瑞茂, 林聖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620 汽車工業英文 陳信正,葛慶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1637 新時代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含資訊類題庫工作項目解析與技能檢定共用項學術科研讀範本佳彥資訊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231644 新時代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研讀攻略(Windows 10+Word 2016)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31668 新時代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研讀範本 毛駿騰編著 12版 平裝 1

9789865231675 新時代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研讀攻略含術科作答本陳富民, 周碩言, 黃俊宇, 張議文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699 新時代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研讀範本 蕭柱惠, 捷達工作室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705 新時代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研讀攻略 寶鑑工作坊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1712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邱傳福, 楊國榮, 黃道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729 新時代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含機工類共同學科題庫研讀範本官昭吟, 張秉書, 徐原贊編著 14版 平裝 1

9789865231743 電子電路實習 張志安, 李志文, 陳世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750 新時代技能檢定共用項: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環境保護、節能減碳學科參考資料TKD技能檢定中心彙整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31767 分析化學實習 張家銘, 歐秉原, 曾憲平, 蔡永昌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31910 分析化學實習 張家銘, 歐秉原, 曾憲平, 蔡永昌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31774 食品加工實習 吳啟瑞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3178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上賴金泉, 王昭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798 職場倫理: 含WE職場倫理認證 楊政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1804 汽車新式配備與裝置 黃旺根, 羅仲修, 楊子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811 技術高中數學C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第四冊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828 丙級化學學術科研讀範本 廖建治, 蔡永昌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83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計算機應用程式張俊雄, 林后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842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項學術科研讀範本 張淑芬, 盧昭伶, 楊舜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31859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理含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866 新時代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學術科研讀範本鄧登木, 劉生武, 陳永炎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1873 技術高中數學C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第二冊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880 丙級網路架設含資訊類題庫工作項目解析學術科研讀範本施清壬, 李明地, 陳兆淞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897 新時代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研讀範本 陳美燕, 程正豪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231903 新時代丙級印前製程: 圖文組版項學術科研讀範本使用Photoshop/InDesign/Illustrator倪慧君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23192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 上賴金泉, 王昭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1934 技術高中數學B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32023 技術高中數學B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31941 汽車學. 柴油引擎篇 許良明, 黃旺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1965 自動變速箱與故障排除 何達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1972 汽車學. 汽車電學篇 許良明, 黃旺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1989 微電腦結構 李章興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2009 汽油噴射引擎 謝其政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2016 專題實作理論與呈現技巧(Office 2016版) 楊仁元, 張顯盛, 林家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030 新時代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研讀範本(含資訊類及技能檢定共同學科)使用Windows 10+Ubuntu 18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南市將軍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978986523204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工機械實習曹哲綸, 梁棍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054 構造工程與施工法 陳兩達, 張簡宏裕, 陳加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061 汽車實習. 柴油引擎篇 鄭少康, 林大賢, 楊國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078 BAP Presentations商業簡報Us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s Level通關寶典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085 銑床實習 陳勤仁, 施忠良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32092 新時代丙級工業配線學術科研讀範本 劉生武, 葉佳興, 王清崧, 楊瑞良, 顏嘉良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2108 技術高中基本電學DEPL專業學習診斷評量範本DEPL檢測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115 超Easy!Blender 3D繪圖設計速成包 倪慧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122 新世代計算機概論含ICT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s Level陳恩航, 楊進雄, 賴寶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139 新時代乙級數位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掌舵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32146 新時代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研讀範本 楊國榮等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232153 QuickBLE II智慧居家物聯網DIY應用實作 程創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160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化工裝置篇升學寶典陳慎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17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數位科技應用柯進祥, 李權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3219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表現技法實習 莫嘉賓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3220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貿易英文實務王孝溱, 儲開雯, 蔡秀女, 孟筱倩, 羅慧萍, 王雅瑩, 李盈穎, 江雪真, 吳瑞翔, 黃品茲, 王珮珊, 張美惠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214 人工智慧導論 徐潔磐編著; 陳俊成, 何敏煌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221 新一代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主題式學習講義. 下黃慧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238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機電整合學術科解析) 曾偉智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23224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美髮造型實務. 上冊陳惠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252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件原理升學跨越講義鍾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269 新時代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鄧登木, 鄭才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2276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含實習升學寶典黃錦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283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工機械含實習升學跨越講義高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290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C升學講義 許燦興, 董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306 新時代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2313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B升學跨越講義 劉源禎(劉慎), 巫曉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337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A升學跨越講義 巫曉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344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工機械升學寶典黃銘,陳文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351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圖實習升學寶典謝士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368 新一代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許雅惠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232375 基礎電子實習 陳茂璋, 胡家群, 洪茂松, 林麗雲, 吳煌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382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升學寶典江元壽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232405 新時代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研讀範本含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同學科題庫雲有工作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232412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學寶典 江元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429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升學跨越講義邱佳椿, 林孟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436 用micro:bit V2.0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使用MakeCode:Blocks王麗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443 輕課程 寓教於樂科學思路 從遊戲中培養科學思維與科學素養：含科學思路桌遊包張欣怡, 劉玹伶, 林君耀, 陳馬克, 王家琛, 陳文輝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450 智慧客戶服務技術與應用 朱頻頻編著; 劉國有, 侯佳利編譯 平裝 1

9789865232481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程式設計實習升學寶典林后鍾, 溫一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498 IoT物聯網應用: 使用ESP32與Arduino C程式語言尤濬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04 智慧新零售: 資料智慧時代的零售業變革 馬慧民, 高歌編著; 胡亞平, 王彥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11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底盤原理含實習升學寶典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28 iPOE科技誌. 7, MAKEX世界機器人挑戰賽全攻略尤濬哲, 連宏城, 黃文玉, 趙珩宇, 蕭佳明, 蘇恆誠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35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學寶典 曾清旗, 王宗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42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數位邏輯設計升學寶典黃傑, 陳海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59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升學跨越講義豪義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66 新一代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典 陳新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73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微處理機升學寶典謝新洲, 謝輔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80 智慧農業: 智慧時代的農業生產方式變革 謝能付, 曾慶田, 馬炳先, 馮建中, 姜麗華, 郭雷風編著; 侯佳利, 陳怡秀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59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色彩原理 耿立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603 ESP32微處理機實習與物聯網應用 劉政鑫, 莊凱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610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基本設計與繪畫基礎完美結合升學寶典蘇文雄, 廖曼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634 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餐飲服務技術升學寶典劉君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641 智慧交通理論與實踐 王江鋒編著; 黃仁暐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658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學寶典 謝啟駿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232665 新時代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術科必勝秘笈林朝金, 蕭盈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2672 智慧城市建設與實踐 徐龍章編著; 陳成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689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應用力學升學寶典郭逸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696 商業溝通 胡興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702 文化創意概論: 含CCA文化創意應用認證 顧惠敏, 薛家欣, 賴岳興, 劉晉彰, 蔡馨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719 科技教室基本素養指南含GTC全民科技力認證黃智宏, 黃文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726 人工智慧導論實驗 余萍編著; 侯易佑, 何敏煌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740 新一代科大四技生物B升學寶典 呂春森, 呂宜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757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崇彥, 陳偉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764 藝同玩皮趣: 皮革工藝入門的啟蒙教科書 李宛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771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跨越講義高培堯, 黄濬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801 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張文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818 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基礎工程力學升學寶典廖長志, 康通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825 新時代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研讀範本 林士敦, 何昭慶, 盧聖心, 何富國, 黃其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849 技術高中數學B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第一冊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856 Big Data大數據分析使用Power BI視覺化應用與Azure雲端平台劉文琇, 許家祥, 嚴紹綺, 施毓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863 新一代科大四技: 輕鬆學基礎英文法複習題庫林俊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870 輕課程輕鬆開發手機App點餐系統: 使用App Inventor 2結合Google表單李春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887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色彩原理升學寶典 耿立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894 新一代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學寶典 林佳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917 IoT物聯網應用: 使用ESP32與Arduino C程式語言尤濬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924 新一代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パワーノートPower Note図書之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931 PVQC ELW生活與職場: 醫護與健康照護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戴建耘, 戴長熙,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948 新時代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與資訊類題庫必通解析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3295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Vehicle chassis service and repair practice周照棠, 李汯緯, 粘書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962 新一代輕鬆學基礎英文法= Basic grammatical drills林俊傑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232979 新一代聚焦英文文法講義= Focus on grammar 林欣穎, 陳瑞萍, 林昱伸, 徐如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2986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升學跨越講義邱佳椿, 林孟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2993 汽車材料 陳信正, 葛慶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006 領團實務 陶德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013 App Inventor 2與物聯網應用的完美結合含雲端資料庫Firebase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037 用CoSci積木程式製作物理動畫 李慶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051 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飲料實務升學寶典 范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068 專題實作與創意秘笈: 商業與管理群適用 林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075 全民英文單字力檢定VQC7000字級含自我診斷Demo版劉振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082 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基礎圖學實作 大容設計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112 新一代科大四技: 英文模擬試題與歷屆試題題卜書(Tips)許雅惠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233129 汽車柴油引擎原理 許振武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136 全民英文單字力檢定VQC4000字級 劉振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315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連文乾, 李昌政, 邱裕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167 中式點心: 米食、麵食、甜點含習作本 黃安娜, 李夢萍, 林宏周, 戴佩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181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C升學跨越講義 許燦興, 董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228 液氣壓概論 許宗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235 應用英語創意專題實作 周碩貴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242 新一代英文入門單字題卜書(tips)2000字 許雅惠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3900 東方美學. II: 禪藝桃花源= Oriental esthetic: the peach garden of zen art羅桂蘭, 馮秀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105 音樂樂園. 小幼班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63112 音樂樂園. 小幼班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63129 音樂樂園. 小幼班, 與音樂同樂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63136 音樂樂園. 小幼班, 與音樂同樂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63143 音樂是我的好朋友. 幼幼班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150 與音樂同樂. 幼幼班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167 Piano physical training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174 Flute repertory ensemble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63181 Yamaha流行課程: 長笛= Yamaha popular music school: flute[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63198 聽音練習. 3.4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82004 聽音練習. 5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82011 Electone演奏Grade試題一覽B式. 8級= Electone grade course B grade examination exercises[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41

送存冊數共計：143

台灣EZ Art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山葉音樂



9789860782028 電子琴9級-6級即興演奏練習本A式: 現場編曲演奏[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035 電子琴9級-6級即興演奏練習本B式: 配伴奏和變奏[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042 Electone演奏Grade試題一覽B式. 9級= Electone grade course B grade examination exercises[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059 電子琴即興演奏法. 應用篇= Electone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066 鋼琴電子琴9-8級視奏練習書= Piano★Electone 9-8 grade piano & electone sight playing workbook[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073 指導Grade5.4.3級術科試題一覽(2000-2002年實施)= Fundamentals grade 5.4.3 practical section[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080 指導Grade5.4.3級術科.筆試試題一覽解答實施例(2000-2002年實施)= Fundamentals grade 5.4.3 practical section & written section example answers[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097 指導Grade5.4.3級筆試試題一覽(2000-2002年實施)= Fundamentals grade 5.4.3 written section[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103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10級= Piano method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82110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10級= Piano method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127 鋼琴演奏grade4.3級試題一覽(2000-2002實施)= Piano grade 4.3[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134 鋼琴演奏grade5級試題一覽(2000-2002實施)= Piano grade[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141 鋼琴範例曲集創作曲篇. 5級(修訂版)= Collection of piano original works[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82158 鋼琴範例曲集創作曲篇. 5級(修訂版)= Collection of piano original works[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165 鋼琴演奏grade5級視奏即興變奏範例曲集(選自即興演奏試題50曲集)[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172 鋼琴範例曲集創作曲篇grade. 6級= Piano methode[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189 鋼琴演奏Grade試題一覽. 6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82196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grade. 6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202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6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219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6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82226 PIANO視奏練習書. 6級= Piano 6 grade sight playing workbook[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233 鋼琴範例曲集創作曲篇. grade 7級= Piano methode. grade 7[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240 鋼琴7.6級即興演奏練習書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257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grade. 7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264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7級= Piano method masterpieces grade. 7[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271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7級= Piano method masterpieces grade. 7[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82288 鋼琴視奏練習書. 7級= Piano 7 grade sight playing workbook[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295 鋼琴範例曲集創作曲篇grade. 8級= Piano methode grade. 8[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301 鋼琴演奏grade試題一覽. 8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318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8級= Piano method masterpieces grade. 8[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325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8級= Piano method masterpieces grade. 8[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82332 鋼琴範例曲集創作曲篇. grade9級= Piano methode grade. 9[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349 鋼琴演奏grade試題一覽. 9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82356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grad. 9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363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9級= Piano method masterpieces grade. 9[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370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9級= Piano method masterpieces grade. 9[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82387 鋼琴即興演奏練習書. 伴奏篇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394 鋼琴即興演奏練習書. 變奏篇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2400 Piano study repertory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0782417 Piano study repertory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0782424 Piano study repertory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0782431 快樂的鍵盤教本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82448 快樂的鍵盤教本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2455 鋼琴演奏Grade即興演奏試題50曲集. 5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平裝 1

9789860782462 鋼琴演奏Grade歷屆試題一覽. 7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82479 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GRADE. 8級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平裝 1

9789860782486 鋼琴9-8級即興演奏歷屆試題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7008 工具機產業白皮書. 2021: 臺灣智造 引領未來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智庫委員會編輯委員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2915 台灣五月畫會六十五週年會員聯展= 65 Anniversary Joint Exhibition of the Taiwan Fifth Moon Group吳柳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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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送存冊數共計：59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月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老子恆道文教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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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5272 百年陳千武紀念專集 吳櫻主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4333 西天取經: 玄奘大師典範 張家麟, 呂宗麟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4282 Twiceborn重生: 從平凡出發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9934299 永恆生命的世界: 死亡後的真實樣貌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833 成功之法: 如何成為真正的菁英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840 沉默的佛陀: 佛陀教義的真髓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857 釋迦的本心: 再次甦醒的佛陀的覺悟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871 現今習近平的所思所想:公開靈言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3963 漫畫科學生活百科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撰稿; 廖篤誠等漫畫 四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384106 野貓軍團吃蛋糕 工藤紀子作;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4120 閃亮閃亮 辛西亞.角畑作; 張子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137 狐狸與樹 陳彥伶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4144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60: 人性探討 精選 張月鶯企劃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384151 教室裡有鬼: 副衛生股長是骯髒鬼? 李光福作; 王秋香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168 藏在檸檬裡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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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4175 跳箱要午休 村上詩子作; 長谷川義史繪; 海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182 少女三劍客= Raymie nightingale 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著; 黃琪瑩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199 不一樣的沙子島之歌 布里.葛布瑞斯(Bree Galbraith)作; 瑪麗安.阿伯納(Marion Arbona)繪;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4205 希臘神話= Greek mythology 陳秋帆改寫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212 時報廣場的蟋蟀= The cricket in Times Square 喬治.塞爾登(George Selden)作; 加爾士.威廉斯(Garth Williams)繪; 鄒嘉容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243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原著; 呂相濡改寫; 蘇郁婷繪圖二版 其他 1

9789863384281 歌劇魅影 卡斯頓.勒胡(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原著; 管家琪改寫; 奇亞子繪圖二版 其他 1

9789863384298 鐘樓怪人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原著; 許文心改寫; Cin Cin繪圖二版 其他 1

9789863384304 安娜的新大衣 哈里特.齊飛文; 安妮塔.羅北兒圖; 余治瑩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311 冰箱放暑假 村上詩子作; 長谷川義史繪; 陳珊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328 企鵝宅急便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335 藏在水裡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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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4342 天方夜譚=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楊政和改寫; 陳亭亭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359 魔人與海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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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4366 藏在紙裡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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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4373 暖爐放寒假 村上詩子作; 長谷川義史繪; 李小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380 酷炫的工作車 古寄純嗣作.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4489 鴿子的天使 大衛.麥考利(David Macaulay)文.圖; 宋珮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496 聽不見的聲音 皮耶.高翰(Pierre Coran)作; 梅蘭尼.佛羅瑞安(Mélanie Florian)繪; 陳怡潔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502 格列佛遊記= Gulliver's travels 強納生.史威佛特(Jonathan Swift)原著; 唐琮改寫; 蔡豫寧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519 藏在糖裡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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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7905 白水湖青春曲: 魚販蔡宗傑的跨世紀回憶錄 蔡宗傑口述; 蔡金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7912 生命故事讀本: 伊公與伊婆的順利人生 管雅菁, 沈艷秋, 王永成, 林志勳, 黃敏婷, 簡嘉舜作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台灣東鯤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3014 落日刀. 第一冊 蕭塞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21 一龍四鳳. 上冊 白秋水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38 一龍四鳳. 下冊 白秋水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45 天殘七鼎. 上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52 天殘七鼎. 中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69 天殘七鼎. 下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76 仙窟風雲. 第一冊 丁立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83 仙窟風雲. 第二冊 丁立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090 仙窟風雲. 第三冊 丁立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06 玉簫銀劍記. 上冊 尉遲玄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13 玉簫銀劍記. 下冊 尉遲玄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20 血海殘魂. 上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37 血海殘魂. 中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44 血海殘魂. 下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51 沁園春. 上冊 余心奇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68 沁園春. 下冊 余心奇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75 金蛟鞭. 第一冊 鈺釗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82 金蛟鞭. 第二冊 鈺釗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199 金蛟鞭. 第三冊 鈺釗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05 神劍驣霄. 第一冊 古檜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12 神劍驣霄. 第二冊 古檜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29 神劍驣霄. 第三冊 古檜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36 追魂令. 第一冊 寒梅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43 追魂令. 第二冊 寒梅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50 追魂令. 第三冊 寒梅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67 追魂令. 第四冊 寒梅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74 追魂令. 第五冊 寒梅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81 聯劍揚鑣. 上冊 萍飄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298 聯劍揚鑣. 下冊 萍飄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04 五雷盟. 第一冊 公子玉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11 五龍旗. 第二冊 江南柳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28 五龍旗. 第三冊 江南柳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35 劍氣沖宵錄. 第三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42 五龍旗. 第一冊 江南柳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59 江湖三女俠. 第三冊 梁羽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66 丹旗鎮五嶽. 第二冊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73 丹旗鎮五嶽. 第一冊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80 情俠雙姝. 第三冊 金陵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397 丹旗鎮五嶽. 第三冊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03 洪熙官大鬧峨嵋山. 第一冊 我是山人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10 江湖三女俠. 第二冊 梁羽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27 洪熙官大鬧峨嵋山. 第三冊 我是山人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34 江湖三女俠. 第一冊 梁羽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41 孤雁驚魂. 第五冊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58 孤雁驚魂. 第一冊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65 孤雁驚魂. 第三冊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72 情俠雙姝. 第二冊 金陵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89 孤雁驚魂. 第四冊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496 五雷盟. 第三冊 公子玉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02 情俠雙姝. 第一冊 金陵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19 劍氣沖宵錄. 第二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26 孤雁驚魂. 第二冊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33 五雷盟. 第二冊 公子玉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40 洪熙官大鬧峨嵋山. 第二冊 我是山人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57 劍氣沖宵錄. 第四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64 劍氣沖宵錄. 第一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71 武魄. 上冊 司徒嬿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88 武魄. 下冊 司徒嬿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595 恨世情魔. 上冊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9789860723601 恨世情魔. 下冊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18 仙龜嶺. 第三冊 南宮子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25 鷹爪王. 第二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32 鸛鸞雙飛. 第四冊 凝君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49 鷹爪王. 第五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56 鸛鸞雙飛. 第二冊 凝君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63 鷹爪王. 第七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70 乳虎雛龍. 第二冊 魯傖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87 五嶽一奇. 第一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694 五嶽一奇. 第五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00 仙龜嶺. 第二冊 南宮子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17 乳虎雛龍. 第一冊 魯傖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24 鸛鸞雙飛. 第三冊 凝君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31 鷹爪王. 第八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48 五嶽一奇. 第二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55 鷹爪王. 第一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62 鷹爪王. 第四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79 五嶽一奇. 第四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86 乳虎雛龍. 第三冊 魯傖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793 仙龜嶺. 第一冊 南宮子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09 鷹爪王. 第六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16 陰陽界. 第三冊 陳中平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23 陰陽界. 第一冊 陳中平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30 鷹爪王. 第三冊 鄭證因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47 洪熙官大鬧峨嵋山. 第四冊 我是山人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54 五嶽一奇. 第三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61 陰陽界. 第二冊 陳中平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78 鸛鸞雙飛. 第一冊 凝君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85 白髮魔女. 上冊 梁羽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892 白髮魔女. 中冊 梁羽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08 劍底情仇. 上冊 伴霞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15 白髮魔女. 下冊 梁羽生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22 劍底情仇. 下冊 伴霞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39 千面魔王. 上冊 文龍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46 千面魔王. 中冊 文龍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53 千面魔王. 下冊 文龍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60 拐俠. 上冊 高皐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77 拐俠. 下冊 高皐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3984 萬里飛虹. 上冊 伴霞原著 其他 1

9789860723991 鼎沸中原. 上冊 南宮烈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05 胭脂寶刀. 下冊 高庸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12 胭脂寶刀. 上冊 高庸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29 金劍飛虹. 下冊 墨餘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36 金劍飛虹. 上冊 墨餘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43 鼎沸中原. 下冊 南宮烈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50 萬里飛虹. 下冊 伴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67 混元密錄. 第二冊 慕容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74 虎林飄香. 第一冊 高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81 金石盟. 第二冊 向夢葵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098 金石盟. 第一冊 向夢葵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04 狼形八劍. 第二冊 古如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11 虎林飄香. 第二冊 高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28 狼形八劍. 第三冊 古如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35 狼形八劍. 第一冊 古如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42 混元密錄. 第三冊 慕容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59 無影劍. 第三冊 孫玉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66 鐵腕書生. 第一冊 隆中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73 虎林飄香. 第三冊 高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80 鐵腕書生. 第三冊 隆中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197 罪劍. 第四冊 高庸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03 罪劍. 第二冊 高庸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10 無影劍. 第二冊 孫玉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27 金石盟. 第三冊 向夢葵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34 罪劍. 第一冊 高庸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41 罪劍. 第三冊 高庸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58 鐵腕書生. 第二冊 隆中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65 玉劍金釵 宇文瑤璣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72 霹靂刀 高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89 傳燈錄. 下冊 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296 沉劍焚舟. 上冊 郎中令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02 傳燈錄. 中冊 溫玉原著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19 青燈白虹. 上冊 伴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26 傳燈錄. 上冊 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33 碧血金戈. 上冊 冷楓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40 驚夢紅塵. 下冊 梅山遊龍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57 劍海蛟龍. 下冊 冷楓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64 碧血金戈. 下冊 冷楓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71 驚夢紅塵. 上冊 梅山遊龍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88 劍海蛟龍. 上冊 冷楓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395 沉劍焚舟. 下冊 郎中令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01 青燈白虹. 下冊 伴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18 天羅手. 第四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25 子午聲. 第一冊 上官雲心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32 天羅手. 第二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49 子午聲. 第三冊 上官雲心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56 古劍. 第一冊 荊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63 雲海爭奇記. 第三冊 還珠樓主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70 十二金錢鏢. 第四冊 白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87 英雄劫. 第二冊 孤芳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494 迷宮血劍. 第一冊 金童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00 迷宮血劍. 第二冊 金童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17 英雄劫. 第一冊 孤芳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24 魔塔. 第四冊 曹若冰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31 十二金錢鏢. 第三冊 白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48 子午聲. 第二冊 上官雲心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55 魔塔. 第三冊 曹若冰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62 天羅手. 第五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79 天羅手. 第一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86 雲海爭奇記. 第二冊 還珠樓主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593 魔塔. 第二冊 曹若冰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09 怒漢. 第一部 孤芳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16 天羅手. 第三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23 落日刀. 第三冊 蕭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30 子午聲. 第五冊 上官雲心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47 十二金錢鏢. 第二冊 白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54 雲海爭奇記. 第一冊 還珠樓主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61 魔塔. 第一冊 曹若冰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78 子午聲. 第四冊 上官雲心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85 十二金錢鏢. 第一冊 白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692 古劍. 第二冊 荊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08 怒漢. 第二部 孤芳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15 落日刀. 第二冊 蕭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22 怒漢. 第三部 孤芳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39 英雄劫. 第三冊 孤芳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46 英雄劫. 第四冊 孤芳客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60 迷宮血劍. 第三冊 金童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77 無影劍. 第一冊 孫玉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37 玄都劍. 第三冊 風雨樓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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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送存冊數共計：177

台灣原住民紗夢國際文創交流協會



9789869924306 台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故事繪本 陳勝榮文字編纂; 偕秀宜美術編輯; 陳勝榮, 古文進泰雅族語翻譯; 外語翻譯工作坊英文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2714 翰墨天下聯展. 2021 林金環, 林文烱, 陳中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688 尋覓台灣老茶 林志煌編撰 初版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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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5117 學庸論語 溫金海, 周嘉勳編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4302 黏多醣症醫療照護手冊 林炫沛, 林翔宇, 李忠霖, 莊志光, 蘇晉輝, 李國森, 洪崇烈, 宋國慈, 魏晉弘, 劉士嘉, 李原傑, 張通銘, 黃棣棟, 勞萱之, 陳佩娟, 張雅惠, 蔡瓊瑋, 侯人尹, 廖軒節, 陳小然, 高淑敏作; 林翔宇主編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259 燿: 北科大.陶博館合作交流展= Glory: a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Collection of Yingge Ceramics Museum and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王怡惠主編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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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0303 地方文化館日常管理查核表: 觀眾服務.志工.安全= Local museums daily management checklists on visitor service, volunteer and safety洪如珮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1012 腹膜透析治療 臨床案例解析 王怡寬, 田亞中, 吳安邦, 吳志仁, 吳明儒, 吳美儀, 吳珮瑜, 宋俊明, 李宜哲, 李建德, 周嘉安, 林石化, 林昆模, 林展宇, 林穎志, 邱怡仁, 邱怡文, 邱炳芳, 姚彥宏, 洪士元, 洪思群, 張育誌, 張明揚, 張敏育, 許永和, 郭韋宏, 陳志揚, 陳金順, 陳進陽, 鄭智仁, 鍾牧圻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523 風起雲湧: 白話諾貝爾跨世紀經濟學獎1969-2021温坤禮, 温雅竹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797 成語一千零一夜. 2, 落難公子成功記 謝易霖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9914925 米米和莎莎. 1, 不怕黑的好朋友 卡科萊娜(Katarína Kerekesová), 莫拉科娃(Katarína Moláková), 莎曼拉(Alexandra Salmela)作; 卡科萊娜(Katarína Kerekesová), 波適馬(Boris Šima), 伊白絲(Ivana Šebestová)繪; 梁晨翻譯平裝 2

9789869914987 玉山的召喚 陳景聰文; 賴彥成圖 二版 平裝 2

9789869914994 米米和莎莎. 2, 美好的假日 卡科萊娜, 莫拉科娃, 莎曼拉作; 卡科萊娜, 波適馬, 伊白絲繪; 梁晨翻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0653908 成語一千零一夜. 1, 重返英雄爭霸的故事現場 謝易霖著 三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唯心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茶書畫藝術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茶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腎臟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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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魚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博物館教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偕兒童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陶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2407 大飯店三號二樓= Level 2,house 3,the grand hotel尼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2414 再遇見大飯店三號二樓 = Level 2,house 3,the grand hotel: reunion尼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2421 獨身之戰 燕晚x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280 從零開始,跑出自我: 國際馬拉松冠軍專業分享,帶你跑出不一樣的人生吳敏, 劉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48 Podcast入門:新手創建的必備寶典 曾蘋果,豆子金, 盧.納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55 我在未來等你 劉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79 傷心的人,請舉手: 練習接納傷心與失落,找回前行的勇氣羅子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86 貓貓真的好奇怪!時而反派,時而正派,反正就是很可愛貓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893 正念溝通力 吳錫昌,凌憬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09 陰瑜伽: 平衡之身.和平之心 Jade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16 瘋狂機關車: 有如日本的福爾摩斯探案,大阪圭吉的本格推理偵探短篇集大阪圭吉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23 瘋路跑: 原來運動也能這麼好玩! 娜塔莉希瓦(Nathalie Rivard)作; 彭小芬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0930 個人職場品牌打造術: 八堂職場技能提升實務應用林易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47 親子芳療: 用香氣調整親子關係、相處模式 陳美菁(Krist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54 心理師的療癒烘焙私旅: 與點心相遇的日子,讓「心」被療癒莫茲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61 動物醫生診療室: 犬貓的健康管理X常見疾病一本滿足葉士平(Dr. Eason Ye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78 Facebook廣告投放操作祕笈: 一看就懂Facebook商務插件操作學而學堂, 歐文, 黃俊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0985 不節食、不斷醣!營養師的高速甩脂計畫: 掌握正確飲食思維,吃到飽也能甩掉頑固體脂肪孫語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6058 教學策略演進與教學實踐創新: 以設計教育為例陳雍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6065 Shot by shot逐格鏡行事 陳雍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6300 以「用以致學」為激勵高教技職生學習動機的教學方法李孟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6393 數位媒體設計核心能力培育之跨界學習的教學與實踐陳炫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6423 本地化翻譯專案管理入門 謝宗豪, 何妤柔, 張芸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3358 LIVE & FOREVER: 亞洲肝臟移植定潮者 換肝之父陳肇隆院長生命的小故事= Live & Forever齊瓦哥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1657 惡托邦記: 未忘之地的歷史 凱特.布朗(Kate Brown)著; 黃煜文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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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5104 醫學的張力: 醫學自帶的安慰劑效應、療效不確定和群我衝突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 崔佛.平區(Trevor Pinch)著; 李尚仁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9535439 敞墳之地: 移民路上的生與死= 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傑森.德里昂(Jason De Leon)著; 賴盈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5446 蒐藏全世界: 史隆先生和大英博物館的誕生 詹姆士.德爾柏戈(James Delbourgo)著; 王品元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5477 商人、企業與外資: 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 洪紹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68191 明公啟示錄: 解密禪宗心法: 從<>行由品談起 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68863 包棟民宿&飯店拍照打卡 吃得好住得美!: 又潔乙丞帶路玩全台趙又潔, 趙乙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870 夜谷賓館 藍橘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68894 夜谷賓館營業中 藍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8955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阿瑪建國史 黃阿瑪, 志銘與狸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025 鬼迷刀客 米高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148 「嘉」家有本環保經: 嘉義慈濟環保教育站的故事嘉義人文真善美志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6155 嘉家有本環保經: 嘉義慈濟環保教育站的故事嘉義人文真善美志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左上角企劃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巨流

送存冊數共計：10

四方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布克文化



9789860796162 談判大師實踐寶典: 提高知識、見識、膽試,邁向人生勝利組王時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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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0796193 說故事的人. 第三卷, 發現美麗身影 鄭茹菁, 卜堉慈, 陳婉貞, 林玲悧, 胡淑惠, 陳素蘭, 王鳳娥, 沈玉蓮, 彭鳳英, 潘明原, 陳潁茂, 吳瑞清, 凌涵沛, 洪乃文, 楊淑如, 鄭淑真, 謝玉珠, 李德美, 顏倩妮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223 小矮人的歡樂夜 瑪麗亞.楊森圖.文; 蔡季佐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6261 五毛錢的力量: 花蓮慈濟百號委員口述歷史 江淑怡, 沈昱儀, 黃基淦, 賴睿伶, 羅世明, 曹慧如, 俸開璿, 張翎慧, 陳若儀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278 築夢進行曲. 3: 心在那裡,希望就在那裡 林裕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285 波魯圖亞 李德和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6346 空姐報報EMILY Post: 比淚水更美的是,重新開始的勇氣與自信!Emily(朱芃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360 儒學家唐瑜凌陪你讀<<論語>>. 1, 學而為政 唐瑜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407 游祥禾: 每天練習,成為更好的自己: 只有承認自己的無知與錯誤,才是內心力量最強大的人。游祥禾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2831 Happy Halloween: 萬聖節馬戲團 林纓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3777 決定版.信念的魔力 克萊德.布里斯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28 墨菲魔鬼定律 楊知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35 卡耐基口才訓練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42 《塔木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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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0266 卡耐基演講藝術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73 二八定律= Pareto principle 于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280 狼道經營法則: 全球100大企業最有力的經營法則!= Wolf management汪峻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0297 天下第一奇書 厚黑學大全集 李宗吾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21019 三個蘋果改變世界: 活著,就要創造更高的人生價值唐牧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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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ren Buffett林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33 巴菲特給子女的投資忠告 林汶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40 巴菲特給股東的投資報告 林汶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57 巴菲特創造財富定律 張大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118 跟麥當勞學管理: 奧卡姆剃刀定律 楊知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125 狼道人生定律= Wolf's law of life 汪峻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0295 天官賜福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0301 天官賜福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2237 天地白駒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251 天地白駒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244 天地白駒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2596 過度呼吸 J.Soori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602 過度呼吸 J.Soori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626 等你仰望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633 等你仰望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695 示見之眼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42701 示見之眼 蒔舞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942732 A charm of magpies series喜鵲迷情. 2, 非君莫屬KJ Charles查爾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2770 ENNEAD九柱神. season 1. I. 第一部 Mojito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2787 ENNEAD九柱神. season 1. I. 第一部 Mojito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2794 ENNEAD九柱神. season 1. I. 第一部 Mojito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2879 A tale of thousand stars千星傳說 Bacteria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2886 A tale of thousand stars千星傳說 Bacteria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2909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平心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布里居出版



9789864942916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2923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2930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2992 魔道祖師(漫畫版) 落地成球編繪;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3449 AE事件簿 喬許.蘭昂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3456 AE事件簿 喬許.蘭昂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3777 喜鵲迷情. 2, 非君莫屬 KJ 查爾斯作; [康學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43814 千星傳說. 下 Bacteria作; [璟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43821 千星傳說. 上 Bacteria作; [璟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44040 AE事件簿. 1, 致命暗影 喬許.蘭昂作; [朱崇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44057 AE事件簿. 2, 危機四伏 喬許.蘭昂作; [朱崇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14930 不「藥」而癒!完全根治乾癬、濕疹、異位性皮膚炎約翰 O. A. 帕加諾(John O. A. Pagano)著; 沈雅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314947 談情說愛,古人超有哏: 10堂文學家瘋傳的愛情課宋怡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6361 這樣的歷史課我可以: 歐美近代史原來很有事. 2吳宜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378 人生不需要計畫,而是要活出自己的故事= A wonderful life: insights on finding a meaningful existence法蘭克.馬特拉(Frank Martela)著; 新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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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오늘 아내에게 우울증이라고 말했다金正源著;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408 演說高手都是這樣練的: 歐陽立中的40堂魅力演說課歐陽立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415 SOLO一個人工作聖經= Solo: how to work alone (and not lose your mind)蕾貝嘉.西爾(Rebecca Seal)著;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453 男女溝通使用說明書: 腦科學專家教你這樣說話,溝通零壓力黑川伊保子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6460 男女溝通使用說明書: 腦科學專家教你這樣說話,溝通零壓力黑川伊保子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477 抱歉我遲到了,但其實我根本不想來: 給羞怯內向的你,一場「挑戰自我」的冒險旅程= Sorry I'm late,I didn't want to come: one introvert's year of saying yes潔西卡.潘(Jessica Pan)著; 江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491 非常關係 鄧惠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96507 當我們一起活到100歲: 人生百年時代,日本教我們的那些事福澤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538 當我們一起活到100歲: 人生百年時代,日本教我們的那些事福澤喬(Joel Fukuzawa)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5627 笭菁闇語. 2: 厄鄰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5634 三生三世步生蓮. 壹, 化繭 唐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5665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唐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7567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唐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33800 三生三世步生蓮. 貳, 神祈 唐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2183 鑲金牙的鱷魚 張子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213 健康與休閒生活 林秀惠, 林國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404 林中賊 陳偉民文; Hui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442 飲食文化知識通 管家琪著;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466 細細品味茶文化 管家琪著;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473 懷念小青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510 湖中之光 莎拉.鮑曼(Sarah R. Baughman)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527 劄記雜感 孔慶棣記 初版 平裝 2

9789864492534 沒有城堡的公主 溫小平著; CINCIN圖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7445 1日10分の動物畫練習 カモ插圖; 劉姍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483 What do we buy? Elly van der Linden著; Suzanne Diedere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490 What will we choose? Elly van der Linden著; Suzanne Diedere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506 What will we see? Elly van der Linden著; Suzanne Diedere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575 可愛翻翻立體書: 三隻小豬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582 可愛翻翻立體書: 小紅帽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599 可愛翻翻立體書: 森林王子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4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幼獅



9789862437605 可愛翻翻立體書: 白雪公主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12 驚喜跳跳立體書: 動物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29 驚喜跳跳立體書: 對比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36 驚喜跳跳立體書: 數字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43 驚喜跳跳立體書: 顏色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50 世界探險: 妖怪旅行團 金德英繪; 林惠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67 Pop-up & learn: animals YOY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74 Pop-up & learn: opposites YOY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81 Pop-up & learn: numbers YOY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98 Pop-up & learn: colours YOY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711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戶外安全我知道 Warisa Poolpermsub等繪; Selene 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728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危險!在家小心 Warisa Poolpermsub等繪; Selene S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735 世界心理大師: 阿德勒給孩子的30句自信名言 艾德娜作; 高淑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759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我在學校會小心 幼福編輯部著; 劉鵑菁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766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保護自己我最棒 幼福編輯部著; 林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773 昆蟲最強王圖鑑 篠原かをり監修; 児玉智則繪圖; 劉姍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78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交通大解密 葉欣瑜, 洪雅婷編; 陳聖貽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797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身體真奇妙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803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食物真美味 葉欣瑜, 洪雅婷編; 陳聖貽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81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恐龍大驚奇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827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動物大發現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834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歡迎來我家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896 恐龍最強王圖鑑 實吉達郎監修; 松原由幸, 平井敏明繪; 許郁文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2437957 BP算術學園: 九九乘法 BP研究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7964 異種最強王圖鑑: 生物大亂鬥 實吉達郎監修; なんばきび繪圖;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8008 汪喵偵探: 博物館失竊事件 李承敏文; 河民石圖; 王采圓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9286 沿水而生: 五汊大溝(中英日越對照)= Life along water: Wucha Dagou= この水と共に生きる: 五汊大溝= SỐNG THEO DONG NƯƠC: CON SÔNG NGŨ XÁ蔡佳君文字撰稿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9224 期待冬天去旅行 涂卉文; 陳君媺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499231 Bunun布農健康書 涂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499248 海上海下: 海洋教育遊戲本 涂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499255 探索久須森: 尋找臺灣樟木的歷史軌跡 林彥雅, 李芷菡, 魏乙娟圖文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499262 白冷滺遊趣 鍾亞伶, 廖幸誼, 彭聿綾圖文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499279 虎腳庄水淼君: 后里圳八支分線的故事 涂卉, 洪湘晴文字編輯; 陳君媺插圖繪製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4054 普通型高中物理學習講義 韋裕霖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84061 普通型高中物理實力講義 洪于晟, 游彥辰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84085 數學B教學講義 陳姿妡, 胡湘蘭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4092 數學B學習講義 林政謙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4108 普通型高中數學A教學講義 陳彥宏, 蘇慧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4351 化學科青素報 鐘建坪, 劉曉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443 詩心 黃永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498 100 First Words給小小孩的第一本中英100單字書愛德華.安德伍(Edward Underwood)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84511 作家與作品 謝冰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535 技術型高中英文英文繪課室(A版). 第三冊 蔡宜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580 普通型高中歷史選修. III, 探究與實作學習.活動攻略三民歷史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603 讀書與生活 琦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627 議起玩國文(學生用) 黃健綸, 陳菀萱, 陳俞初等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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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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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弘雅三民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弘光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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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4696 普通型高中數學教學講義. 第一冊 陳彥宏, 蘇慧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719 普通型高中數學銜接教材 周婉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726 普通型高中數學學科制霸. 第一冊 洪榮良, 蔡森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733 普通型高中歷史年表. 第一冊 三民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801 國文隨身讀 顏瑞芳主編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4818 漫Book 臺灣: 走入30 個歷史場景 葉宗鑫, 張峻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887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第三冊 林承遠, 林晏如, 洪㜋茹, 張梓萱, 劉芳瑜, 歐家榮, 蔡穎慧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894 普通型高中歷史地圖學習指南. 第一冊 三民歷史編輯小組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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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4979 數學B教學講義 胡湘蘭, 陳姿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0011 技術型高中數學銜接教材 周婉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042 數學B學習講義 林政謙編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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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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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0165 議起玩國文 陳珈吟, 黃健綸, 詹欣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70189 國文 丁威仁, 田啟文, 李勻秋, 詹筌亦, 簡淑寬編著委員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070233 普通型高中國文銜接講義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70271 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 三 王焜泰, 張玲瑜, 陳珈吟, 陳菀萱, 黃健綸, 詹欣穎, 鮑可軒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325 技術型高中國文銜接講義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0356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3 陳儀蓁, 陳克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363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 第三冊 郭雅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431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一冊 尤愛慈, 林曉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455 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 一 黃健綸, 陳俞初, 詹欣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462 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超活閱素可達. I 何亞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479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習作. I 何孟娟, 陳瑋庭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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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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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0578 普通型高中地球科學習作 汪惠玲, 王光正, 莊福泰, 周家祥, 萬義昞, 謝莉芬, 白佩宜編著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0585 普通型高中物理探究活動手冊 三民物理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6263070592 普通型高中物理習作 陳年謀, 張凱婷, 盧政良作 二版 平裝 2

9786263070646 普通型高中地球科學探究活動手冊 汪惠玲, 王光正, 莊福泰, 周家祥, 萬義昞, 謝莉芬, 白佩宜編著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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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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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0721 普通型高中地理閱讀素養題本. 第三冊 洪佩鈺, 蔡慧瓊, 藍冠傑, 鐘大益編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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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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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0981 普通型高中化學銜接教材 林玉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018 普通型高中生物銜接教材 紀荷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063 普通型高中全試線英文. 第五冊 林芸亦, 孫建業, 黃柏瑞, 黃瓊如, 鍾震亞, Lan Fletcher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070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三冊 林曉芬, 叢志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070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三冊 林曉芬, 叢志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100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 雷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7112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地理別冊. 第三冊 尤俊華, 李承玫, 陳芳敏, 張淑瑜, 楊念慈, 蔡秉恆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131 國文隨身讀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2

9786263071155 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作. 一 育林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71179 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作. I 鄭煒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193 普通型高中國文隨身讀. 第五冊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23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歷史. I 王清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30 普通型高中英文黃金三角. 第五冊 洪珮菱, 楊曜璘, 許惠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47 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A++. 第一冊 洪珮菱, 張琇雲, 楊曜璘, 黃可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54 普通型高中英文文法句型A++. 第一冊 楊曜璘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285 技術型高中維生數B總複習講義 黃銘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315 普通型高中地理空白地圖集. 第三冊 三民地理編輯小組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377 技術型高中國文隨堂習作. 5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391 普通型高中地理探究力活動手冊. 第三冊 尤俊華, 李承玫, 陳芳敏, 張淑瑜, 楊念慈, 蔡秉恆編著委員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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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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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1490 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學生用). 五 呂旻勳, 陳珈吟, 陳菀萱, 黃健綸, 詹欣穎, 鮑可軒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37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手冊. I 楊尚達, 賴廷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51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中量級. 第五冊車畇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68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羽量級. 第一冊車畇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575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中量級. 第一冊車畇庭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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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1681 普通型高中化學學習講義 吉佛慈, 林偌婷, 劉俊庚, 鄧雅文編著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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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1711 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習作. 上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728 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教學講義. 上冊 陳彥宏, 蘇慧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735 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乙習作. 上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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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1773 普通型高中化學實力講義 江青釗, 吳佳靜, 黃信彰, 趙君傑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071780 技術型高中國文閱讀文選. 5 林淑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803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公民與社會. I 劉彥甫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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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1841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學習講義. I 林玉潔, 劉俊庚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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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71919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5 宋秀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926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 國文. 五 吳晏銘, 林聰宏, 劉芳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933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 英文 周彩蓉, 蔡宜珊, 盧思嘉, 蘇文賢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1957 學科制霸. 英文(A版) 王思文, 林美瑩, 康恩寧, 潘旻悧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71988 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 第一冊 吳岱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988 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 第一冊 吳岱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995 普通型高中英文篇章寫作1+1. 第一冊 楊佳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275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 第五冊 周彩蓉, 盧思嘉, 蘇文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299 學科制霸. 英文(A版) 吳秀蘭, 柴怡萱, 張心瑜, 康恩寧, 黃怡君, 楊慧君, 潘旻悧編著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072374 PISA領航: 從閱讀理解到下筆成文 林芳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602 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學生用). 四 王焜泰, 陳珈吟, 陳菀萱, 黃健綸, 詹欣穎, 鮑可軒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619 議起玩國文(學生用) 陳珈吟, 陳菀萱, 黃健綸, 詹欣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72626 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學生用). 二 黃健綸, 陳俞初, 詹欣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657 技術型高中英文職場多益TOEIC UP!(A版). 第二冊吳秀蘭, 謝采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2671 普通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四 翁于雯, 張嘉惠, 陳怡伶, 蔡安欣, 謝孟芳編著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718 技術型高中數學C習作. 第二冊 林和田, 許世育, 張泉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2763 普通型高中數學B學習講義. 第四冊 林國華, 高天德, 董維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848 歷史(普及版) 陳鴻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954 成語不NG: 輕鬆搞懂18主題成語 吳采蓓, 吳慧貞, 林佩誼, 林梧衛, 黃沛勤, 劉珮貞, 簡秀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005 數學C學習講義. 第四冊 奕帆, 翁婉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074 數學C教學講義. 第四冊 曾湧傑, 焦金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35 普通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二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73142 國文隨堂習作. 4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73 技術型高中國文隨身讀. 第4冊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80 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 二 吳敏綺, 胡琬瑞, 陳雅雯, 趙悅伶, 鄭佳樺, 顏嘉儀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10 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4 古欣予, 李欣翰, 陳雪君, 蔡孟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27 月亮莎莎去上學 哈莉葉.曼凱斯特(Harriet Muncaster)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34 月亮莎莎去露營 哈莉葉.曼凱斯特(Harriet Muncaster)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41 月亮莎莎看芭蕾 哈莉葉.曼凱斯特(Harriet Muncaster)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58 月亮莎莎過生日 哈莉葉.曼凱斯特(Harriet Muncaster)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72 問題終結者黑喵. 1, 守護公寓的和平! 洪旼靜文字; 金哉希繪圖;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89 問題終結者黑喵. 2, 挑戰最棒的料理! 洪旼靜文字; 金哉希繪圖;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371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羽量級. 第四冊王靖賢, 仲偉芃, 呂香瑩, 李秋芸, 洪秋萍, 施和興, 張瑛玿, 張瀅蕙, 曹代賢, 許芳綺, 陳雲釵, 彭信哲, 楊佳純, 樊可瑜, 應惠蕙, 魏宏軒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388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中量級. 第四冊王靖賢, 仲偉芃, 呂香瑩, 李秋芸, 洪秋萍, 施和興, 張瑛玿, 張瀅蕙, 曹代賢, 許芳綺, 陳雲釵, 彭信哲, 楊佳純, 樊可瑜, 應惠蕙, 魏宏軒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401 國文(普及版) 李勻秋, 陳室如, 蔡孟芳, 簡淑寬編著委員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73418 技術型高中英文英文繪課室(A版). 第二冊 蔡宜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3487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 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李貞德著 其他 1

9786263073494 阿美族 黃宣衛著 其他 1

9786263073500 泰雅族 王梅霞著 其他 1

9786263073517 排灣族 譚昌國著 其他 1

9786263073579 普通型高中數學習作. 第二冊 史美奐,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3623 南宋地方武力: 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黃寬重著 其他 1

9786263073630 相親35次,煩到離家出走逃去美國,最後卻變成僧侶回來了!英月著; 涂紋凰譯 其他 1

9786263073647 演化與人性: 演化倫理學與儒家思想的創新 李雅明著 其他 1

9786263073876 國文語文能力習作. 4 林恬慧, 張嘉惠, 劉琬茜, 鄭倩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890 技術型高中國文隨身讀. 第6冊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913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 杜維運著 其他 1

9786263073920 西方戲劇史 胡耀恆著 其他 1

9786263073937 英文成語典故Tell Me Why 李佳琪編著 其他 1

9786263073944 雪樓小品 洛夫著 其他 1

9786263073951 夢想前場: 李洋 李洋口述; 裴凡強採訪撰文 其他 1

9786263073968 中醫基礎理論學 朱忠春, 范玉櫻, 彭美鳳, 楊光正編著 其他 1

9786263073975 老子的哲學 王邦雄著 其他 1

9786263073982 給愛兒的二十封信(中英雙語) 簡宛著; 簡宛, 石廷, Jane Vella譯; 杜曉西繪 其他 1

9786263074040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手冊. II 楊尚達, 賴廷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262 新譯六祖壇經 李中華注譯 其他 1

9786263074279 新譯坐忘論 張松輝注譯 其他 1

9786263074286 新譯鬼谷子 王德華, 趙鵬團注譯 其他 1

9786263074293 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 楊奎松著 其他 1

9786263074309 布農族 黃應貴著 其他 1

9786263074316 雅美族 余光弘著 其他 1

9786263074323 鄒族 王嵩山著 其他 1

9786263074507 莊子的生命哲學 葉海煙著 其他 1

9786263074613 新譯楚辭讀本 傅錫壬註譯 其他 1

9786263074620 魏晉史學及其他 逯耀東著 其他 1

9786263074637 抗戰史論 莊永敬著 其他 1

9786263074644 蔣介石與希特勒: 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 馬振犢, 戚如高著 其他 1

9786263074651 新譯老子解義 吳怡著 其他 1

9786263074804 新譯六朝文絜 蔣遠橋注譯 其他 1

9786263074811 可可.香奈兒: 謎樣的山茶花 李民安著 其他 1

9786263074828 封神演義 陸西星撰, 鍾伯敬評, 楊宗瑩校注 其他 1

9786263074835 新譯蘇軾詞選 鄧子勉注譯 其他 1

9786263074927 中國文學概論 黃麗貞著 其他 1

9786263074941 儒家思想: 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杜維明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047 健康生活漫談 鄧韻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1422 生態建築可以怎麼做?: 預測設計,一個人造與自然共存的願景楊經文著; Tuck Leong繪; 蘇威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699 美味的原理: 食物與科學的親密關係 馬提.傑佛森(Marty Jopson)著; 王婉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705 瑜伽解剖著色學習手冊: 學習人體組織的醫學知識,用色鉛筆畫出正確的瑜伽動作凱蒂.林奇(Katie Lynch)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743 情感依戀關係療法: 找出你的依附類型,改變互動方式,讓你們的關係更有安全感,更親近、更持久安妮.陳(Annie Chen)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750 非暴力抗爭: 修復支離破碎的世界,這是唯一的方式!托德.哈薩克-洛威(Todd Hasak-Lowy)著; 劉名揚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767 大規模領導力: 麥肯錫領導力聖經 克勞迪奧.費瑟(Claudio Feser), 麥可.雷尼(Michael Rennie), 尼古萊.陳.尼爾森(Nicolai Chen Nielsen)合著; 黃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774 打造數字腦.量化思考超入門: 能解決問題,更有說服力,更值得信賴深澤真太郎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781 打造財務腦.量化思考超入門: 不靠經驗判斷,精實決策,開創未來梅澤真由美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798 好好吵架!: 深入內心,挖出渴望,讓親密關係再進化茱蒂.萊特(Judith Wright), 鮑伯.萊特(Bob Wright)著; 蔡宜容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804 多重人格交響曲: 發現與理解複數自我 詹姆斯.法第曼(James Fadiman), 喬丹.葛魯伯(Jordan Gruber)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842 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自己是對的?: 不知不覺掉入的101種慣性思考陷阱李南錫著; 高毓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873 清醒夢療法: 鍛鍊意識力、創造力,學習自我覺察、克服恐懼、釋放壓力克莉斯汀.拉馬克(Kristen laMarca)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880 清醒夢療法: 鍛鍊意識力、創造力、學習自我覺察、克服恐懼、釋放壓力克莉斯汀.拉馬克(Kristen lamarca)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6404 綠化樹木修剪筆記 劉東啟主編 平裝 1

9786269546411 樹木種植筆記 劉東啟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本來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160

送存冊數共計：177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2485 宗成與天兵太太: 台灣漫畫家夫妻的育兒日常韋宗成, 天兵太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2492 台灣爭霸: 2020頂上決戰 韋宗成選戰筆記 韋宗成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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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6736 活出心中的太極 太極人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6736 活出心中的太極 太極人合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9796736 活出心中的太極 太極人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198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吳三賢撰; 陳景聰編 平裝 2

9786269512805 居家春聯參考書 吳三賢書; 陳景聰編 平裝 2

9786269512812 東漢禮器碑部首彙整 吳妙瑛編 平裝 2

9786269512829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部首分類彙整 賴慧卿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790 時代華語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編著; 姜君芳, 陳怡伊, 蔡雅婷主編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919806 時代華語: 教師手冊. 三= Modern Chinese teacher's manual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813 時代華語: 教師手冊. 四= Modern Chinese teacher's manual慈濟大學華語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837 時代華語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編著; 朱紹解, 陳俊甫, 汪楚恩主編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4238 十八癲悟 梁君堯文.插圖.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995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八期 呂立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0694512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902 跨世代: 專題特展= Across generations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689957 那個佩刀服劍的時代: 世界刀劍巡禮= World swords exhibition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689988 漫遊: 蘇旺伸創作展= Su,Wang-Sheng solo exhibition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4505 心手集: 學生作品精選. 肆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5867 佛藏經講義. 第十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5898 佛藏經講義. 第十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127 佛藏經講義. 第十四輯 平實導師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134 佛藏經講義. 第十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正大光明毛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未來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正好文化



9789860696158 我的菩提路. 第七輯 余正偉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8183 民國時期南海主權爭議: 海事建設=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arine construction許峰源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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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36181 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archives on the Defense of the Great Wall姜克實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6198 吳忠信日記(1957)=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57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204 吳忠信日記(1958-1959)=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58-1959吳忠信原著; 王文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303 質樸堅毅: 張其昀日記(1949-1950,1952)= Temperament, simplicity, strength, and tenacity: the diaries of Chang Chi-yun, 1949-1950, 1952張其昀原著;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310 質樸堅毅: 張其昀日記(1973)= Temperament, simplicity, strength, and tenacity: the diaries of Chang Chi-yun, 1973張其昀原著;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7699 提升臨床護理實務能力: 運用多元情境教學策略融入「內外科護理學及實驗」課程之教學實踐温孟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7824 社區衛生護理學=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吳瑞文, 吳慧嫻, 何瓊芳, 吳麗玉, 李純華, 武茂玲, 林麗美, 林雪貴, 洪秀吉, 張彩秀, 張蓓貞, 陳惠姿, 黃久華, 黃慧莉, 萬國華, 蔡綺妮, 謝亞倫, 蘇貞瑛, 江鳳葦編著10版 平裝 1

9789860627831 病理學 吳毅穎, 王宗熙, 彭瓊琿, 劉佳宜, 黃子豪, 高久理, 周榮茂, 張廷安編著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961 祇園香道用香工具書 蘇義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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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5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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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1

9789574854981 房地合一稅申報.節稅規劃一手掌握 黃振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4998 合建.預售法律實務 李永然, 鄭惠秋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615 健康腸道的食癒力 吳仕文, 劉純君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152 國際走私謀殺案大追擊: 魔鬼的伎倆 鍾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3120 玄奘大學校刊. 2021: 壯志凌雲.玄奘圓夢 邱琪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永詮食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古學庫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永正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8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奘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3771 大方廣佛華嚴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精裝 全套 1

9789860647518 The Original Vows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Sutra(full color comic version)illustrations by Terry Lim 平裝 1

9789860647556 Bhaisajyaguru Buddha Merits Sutra(comic edition) illustrations by Terry Lim 平裝 1

9789860680904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平裝 1

9789860680911 瑜伽焰口施食要集重訂本 黃根祥作 精裝 1

9789860680928 瑜伽焰口施食要集法義注釋本 黃根祥作 精裝 1

9789860680935 完美的終站: 助念方隅 黃根祥作 精裝 1

9789860680942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 其他 1

978986068095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其他 1

9789860680966 佛說阿彌陀經 其他 1

9789860680973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其他 1

9789860680997 佛門必備課誦本 一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2697 在妳青春該時節: 張芳慈客華對譯詩集 張芳慈作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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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42772 有尊嚴的照護= 尊厳ある介護: 「根拠あるケア」が認知症介護を変える里村佳子作; 王良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789 紅塵實錄 吳豐山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942796 絕筆集 彭明敏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819 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續集 陳永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826 文協精神臺灣詩 廖振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833 瞳之二 葉宣哲文; DaDa L.CH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840 小瘋人生: 我的學思歷程與民主自由的追尋之路: 李筱峰69回憶錄李筱峰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42864 小瘋人生: 我的學思歷程與民主自由的追尋之路: 李筱峰69回憶錄李筱峰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42857 小瘋人生: 我的學思歷程與民主自由的追尋之路: 李筱峰69回憶錄李筱峰著 第一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42888 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 Radiw no orip Calaw Mayaw林信來, Ado Kaliting Pacidal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口述; 藍雨楨撰述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901 開動了!老台中: 歷史小說家的街頭飲食踏查 楊双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918 從前從前,火車來到小島 黃一文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932 開動了!老台中: 歷史小說家的街頭飲食踏查 楊双子作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89967 全球華人網路詩選. 2020 劉正偉, 林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0603 身體記得: 創傷及創傷治療的心理生理學= The body remembers: the psychophysiology of trauma and trauma treatment芭貝特.羅斯柴爾德(Babette Rothschild)作; 謝麟兮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9708 神效祖傳秘方 楊柱中編 第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1690 大靈神諭卡= Spirit cards oracle deck 約翰.莫斯里(John Moseley)著; 周莉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101 五次元的靈性動物: 連結神聖的自然智慧= The archangel guide to the animal world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著; 周家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125 寵物芳香療法: 以精油和純露照顧家中寵物的全方位指南= Holistic aromatherapy for animals克莉斯汀.麗.貝爾(Kristen Leigh Bell)著; 盧心權, 原文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9132 薩滿世界: 喚醒並發展內在的薩滿力量= Samanism made easy: awaken and develop the shamanic force within克莉絲塔.麥金農(Christa Mackinnon)著; 周莉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149 愛的絮語占卜卡= Whispers of love 安潔拉.哈特菲爾德(Angela Hartfield)著; 黃春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9156 重塑心靈 許宜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9163 與天使連結: 如何看見、聽見和感覺你的天使= Connecting with the angels made easyhow to see,hear and feel your angels凱爾.葛雷(Kyle Gray)著; 周家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170 魔法咒語神諭卡= Spellcasting oracle cards 芙蕾薇亞.凱特.彼得斯(Flavia Kate Peters), 芭芭拉.梅克雷喬恩-弗雷(Barbara Meiklejohn-Free)著; 周莉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187 水晶女神888: 天地合一的神聖顯化力量= Crystal Goddesses 888: manifesting with the divine power of heaven & earth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黃春華, 非語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命之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命科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甘露道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命潛能文化



9789860629194 水晶女神888: 天地合一的神聖顯化力量= Crystal Goddesses 888: manifesting with the divine power of heaven & earth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黃春華, 非語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582 攝影訪談輯. 4= Photo-logues. IV 姚瑞中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6243 可治療的牙髓與不可治療的牙髓: 活髓保存的科學與臨床泉英之著; 王浩庭,陳涵鈺翻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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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59809 創意時尚輕水彩 張鉯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9830 基督教入門讀物: 基督教真義問答 平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9847 毛主席的父女囚犯 齊家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6764 PM的冒險旅程 謝瓊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208 黃昏的初戀: 我遇見賽斯心法 停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307 美國移民: 綠卡樂透抽籤攻略大全 黃柏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659 不行的旅行 豆腐火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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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88840 食癒生活 林孟雪 石志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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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88994 好運到,好孕道 賴朝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071 老貓札記 老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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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8224 韓國情懷 Tina, 許思庭, 明士心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255 飛越南關: 初階越南語能力檢定攻略 鄭美惠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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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8309 真的找到問題了嗎? 陳楊林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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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8378 暗戀: 度河詩集 度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385 看懂禪機 呂冬倪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408 神靖丸的故事(中英對照) 鄭宏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415 月亮來的女兒前傳: 玉環 Mrs.Q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453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完全解析 林育生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18439 輕鬆投資 充實生活 狂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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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8484 親近嚴耕望: 歷史地理論文隨筆集 采詩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18507 面相故事. 第二集 沈全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514 丁丁的房產人生雜記. 3 丁丁(丁士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545 書歲月的臉: 2019不可思議 林淑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552 書歲月的臉: 2020憂喜參半 林淑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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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8583 解讀酸民行為 蘇子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06 你來時風乍起 陳宥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色牙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砂崙萬福宮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田園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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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8637 被超能力扼殺的才智 高向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44 奴詩來詩之貓詩人 奴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68 十年 王濟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51 面相答客問. 第二集 沈全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82 2035年 無岫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699 健康鑰方,生物訊息 李順來, 陳冬漢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705 轉變: 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一生奮鬥的故事 李昭陽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18712 晨之露珠 呂白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736 九五老人話滄桑 金國棟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774 禅宗的开悟与传承 吕真观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781 夕陽之後 賴邱和也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798 臺灣漫遊記: 遊記攝影專輯 蕭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804 火從哪裏來 黃穎駿作; 袁志偉繪畫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18903 面相答客問. 第二集 沈全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910 地球手札 沉思者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18927 維小的我想撼動這個世界 陳景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927 維小的我想撼動這個世界 陳景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934 法界無邊法緣無盡 謙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941 相約未來再續法緣 謙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989 茶道道茶 耕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996 殺戮之星: 凡提亞 夏之楓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011 毛蟲怪奇幻冒險旅程. 第一部曲, 遷徙 陳怡薰, 皇吟文; Joanna Hsu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042 折成十八 育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066 Rebirth: 蛻變的重生旅程 Grace Ko(柯欣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103 聖誕節的由來 陳怡理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141 小白豬的自我認同: 智慧之毛. 第二集 吳新光, 吳伯文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165 純粹夏天 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202 彩華的一生 樊慕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219 天丹虎飛 雲霧的新生 黃文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264 菩提明心花開見佛 黃逢徵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349 山和魚 林書柔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363 看懂證道歌 呂冬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387 樹.穴.魔法迷宮 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448 秋毫詩稿 梁評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561 用對自然力讓毛孩活得好: 自然醫學博士愛用的寵物平衡療育法黃于容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277 過敏大魔王 王一雅作; 張芸荃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0284 別跑!視力小偷! 王一雅作; 張芸荃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0291 節慶萬花筒 潘聖云, 王一雅作 平裝 1

9786269546008 小小光線設計師: 快樂露營去 顏嘉成, 王一雅作; 張芸荃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2211 南機場的咖啡香 笳彧 H. Chia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450 書畫管見. 二集 王耀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30483 寶貝想聽: 交通工具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490 寶貝想聽: 草原動物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7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目宿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頭



9789578930490 寶貝想聽: 草原動物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578930506 寶貝想聽: 農場裡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精裝 1

9789865528355 三國演義翻翻看 何大海, 李雷雷作; 肆野Studio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362 這是紅樓夢的故事: 想看四大名著翻翻書 唐硯作; 老老老魚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379 這是西遊記的故事: 想看四大名著翻翻書 鴻雁作; 肆野Studio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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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28461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 認識舒伯特的名曲 艾蜜莉.柯列作; 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478 我的小小音樂世界: 陪我長大的古典音樂 艾蜜莉.柯列作; 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08 Reunion in Chinese New Year 七色王國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15 流感病毒魯魯 おかだはるえ作; 西川智英美繪;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22 麻疹病毒飛飛 おかだはるえ作; あおきひろえ繪;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39 諾羅病毒諾諾 おかだはるえ作; すがわらけいこ繪; 許婷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46 水痘病毒忍忍 おかだはるえ作; 塚本やすし繪;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53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0157羅羅 おかだはるえ作; きしらまゆこ繪;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60 海洋朋友在哪裡? IglooBooks作; Betsy Luk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77 森林朋友在哪裡? IglooBooks作; Noémie Gionet Landry插畫; 張之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84 免疫軍團大作戰 七色王國作; 禾流文創編輯團隊美術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591 消防隊裡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Charlie pOp插畫; 李旻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614 叢林動物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Charlie pOp插畫; 李旻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621 團圓中秋節(注音版) 呦呦童作.繪 二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5528645 動動小指,比比看 廖佳儀, Jane Horne, Victoria Harvey作; 林欣儀, Véronique Petit插圖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28652 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 聽見莫札特 Sam Taplin作; Ag Jatkowska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669 森林裡的動物音樂會: 聽見貝多芬 Sam Taplin作; Ag Jatkowska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676 考古挖挖哇: 恐龍化石出來囉! Emmanuelle Ousset作; Allison Black插圖; 李旻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683 新傳說十二生肖 七色王國編繪 二版四刷 精裝 1

9789865528690 四大名著好好讀 廖佳儀作; 林欣儀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706 變身小小音效大師: 聽聽三隻小豬的聲音 Marine Arnould作; Oliver Tallec插畫;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713 變身小小音效大師: 聽聽阿拉丁的聲音 Marine Arnould作; Aurélie Guillerey插畫; 李旻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720 變身小小音效大師: 聽聽森林王子的聲音 Marine Arnould作; Benjamin Chaud插畫; 李旻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737 變身小小音效大師: 聽聽小紅帽的聲音 Marine Arnould作; Ronan Badel插畫;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744 變身小小音效大師: 聽聽長靴貓的聲音 Marine Arnould作; Roland Garrigue插畫; 李旻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768 我的小小音樂世界: 音樂帶我漫步巴黎 艾蜜莉.柯列作; 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775 夜遊太空世界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28782 夜遊大自然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28799 關於音樂你想知道什麼? Katie Daynes作; Elisa Paganelli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805 新熱鬧端午節(注音版) 呦呦童作.繪圖 三版五刷 精裝 1

9789865528812 寶貝想聽: 交通工具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charlie pOp插畫; 李旻諭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28829 寶貝想聽: 草原動物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charlie pOp插畫; 李旻諭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28836 寶貝想聽: 農場裡的聲音 Marion Zoubenko作; charlie pOp插畫; 李旻諭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28867 到底為什麼?: 好想知道夢想中的事!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874 到底為什麼?: 好想知道恐龍們的事! YOYO studio作.插畫; 張之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8911 我的祕密練習本 禾流編輯團隊作; 陳沛奇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6998 包養小情人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001 醉後撲倒酷先生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018 我不是你老婆 貞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087 大神是個天然呆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7094 大神是個天然呆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7100 寶圓今天得道了嗎?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179 詐欺小姐太犯規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186 偷心教練床上見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193 與老闆的祕密情事 菲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4604 葉東舜論文集: 新聞裡的花花世界 葉東舜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禾硯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4

禾馬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2836 兒童物理治療學= Pediatric physical therapy-health promotion,habilitation and rehabilitation廖華芳, 孫世恒, 陳麗秋, 潘懿玲, 程欣儀, 蔡鏞申, 陳佩珊, 王慧儀, 劉文瑜, 康琳茹, 朱彥穎, 羅鴻基, 黃維彬作; 廖華芳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843 運動防護之經營與管理=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thletic trainingJeff G.Konin, Richard Ray作; 李恆儒, 王信民, 陳雅琳, 陳怡汶, 江雅嵐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533 液態之愛= Liquid love 鄭慧華, 羅悅全, 黃郁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3540 聲經絡: 台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聲響文化製圖= Sound meridians: cultural counter-mapping through sound: Taiwan,the Philippines,Singapore and Malaysia鄭慧華, 羅悅全, 黃郁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038 靜靜的池塘 馮岳輝文; 陳瑞成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1678 製造快樂公民: 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 Happycracy: how the science and industry of happiness control our lives艾德加.卡巴納斯(Edgar Cabanas), 伊娃.伊盧茲(Eva Illouz)作; 張穎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685 人性向善論發微: 傅佩榮「人性向善論」之形成、論證與應用傅佩榮, 許詠晴, 曹行, 熊偉均, 楊舒淵, 饒忠恕, 傅琪媗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708 青春: 年齡的文化史= Juvenesce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our age羅伯特.柏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著; 梁永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715 魯米詩篇: 在春天走進果園= The essential rumi 魯米(Rumi)著; 科爾曼.巴克斯(Coleman Barks)英譯; 梁永安中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601760 日本邊陲論= 日本辺境論 內田樹著; 徐雪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777 活的佛陀,活的基督. 2021年版= Living Buddha,living Christ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薛絢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01791 生命的學問12講. 2021年版 王邦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01807 反美學: 後現代論集= The anti-aesthetic 賀爾.福斯特(Hal Foster)主編; 呂健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814 傅佩榮講道德經: 老子思想的現代意義 傅佩榮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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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0420 上班時,別演太多內心戲: 上班上累的心,也需要節能省電。放下那些「不用想的事」,活得粗神經一點吧!井上智介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437 練習有風格: 30個提升身心質感的美好生活提案加藤惠美子著; 楊詠婷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2023 讀公立或私立,父母搖擺不定: 從小學到大學,猶太父母這樣選擇教育,子女一生富足金泰允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2054 只要喜歡上一個人,永遠都是第一次: 傷心也好、愛錯也好,但至少在遇見你之前,我能讓自己足夠美好。Yozuck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4937 寫給年輕人的國文課: 國學經典裡的處世智慧張一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2806 CNC玩創意: 使用BRAVOPRODIGY雕銑機 任陽設計團隊, 許雅婷, 唐詩蓓, 張允柔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7547 閱讀好好玩 洪憶慈編寫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547554 閱讀好好玩 洪憶慈編寫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547561 閱讀好好玩 洪憶慈編寫 平裝 第3冊 2

9789865547578 閱讀好好玩 洪憶慈編寫 平裝 第4冊 2

9789865547585 閱讀好好玩 洪憶慈編寫 平裝 第5冊 2

9789865547592 閱讀好好玩 洪憶慈編寫 平裝 第6冊 2

9789865547707 我的父親: 台灣猴鶴雙形拳宗師 陳啟淦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任陽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方計劃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言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2414 怎麼又回到這裡 坂元裕二作; 陳系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18051 國小精選實用作文 國小作文教研會編著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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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8904 狀元讀經會考經典合編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68959 濟公活佛傳 丁雅霞編著; 張辰瑋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966 一貫真傳之殊勝: 聖訓譯註 廖玉琬譯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952 圖解史丹佛大學的自我改變課: 97%學員認證,輕鬆駕馭意志力(實踐版)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作;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969 輕鬆駕馭意志力(暢銷紀念新版): 史丹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心理素質課= The willpower instinct: how self-control works,why it matters,and what you can do to get more of it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 薛怡心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343990 學習不會背叛你: 首爾大學畢業生最受用的一堂課= 공부란 무엇인가金英敏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4010 康乃爾最經典的思考邏輯課(暢銷典藏版): 避開六大謬誤,資訊時代必備的理性判斷工具湯瑪斯.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作; 林力敏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344027 康乃爾最經典的思考邏輯課(暢銷典藏版): 避開六大謬誤,資訊時代必備的理性判斷工具湯瑪斯.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作; 林力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4041 劉必榮談判精華課: 33年經驗集大成,上過這堂課,視野、思維無限寬廣劉必榮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1119 普通物理實驗 許建文, 李明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71126 溫暖的執著. V: 關於一所可愛學校的導師故事中國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3209 杜明哥自傳 杜明哥著; 宋茂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16 可樂弗鋼琴教本: 課程的導入指引 全音音樂文摘雜誌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587 流行精選= Popular jazz music 張議中, 鄭卉淳, 林鈺婷, 王柔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594 樂易: 小提琴教程 張家禎編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54600 最新鋼琴講座. 1, 鋼琴與鋼琴音樂 邵義強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54617 最新鋼琴講座. 6, 鋼琴技巧的一切 邵義強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54624 鋼琴電影名曲集. 2= Piano screen music. 2 全音編輯部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54631 永恆的音樂家. 6, 馬勒 威納爾作; 李哲洋譯 4版 平裝 1

9789866054648 大作曲家的愛情與婚姻 C.哈登著; 邵義強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6054655 協奏曲欣賞 邵義強編著 6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54662 協奏曲欣賞 邵義強編著 5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54679 傳記小說帕加尼尼 F.華卡著; 林勝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686 大音樂家的生涯 門馬直衛, 等五十人著; 林勝儀譯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54693 大音樂家小故事 武川寬海著; 林道生編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6054709 韋伯傳 萊納特著; 陳鳳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716 青少年音樂入門 村田武雄著; 邵義強譯 八版 平裝 1

9789866054723 意大利的董尼才悌 蔡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行文化

光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音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音音樂文摘雜誌社



9789866054730 管絃樂指揮研究 廖年賦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6054747 歐洲樂團之形成與配器之發展 徐頌仁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54754 德佛札克「新世界」交響曲之研究 廖年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761 總譜閱讀預習 R.O.Morris, Howard Ferguso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778 和聲學 劉志明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54785 鍵盤和聲的喜悅 成田剛著; 盧昭洋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6054792 應用鍵盤和聲學. 上冊 康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054808 應用鍵盤和聲學. 中冊 康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54815 應用鍵盤和聲學. 下冊 康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822 和聲與曲式分析 島岡讓著; 張邦彥譯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6054839 和聲理論與實習. I 池內友次郎, 長谷川良夫, 石桁真禮生, 松本民之助, 島岡讓, 柏木俊夫, 丸田昭三, 小林秀雄, 三善晃, 末吉保雄, 佐藤真著; 張邦彥譯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6054846 和聲理論與實習. II 池內友次郎, 長谷川良夫, 石桁真禮生, 松本民之助, 島岡讓, 柏木俊夫, 丸田昭三, 小林秀雄, 三善晃, 末吉保雄, 佐藤真著; 張邦彥譯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4853 和聲學 張錦鴻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6054860 密集和聲與題庫 陳啟成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054877 為和聲學入門而寫的: I IV V句型和聲學. 上 張統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4884 為和聲學入門而寫的: I IV V句型和聲學. 下 張統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54891 為和聲學入門而寫的: I IV V句型和聲學. 解答篇張統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4907 實用歌曲作法 李永剛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6054914 嚴格對位 劉志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921 對位法 郭克朗著; 許常惠譯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6054938 簡明管弦樂配器法 戈登傑柯著; 康謳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6054945 嚴格對位與自由對位 陳啟成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54952 新曲.聽音的練習. 和弦篇 飯田正紀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969 新曲.聽音的練習. 旋律篇 飯田正紀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976 曲式學 劉志明著 七版 精裝 1

9789866054983 音程視唱進階. 調性篇 呂玲英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054990 音程視唱進階. 非調性篇 呂玲英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5007 基礎聽唱教本 張統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014 音程視唱進階. 等音音程篇 呂玲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021 視唱與聽音: 基礎音樂能力練習 嵐野英彥, 七ッ矢博資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5038 國民小學音樂科演唱教學研究 許雲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5045 巴洛克時代音樂史 劉志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5052 中世紀音樂史 劉志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5069 文藝復興時代音樂史 劉志明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0765083 西洋音樂史與風格 劉志明著 廿一版 精裝 1

9789860765090 民族音樂論集 謝俊逢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65106 日本傳統音樂與藝能 謝俊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5113 西方歌劇史 劉志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65120 台灣音樂史初稿 許常惠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5137 音樂史論述稿=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usic 許常惠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65144 音樂史論述稿. 二, 台灣音樂史初稿補充篇 許常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151 印度傳統音樂之研究 謝俊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168 西洋音樂史 堀內敬三著; 邵義强譯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5175 現代音樂的焦點 潘皇龍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65182 讓我們來欣賞現代音樂 潘皇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5199 盧托斯拉夫斯基二首作品的研究 吳源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205 節奏練習. 基礎與應用篇 鈴木英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0765212 前進的旋律聽音 山縣茂太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229 給兒童的和絃聽音 別宮貞雄編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0765236 給兒童的旋律聽音 別宮貞雄, 入野義朗編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十版 平裝 1

9789860765243 拉威爾/管絃樂曲= Ravel orchestral music L. Davies著; 林勝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5250 德步西/管絃樂曲= Debussy orchestral music D. Cox著; 林勝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5267 前進的和絃聽音 山縣茂太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六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65274 前進的和絃聽音 山縣茂太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65281 前進的和絃聽音 山縣茂太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65298 前進的二聲部聽音 山縣茂太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譯委員會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0765304 音樂之父巴赫 柳瀨高志文.圖; 邵義強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65311 繆司之子莫差特 高橋英郎文; 緒方直圖; 邵義強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5328 堅強的人貝多芬 北畑八穗文; 齊藤壯一圖; 邵義強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65335 歌曲之王舒伯特 庄野英二文; 稻澤美穗子圖; 邵義強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65342 鋼琴詩人蕭邦 立原耶利卡文; 林博圖; 邵義強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65359 圓舞曲之王史特勞士 薩摩忠文; 中西靖典圖; 邵義強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65366 莫差特 歐夸兒著; 李哲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65373 貝多芬 鮑考雷斯科著; 李哲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65380 巴赫 馬塞爾著; 邵義強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65410 協奏曲主題 王沛綸編纂 平裝 1

9789860765427 交響曲淺釋 邵義强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5434 室內樂主題 王沛綸編纂 平裝 1

9789860765441 管弦樂淺釋 邵義強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458 管弦樂淺釋 邵義強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5465 獨奏曲淺釋 邵義強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472 獨奏曲淺釋 邵義強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71138 音樂字典 王沛綸編著 廿七版 其他 1

9789860771152 舒曼鋼琴代表作之研究 陳玉芸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71206 音樂字典= The concise dictionary of music 王沛綸編著 二十七版 精裝 1

9789860771220 舒伯特獨唱歌曲之研究 陳榮光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71244 六十八板箏曲研究 黃好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1251 佛瑞與法國藝術歌曲 周同芳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71275 威爾第歌劇「遊唱詩人」的研究 陳榮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1312 音樂科教材教法 張統星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0771329 樂理練習篇 陳茂萱著 二十八版 精裝 1

9789860771336 舒伯特天鵝之歌演唱、伴奏之詮釋 陳明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1343 威爾第歌劇「弄臣」的研究 陳榮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1350 音樂演奏的實際探討 徐頌仁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71367 彈鋼琴的藝術 彭聖錦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0771374 低音管指法研究 徐家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1381 為幼兒教育設想的實用鍵盤和聲 福島淳, 白兼啓子共著; 盧昭洋譯 七版 平裝 1

9789860771398 讓名曲活起來: 創造思考的音樂欣賞與律動 田淑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1404 樂理實力養成篇(附解答) 坪野春枝編著; 張吉雄校譯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0771411 樂理實力測驗(附解答) 坪野春枝編著; 張吉雄校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71428 貝多芬全部鋼琴作品的正確奏法= Über den richtigen Vortrag der sämtlichen Beethoven'schen Klavierwerke卡爾.徹爾尼(Carl Czerny)著; 張淑懿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71435 小提琴教學文集 黃輔棠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442 小提琴「凱撒」教本的研究 李純仁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1459 現代鋼琴基礎教本 林春和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466 巴赫創意曲研究 陳盧寧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1473 自然的歌唱法 孫清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71480 聖樂綜論 劉志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1497 小提琴演奏之系統理論 陳藍谷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503 音樂基礎理論 方晛燿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510 新訂音樂概論 山縣茂太郎著; 林勝儀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71527 新版基礎樂理 張錦鴻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71534 莫差爾特鋼琴奏鳴曲教學研究 林金滿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71541 樂理理論與實習(附解答) 石桁真礼生, 末吉保雄, 丸田昭三, 飯田隆, 金光威和雄, 飯沼信義共著六版 平裝 1

9789860771558 巴赫<>之研究 駱正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1565 孟德爾頌無言歌鋼琴作品研究 張美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1572 鋼琴演奏的藝術 王潤婷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71589 現代鋼琴踏板技巧 K. U. Schnabel著; 盧昭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596 巴赫復格曲的研究 姚世澤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602 樂理試題集(附解答) 石黑脩三編著; 邵義強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1619 鋼琴教學研究「生理分析、呼吸方法、實用技巧」梁憲怡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626 巴赫二聲部創意曲研究 曾和子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71633 蕭邦練習曲詮釋 梁憲怡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71640 鋼琴講座. 2, 世界的鋼琴教育與鋼琴教本 [全卷執筆者一覽表]著; 邵義強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657 鋼琴講座. 3, 鋼琴初步指導的指引I [全卷執筆者一覽表]著; 邵義強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664 鋼琴講座. 4, 鋼琴初步指導的指引II [全卷執筆者一覽表]著; 邵義強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71671 鋼琴講座. 5, 鋼琴技巧指導法 [全卷執筆者一覽表]著; 邵義強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71688 鋼琴講座. 7, 鋼琴名曲的演奏詮釋I [全卷執筆者一覽表]著; 邵義強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1695 音樂基礎訓練 保羅.亨特米特(Paul Hindmith)著; 李友石, 陳敏庭共譯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1701 鋼琴彈奏的基本原則 J.雷賓著; 陳芳玉譯 平裝 1

9789860771718 彈好鋼琴的秘訣 天池真佐雄著; 邵義强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725 彈奏鋼琴的技巧 井口基成著; 邵義強譯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1732 鋼琴講座. 8, 鋼琴名曲的演奏詮釋II [全卷執筆者一覽表]著; 邵義強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71749 樂學原論 孫清吉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0771756 徹爾尼三十首練習曲之彈奏詮釋 張美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1763 巴赫創意曲分析 劉志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71770 巴爾托克小宇宙分析及彈奏法 董學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787 樂理新訂(附音樂小字典) 黑澤隆朝著; 邵義強譯 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1794 海頓奏鳴曲全集(原典版)= Joseph Haydn complete piano sonatasClementi, 保羅.彌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1800 海頓奏鳴曲全集(原典版)= Joseph Haydn complete piano sonatasClementi, 保羅.彌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1817 海頓奏鳴曲全集(原典版)= Joseph Haydn complete piano sonatasClementi, 保羅.彌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1824 海頓鋼琴曲集(原典版)= Joseph Haydn piano piecesHaydn, 宋雅.基爾拉賀,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831 李斯特 巡禮之年第一年瑞士(原典版)= Liszt années de pèlerinage première année.suisse for the pianoLiszt, 恩斯特.赫特利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848 李斯特 b小調鋼琴奏鳴曲(原典版)= Franz Liszt sonate h-moll.bminor.si mineurLiszt, 恩斯特.赫特利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855 孟德爾頌兒童曲集 作品72號(原典版)= Mendelssohn Bartholdy children's pieces opus72Mendelssohn, 漢斯.奧圖.希克爾,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862 孟德爾頌鋼琴選曲集(原典版)= Mendelssohn bartholdy selected piecesMendelssohn, 埃利克.韋納,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879 孟德爾頌隨想輪迴曲 作品14號(原典版) Mendelssohn, 雪爾維亞.哈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886 莫札特奏鳴曲(原典版)= W.A.Mozart piano sonatasMozart, 恩斯特.赫特利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1893 莫札特奏鳴曲(原典版)= W.A.Mozart piano sonatasMozart, 恩斯特.赫特利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1909 莫札特鋼琴曲集(原典版)= W.A.Mozart piano piecesMozart, B.A.華爾納, 華爾特.蘭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916 莫札特變奏曲(原典版)= W.A.Mozart variations for the pianoforteMozart, 埃瓦德.欽摩曼, 華爾特.蘭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923 孟德爾頌無言歌(原典版)= Mendelssohn Bartholdy songs without wordsMendelssohn, 魯多夫.葉弗斯, 恩斯特.赫特利希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930 舒伯特奏鳴曲(原典版)= Franz Schubert piano sonatasSchubert, 保羅.彌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1947 舒伯特奏鳴曲(原典版)= Franz Schubert piano sonatasSchubert, 保羅.彌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1954 舒伯特奏鳴曲(原典版)= Franz Schubert piano sonatasSchubert, 保羅.彌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1961 舒伯特 即興曲與音樂的瞬間(原典版)= Franz Schubert impromptus monents musicauxSchubert, 華爾特.基瑟金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978 舒伯特 三首鋼琴作品遺作即興曲(原典版)= Franz Schubert drei klavierstückeSchubert, 保羅.彌斯, 華爾特.蘭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985 舒伯特幻想曲 作品15號(原典版)= Franz Schubert fantasia op. 15Schubert, 恩思特.赫特利希,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1992 修曼鋼琴曲集(原典版)= Robert Schumann piano worksSchumann, 奧圖.范.伊爾梅, 華爾特.蘭培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8007 修曼鋼琴曲集(原典版)= Robert Schumann piano worksSchumann, 奧圖.范.伊爾梅, 華爾特.蘭培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8014 修曼 蝴蝶 作品2號(原典版)= Robert Schumann papillons opus2Schumann, 沃爾夫岡.特爾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21 修曼 大衛同盟舞曲 作品6號(原典版)= Robert Schumann davidsbündlertänze opus6Schumann, 沃爾夫岡.包蒂赫,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38 修曼 狂歡節 作品9號(原典版)= Robert Schumann carnaval opus9Schumann, 漢斯.奧圖.希克,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45 修曼 交響練習曲 作品13號(原典版) Schumann, 漢斯.奧圖.希克,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52 修曼 克萊斯勒麗安娜作品16號(原典版) Schumann, 沃爾夫岡.貝蒂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69 修曼 維也納狂歡節 作品26號(原典版)= Robert Schumann faschingsschwank aus wien opus26Schumann, 沃爾夫岡.貝特利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76 菲利普 手指獨立性之練習(合訂本)= I.Philipp exercises for independence of the fingersIsidor Philipp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83 浦羅高菲夫 奏鳴曲集= Prokofieff complete sonatas for the pianoSergey Prokofiev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090 浦羅柯菲夫 為兒童的音樂= Prokofieff musiques d'enfants op. 65Sergey Prokofiev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06 拉赫瑪尼諾夫 鋼琴曲集= Rachmaninoff album for the pianoSergei Rachmaninoff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13 拉赫瑪尼諾夫 十首前奏曲op. 23= Rachmaninoff ten preludes op. 23Sergei Rachmaninoff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20 拉赫瑪尼諾夫 十三首前奏曲op. 32= Rachmaninoff 13 preludes for the piano op.32Sergei Rachmaninoff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37 拉威爾 帕望舞曲= Maurice ravel pavane for the pianoMaurice Rav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44 拉威爾 小奏鳴曲= Maurice ravel sonatine for pianoMaurice Rav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51 拉威爾 噴泉= Maurice ravel jeux d'eau for piano Maurice Rav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68 拉威爾 鏡= Ravel miroirs for the piano Maurice Rav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75 拉威爾 庫普蘭之墓= Maurice Ravel le tombeau de couperin for the pianoMaurice Rav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82 拉威爾 鵝媽媽組曲(四手聯彈)= Ravel ma mère l'oye for piano 4 handsMaurice Rav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199 史密特 預備練習op. 16= Schmitt preparatory exercises for the pianoAloys Schmit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05 史密特 預備練習op. 16(精印版)= Schmitt preparatory exercises for the pianoAloys Schmit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12 舒伯特 鋼琴作品集= Schubert compositions for the pianoFranz Schubert, Th.貝克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29 舒曼 青少年曲集.兒時情景op.68,15= Robert Schumann album for the young and scenes from childhood for the piano op.68,15Robert Schu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36 聖桑 熱情的快板= C.Saint-Saens allegro appassionato op.70 for pianoCamille Saint-Saën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50 史克里亞賓 十首奏鳴曲集= Scriabine ten sonatas for pianoAlexandre Scriabin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67 史克里亞賓 練習曲集op.8,42,65= Scriabine Etudes op.8,42,65 for the pianoAlexandre Scriabin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74 柴可夫斯基 青少年曲集op.39= Peter Tchaikovsky album for the young op.39 for pianoPeter Ilyich Tchaiko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81 柴可夫斯基 四季op.37a= Peter Tchaikovsky the seasons op.37a for pianoPeter Ilyich Tchaiko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298 韋伯 鋼琴奏鳴曲集= Weber sonatas for the pianoCarl Maria Von Web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304 徐頌仁 鋼琴協奏曲= Hsu Sung-Jen konzert für klavier und orchester(1985)徐頌仁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311 中華民族風格器樂曲: 懷念樂詩 康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335 通俗鋼琴彈奏秘訣 岩崎洋著; 蘇若雯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78342 通俗鋼琴彈奏秘訣 岩崎洋著; 蘇若雯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78441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0778458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0778465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0778359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8366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8373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8380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78397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78403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78410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0778427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0778434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鋼琴暢銷曲集= Richard Clayderman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0778472 理查.克萊德曼 精選集= Richard Clayderman Richard Clayderma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8489 古典音樂 禁忌的遊戲= Movie music collection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496 愛的旋律= Melodie of love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502 彈唱流行名曲150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519 保羅.毛利亞 精選鋼琴曲= Paul Mauriat concert Paul Mauria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526 華麗的音響: 保羅.毛利亞.鋼琴幻想曲 Paul Mauria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533 用鋼琴歌唱的愛的曲調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540 鋼琴婚禮曲集= Piano wedding album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557 鋼琴電影名曲集(增訂新版)= Piano screen music[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564 爵士鋼琴教本= Let's play jazz piano: jazz master series佐藤允彥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8571 爵士鋼琴教本= Let's play jazz piano: jazz master series佐藤允彥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8588 巴哈 十二平均律(原典版)= J.S.Bach well-tempered clavichordJ.S.Bach, 奧圖.封.伊爾梅,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8595 巴哈 十二平均律(原典版)= J.S.Bach well-tempered clavichordJ.S.Bach, 奧圖.封.伊爾梅,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8601 巴哈 六首巴蒂達組曲(原典版)= Joh.Seb.Bach six partitasJ.S.Bach, 魯道夫.斯泰格利,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618 巴哈 意大利協奏曲 法國前奏曲 四首二重奏 郭德貝克 郭德堡變奏曲(原典版)= Joh.Seb.Bach Italian concert Franch overture four duets Goldberg variationsJ.S.Bach, 魯道夫.斯泰格利,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625 巴哈 創意曲(原典版)= Inventions,Sinfonia J.S.Bach, 魯道夫.斯泰格利,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632 巴哈 法國組曲(原典版)= Joh.Seb.Bach French suitesJ.S.Bach, 魯道夫.史替格力希,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649 巴哈 英國組曲(原典版)= Joh.Seb.Bach English suitesJ.S.Bach, 魯道夫.斯泰格利,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656 巴哈 小序曲與賦格(原典版)= Joh.Seb.Bach little preludes,fughettasJ.S.Bach, 魯道夫.史替格力希,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663 巴哈 展技曲(原典版)= Joh.Seb.Bach toccatas J.S.Bach, 魯道夫.斯泰格利,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670 貝多芬 奏鳴曲(原典版)= Beethoven piano sonatasBeethoven, B.A.華爾納, 康勒.韓森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8687 貝多芬 奏鳴曲(原典版)= Beethoven piano sonatasBeethoven, B.A.華爾納, 康勒.韓森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8694 貝多芬 鋼琴曲集(原典版)= Beethoven piano worksBeethoven, 奧圖.范.伊爾梅, 華爾特.蘭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00 貝多芬 鋼琴變奏曲全集(原典版)= Beethoven variationsBeethoven, 約瑟夫.史密特-哥特, 華爾特.喬爾基編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8717 貝多芬 鋼琴變奏曲全集(原典版)= Beethoven variationsBeethoven, 約瑟夫.史密特-哥特, 華爾特.喬爾基編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8724 布拉姆斯 奏鳴曲 詼諧曲與敘事曲(原典版)= Joh.Brahms sonatas,scherzo and balladsBrahms, 華爾特.喬爾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31 布拉姆斯 鋼琴曲集(原典版)= Joh.Brahms piano piecesBrahms, 莫妮卡.史蒂曼, 華爾特.喬爾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48 布拉姆斯 華爾滋opus39(原典版)= Joh.Brahms walzer opus39 für Klavier zu zwei HändenBrahms, 華爾特.喬爾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55 布拉姆斯 匈牙利舞曲(原典版)= Joh.Brahms hungarian dancesBrahms, 華爾特.喬爾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62 蕭邦 序曲(原典版)= Chopin preludes 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黑爾曼.科勒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79 蕭邦 練習曲(原典版)= Chopin etudes 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黑爾曼.科勒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86 蕭邦 華爾滋(原典版)= Chopin waltzes 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793 蕭邦 夜曲(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nocturnes 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黑爾曼.科勒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09 蕭邦 波蘭舞曲(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Polonaises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16 蕭邦 即興曲(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impromptus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23 蕭邦 詼諧曲(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scherzos 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30 蕭邦 馬厝卡舞曲(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Mazurkas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47 蕭邦 敘事曲(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ballade 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54 蕭邦 降b小調奏鳴曲(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piano sonata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61 蕭邦 b小調奏鳴曲opus58(原典版)= Frédéric Chopin klaviersonate h-moll.b minor.si mineur opus58Chopin, 埃瓦德.欽摩曼,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78 克萊梅第 第g小調奏鳴曲Opus50 Nr.3被遺棄的狄多: 悲劇一景(原典版)= Muzio Clementi Klaviersonate didone abbandonata scena tragica g-moll.opus50nr.3Clementi, 保羅.彌斯,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85 蕭邦 鋼琴作品集. book 1= Chopin piano works for the piano. book 1Frédéric Chopin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892 蕭邦 鋼琴作品集. book 2= Chopin piano works for the piano. book 2Frédéric Chopin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08 蕭邦 鋼琴作品集. book 3= Chopin piano works for the piano. book 3Frédéric Chopin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15 史卡拉第 奏鳴曲集. book 1= Scarlatti sonaten for the piano. book 1Domenico Scarlatti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22 史卡拉第 奏鳴曲集. book 2= Scarlatti sonaten for the piano. book 2Domenico Scarlatti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39 史卡拉第 奏鳴曲集. book 3= Scarlatti sonaten for the piano. book 3Domenico Scarlatti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46 舒曼 曲集. book 1= Schumann piano works for the piano. book 1Robert Schu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53 舒曼 鋼琴作品集= Schumann piano works for the piano. book 2Robert Schu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60 舒曼 曲集. book 3= Schumann piano works for the piano. book 3Robert Schu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77 舒曼 曲集. 4= Schumann klavierwerke piano works-oeuvres pour piano band. 4Robert Schu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84 舒曼 曲集. 5= Schumann piano works for the piano. book 5Robert Schu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8991 巴赫 小前奏曲與小賦格曲= Bach short preludes and fugues for the pianoJohann Sebastian Bac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01 巴哈 創意曲= Bach two-and three-part inventions for the pianoJohann Sebastian Bach, Ferruccio Buson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18 巴哈 半音階幻想曲與賦格曲等= Bach chromatic fantasy and fugue concerto in the italian style fantasy in c minor prelude and fugue in a minor for the pianoJohann Sebastian Bac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25 巴赫為「安娜.瑪格蕾塔娜」的鋼琴小曲集(中文解說)= Chuan yin music pub.co.Johann Sebastian Bac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32 給兒童的 巴爾托克鋼琴獨奏曲集= Béla bartók for childrenBéla Bartók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83049 給兒童的 巴爾托克鋼琴獨奏曲集= Béla bartók for childrenBéla Bartók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3056 布拉姆斯 五十一首練習曲= Brahms fifty-one exercises for the pianoJohannes Brahm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63 白丁尼 廿四首鋼琴練習曲op. 29= Bertini twenty-four studies for the piano op. 29Henri Bertin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70 白丁尼 二十四首練習曲 練習曲作品二十九之續篇op. 32= Bertini twenty-four studies for the piano op. 32Henri Bertin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87 蕭邦 圓舞曲集= Chopin walzar Frédéric Chop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094 蕭邦 鋼琴名曲集= Chopin klavierwerke Frédéric Chop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00 蕭邦小品集(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minor work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17 蕭邦 前奏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prelude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24 蕭邦 即興曲(巴德.勒斯基版)= Impromptu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31 蕭邦練習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studie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48 蕭邦 敘事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ballade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55 蕭邦 詼諧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scherzo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62 蕭邦 奏鳴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sonata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79 蕭邦 夜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nocturne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86 蕭邦 波蘭舞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Polonaises for the pianoFrede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193 蕭邦 馬厝卡舞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mazurka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23 卡巴賴夫斯基 15首兒童曲集opus 27,book. 1= Dmitri kabalevsky 15 children's pieces opus 27,book. 1Dmitri Kabale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30 白丁尼 二十五首簡易練習曲op.100= Bertini twenty-five easy studies op.100 for the pianoHenri Bertin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47 蕭邦快板協奏曲.變奏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concert allegro variations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54 蕭邦幻想曲.搖藍曲.船歌(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fantasia, berceuse, barcarolle for the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61 蕭邦 圓舞曲(巴德.勒斯基版)= Chopin waltzes for pianoFrédéric Chopin, 巴德.勒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78 蕭邦 十二首練習曲及解析op.10= Chopin 12 studies op.10Frédéric Chopin, 阿佛列.克爾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85 蕭邦 十二首練習曲及解析 作品. 25 Frédéric Chopin, 阿佛列.克爾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292 克拉邁 六十首練習曲= Cramer 60 etudes for the pianoJohann Cramer, Otto Weinreic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08 克萊曼悌 二十九首練習曲= Clementi gradus ad parnassum for pianoMuzio Clement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15 夏布里耶 鋼琴名曲集= Chabrier album for the pianoEmmanuel Chabri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22 德步西鋼琴曲集. 1, 小孩子的天地.第一號 第二號華麗曲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39 德步西鋼琴曲集. 2, 版畫.貝加馬斯克組曲 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46 德步西鋼琴曲集. 3, 映像第一集 映像第二集 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53 德步西鋼琴曲集. 4, 為鋼琴的 快樂島 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60 德步西鋼琴曲集. 5, 前奏曲 第一集 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77 德步西鋼琴曲集. 6, 前奏曲 第二集 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84 德步西鋼琴曲集. 7, 練習曲集 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391 德步西鋼琴曲集. 8, 小品集 Claude Debussy, 安川加壽子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07 佛瑞 六首船歌與五首即興曲= Faure six barcarolles and five impromptus for the pianoGabriel Faur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14 韓德爾 鋼琴組曲vol.(no.1-8)= Handel suites for the piano vol.(no.1-8)George Frideric Handel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21 海爾次 音階與轉調練習曲= Herz collection of studies,scales and passages for piano soloHenri Herz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38 海勒 廿五首曲調練習曲op.45=Heller 25 melodious studies op.45 for the pianoStephen Hell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45 海勒 三十首進階練習曲op.46= Heller 30 progressive studies op.46 for the pianoStephen Hell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52 卡巴賴夫斯基 10首兒童曲集opus 27,book 2= Kabalevsky ten children's pieces opus 27, book 2Dmitri Kabale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69 卡巴烈夫斯基 奏鳴曲no.3,op46= Kabalevsky sonata no.3,op46Dmitri Kabale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76 卡巴烈夫斯基 簡易變奏曲集op.40, 51= Kabalevsky easy variations(toccata) op.40 5 easy variations op.51Dmitri Kabale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83 卡巴烈夫斯基 三十五首簡易小曲集-兒童的冒險op.89= Kabalevsky 35 easy pieces for piano op.89 childrens adventuresDmitri Kabale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490 哈察都量 兒童時代的畫集= Khachaturian pictures of childhoodAram Khachaturi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06 李斯特 匈牙利狂想曲Nr.1-8= Liszt ungarische rhapsodien Nr.1-8 fur klavier zu zwei handenFranz Lisz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13 李斯特 匈牙利狂想曲Nr.9-16= Liszt ungarische rhapsodien Nr.9-16 fur klavier zu zwei handenFranz Lisz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20 李斯特 練習曲= Franz liszt etüden für klavier zu zwei händen teilFranz Liszt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83537 李斯特 練習曲= Franz liszt etüden für klavier zu zwei händen teilFranz Liszt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3544 李斯特 塔朗泰拉舞曲=Franz liszt tarantella for the pianoFranz Lisz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51 李斯特 四首鋼琴曲= Liszt four pieces for the pianoFranz Lisz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68 李斯特(原典版)巡禮之年第二年義大利= Liszt annees de pelerinage deuxieme annee.italie for the pianoFranz Liszt, 恩斯特.赫特利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75 李斯特(原典版)巡禮之年第三年= Liszt annees de pelerinage troisieme annee for the pianoFranz Liszt, 恩斯特.赫特利熙, 漢斯─馬丁.特爾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82 孟德爾頌 無言歌= Mendelssohn songs without words for the pianoFelix Mendelssohn, Constantin von Sternber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599 孟德爾頌 鋼琴作品集. III= Mendelssohn piano work vol.3 for the pianoFelix Mendelssoh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05 莫茲可夫斯基 十五首練習曲op.72= Moszkowski 15 etudes de virtuosite pour piano op.72Moritz Moszkowsk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12 莫茲可夫斯基 鋼琴小練習曲集op.91= Moszkowski twenty little etudes op.91 for the pianoMoritz Moszkowski, I. 飛利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29 莫茲可夫斯基 鋼琴技巧op.97= M.Moszkowski esquisses techniques op.97 for pianoMoritz Moszkowski, I. 飛利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36 莫差特 奏鳴曲集. 1(中文解說)= Mozart sonaten. 1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千歲八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43 莫扎特 十九首鋼琴奏鳴曲集= Mozart nineteen sonatas for the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50 莫差特 幻想.輪旋曲= Mozart fantasias and rondos for the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67 皮史納 鋼琴技巧練習曲 導入書= Pischna pre-technical studies for the pianoJosef Pischn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74 皮史納 鋼琴技巧練習曲= Pischna technical studies for the pianoJosef Pischn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81 卡巴烈夫斯基 小奏鳴曲集op 13= Kabalevsky sonatina,op 13,no.1 and 2.Dmitri Kabale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81 卡巴烈夫斯基 小奏鳴曲集op 13= Kabalevsky sonatina,op 13,no.1 and 2.Dmitri Kabalevsky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698 韓德爾 彌賽亞(英國版)= Handel messiah 韓德爾, Watkins Shaw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04 韓德爾 彌賽亞(美國版)= Handel messiah 韓德爾, 邁克斯.史匹克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11 舒伯特 G大調彌撒= Schubert mass in G major 舒伯特(Schubert)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28 舒伯特200首歌曲集(高音用). 第一冊= Schubert 200 songs (high). 1舒伯特(Schubert)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35 舒伯特200首歌曲集(高音用). 第二冊= Schubert 200 songs (high). 2舒伯特(Schubert)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42 舒伯特200首歌曲集(高音用). 第三冊= Schubert 200 songs (high). 2舒伯特(Schubert)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59 修曼 歌曲. 1= Schumann songs 1 (high) 舒曼(Schumann)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66 威爾第 遊唱詩人= Verdi il trovatore 威爾第(Verdi)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773 快樂兒童鋼琴選集: 鋼琴素描 小野寺昭子作曲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83780 快樂兒童鋼琴選集: 鋼琴素描 小野寺昭子作曲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83797 帕加尼尼 第一號協奏曲 D大調 Op.6= Paganini concerto no.1 for violin and pianoNiccolo Paganini, Carl Flesc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03 帕加尼尼 第二號協奏曲 b小調 OP.7= Paganini concerto no.2 for violin and pianoNiccolo Paganin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10 帕加尼尼 二十四首奇想曲 OP.1= Paganini 24 capricesNiccolo Paganini,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27 羅德 二十四首奇想曲= Rode 24 caprices for violinPierre Rode,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34 羅德 第七號協奏曲 a小調 OP.9= Rode concerto no.7 for violin and pianoPierre Rode, 喬瑟夫.金格, 亨利.韋尼奧夫斯基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41 拉威爾 吉普賽= Ravel Tzigane for violin and pianoMaurice Ravel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58 薩拉沙泰 卡門 op.25= Sarasate Carmen for violin and pianoGeorges Bizet, Pablo de Sarasat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65 聖桑 前奏、輪旋曲、奇想曲 op.28= C.Saint-Saëns introduction and rondo capriccioso for violin and pianoCamille Saint-Saëns, 比才, 范契斯咖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72 聖桑 第三號協奏曲 b小調 op.61= Camille Saint-Saëns concerto no.3 for violin and pianoCamille Saint-Saëns, 范契斯咖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89 賽夫西克 技巧練習曲 op.1 part1 第一把位練習= Ševčik school of violin technicsOtakar Ševčík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896 賽夫西克 移位與音階預備練習曲 op.8= Ševčik shifting the position and preparatory scale-studies for the violinOtakar Ševčík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02 賽夫西克 雙音預備練習 op.9= Ševčik preparatory exercises in double-stopping for the violinOtakar Ševčík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19 賽滋 學生協奏曲第二、五號 op.13,22= Seitz pupil's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Friedrich Seitz, P. 米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26 賽滋 學生協奏曲第一、三、四號 OP.7,12,15= Seitz pupil's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Friedrich Seitz, P.米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33 西貝流士 協奏曲 d小調 op.47=Sibelius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Jean Sibelius, 葛加尼諾夫, 范契斯咖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40 三之位置教本= Etude third position for violin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57 柴可夫斯基 協奏曲 D大調 OP.35= Tchaikovsky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歐斯特拉赫.毛欻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64 魏歐當 第四號協奏曲 d小調 OP.31= Vieuxtemps concerto no.4 for violin and pianoHenri Vieuxtemps,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71 魏歐當 第五號協奏曲 a小調 OP.37= Vieuxtemps concerto no.5 for violin and pianoHenri Vieuxtemps, 范契斯咖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88 韋奧第 第二十二號協奏曲 a小調= Viotti concerto no.22 for violin and pianoGiovan Battista Viotti, 金格, 姚阿幸, 易沙意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3995 韋奧第 第二十三號協奏曲 G大調= Viotti concerto no.23 for violin and pianoGiovan Battista Viotti, J.金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008 韋發第 四季協奏曲 OP.8(春.夏)= Vivaldi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Antonio Vivald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015 台灣民謠鋼琴精華 李奎然編曲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97022 你喜愛的電子琴曲集 蕭寬志編曲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039 你喜愛的電子琴曲集 蕭寬志編曲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046 你喜愛的電子琴曲集 蕭寬志編曲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7053 你喜愛的電子琴曲集 蕭寬志編曲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7060 你喜愛的電子琴曲集 蕭寬志編曲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97077 風琴教本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091 依最新指導法的少年篠崎小提琴教本. 1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107 依最新指導法的少年篠崎小提琴教本. 2.3卷合本(附鋼琴伴奏)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114 依最新指導法的少年篠崎小提琴教本. 4.5卷合本(附鋼琴伴奏)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121 依最新指導法的少年篠崎小提琴教本. 6(附鋼琴伴奏)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138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145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152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7169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7176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伴奏譜)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183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伴奏譜)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190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伴奏譜)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7206 新版篠崎小提琴教本(伴奏譜) 篠崎弘嗣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7213 麥亞.班克小提琴教本(中文解說)= Maia Bang violin methodMaia Bang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220 麥亞.班克小提琴教本(中文解說)= Maia Bang violin methodMaia Bang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244 麥亞.班克小提琴教本(中文解說)= Maia Bang violin methodMaia Bang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7237 麥亞.班克小提琴教本(中文解說)= Maia Bang violin methodMaia Bang編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0797251 最新小提琴教本 兔束龍夫, 篠崎弘嗣, 鷲見三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268 最新小提琴教本 兔束龍夫, 篠崎弘嗣, 鷲見三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275 最新小提琴教本 兔束龍夫, 篠崎弘嗣, 鷲見三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7282 最新小提琴教本 兔束龍夫, 篠崎弘嗣, 鷲見三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7299 最新小提琴教本 兔束龍夫, 篠崎弘嗣, 鷲見三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97305 最新小提琴教本 兔束龍夫, 篠崎弘嗣, 鷲見三郎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97312 現代小提琴教本. 基礎篇 黃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97329 演奏會用小提琴名曲集(附伴奏譜)= Favourite classics for violin[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336 徐頌仁 為小提琴與鋼琴的奏鳴曲= Hsu Sung-Jen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徐頌仁作曲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97343 圖解小提琴教學法(教本+伴奏譜) 徐文雄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97350 圖解小提琴教學法(完全指導秘笈) 徐文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367 巴赫 第一號協奏曲 a小調= Bach concerto no.1 for violin and pianoJohann Sebastian Bach,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374 巴赫 第二號協奏曲 E大調= Bach concerto no.2 for violin and pianoJohann Sebastian Bach,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381 貝多芬 小提琴奏鳴曲集= Beethoven sonatas for violin and pianoLudwig van Beethoven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97398 貝多芬 協奏曲 D大調 OP.61= Beethoven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Ludwig van Beethoven, W.H.伯恩斯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04 白里奧 第九號協奏曲 OP.104= Bériot concerto no.9 for violin and pianoCharles-Auguste de Berio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11 白里奧 芭蕾情景 OP.100= Bèriot scène de ballet for violin and pianoCharles-Auguste de Berio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28 布拉姆斯 協奏曲 D大調 OP.77= Brahms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Johannes Brahms, 范契斯咖悌, 姚阿幸 奧維爾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35 布魯赫 第一號協奏曲 g小調 OP.26= Bruch concerto no.1 for violin and pianoMax Bruch, 范契斯咖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42 柯賴里 12首小提琴奏鳴曲 OP.5. Book.1= Corelli 12 sonatas for violin and pianoArcangelo Corell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59 卡爾.弗列其 音階系統= Carl Flesch scale system for violinCarl Flesch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66 鄧克拉 六首旋律變奏曲 OP.89= Dancla six airs variés for the violinCharles Dancla, 史惟申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73 冬特 二十四首練習曲及奇想曲 OP.35= Dont 24 etudes and caprices for violin soloCharles Dancla, 史惟申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80 冬特 二十四首練習曲 OP.37= Dont 24 exercises for violin soloJacob Dont, 路易士.賽辛斯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497 德弗乍克 小提琴協奏曲 a小調 op.53= Dvorak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Antonin Dvorák, 依凡.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03 德弗乍克 小奏鳴曲 OP.100= Dvořák sonatina for violin and pianoAntonin Dvorák, 喬瑟夫.金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10 佛瑞 奏鳴曲 A大調 OP.13= Fauré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Gabriel Fauré, 柯沙第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27 費奧尼羅 36首練習曲= Fiorillo 36 etudes or caprices for violinFederigo Fiorillo,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34 葛拉祖諾夫 協奏曲 a小調 OP.82= Glazunov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Alexander Glazunov, 歐斯特拉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41 韓德爾 6首奏鳴曲= Handel six sonatas for violin and pianoGeorge Frideric Handel, 貝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58 海頓 第一號協奏曲 C大調= Haydn concerto no.1 for violin and pianoFranz Joseph Haydn, Luigi Tomasini, C.Flesch, W.Scholz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65 海頓 第二號協奏曲 G大調= Haydn concerto no.2 for violin and pianoFranz Joseph Hayd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572 霍曼 小提琴的實用方法= Hohmann practical method for the violinChristian Heinrich Hoh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589 霍曼 小提琴的實用方法= Hohmann practical method for the violinChristian Heinrich Hoh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596 霍曼 小提琴的實用方法= Hohmann practical method for the violinChristian Heinrich Hohmann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7602 弗瑞馬利 音階練習= Hřimaly scale-studies for the violinJan Hřímal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19 哈察都量 協奏曲= Khachaturian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Aram Khachaturi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26 凱撒練習曲 OP.20= Kayser 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 for the violinHeinrich Ernst Kayser, 金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33 克賴斯勒 魔鬼的戰慄= Kreisler the devil's trill for violin and pianoGiuseppe Tartini, Fritz Kreisl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40 克羅采 42首練習曲= Kreutzer 42 studies for the violinRodolphe Kreutzer, 依凡.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57 拉羅 西班牙交響曲 Op.21= Lalo symphonie espagno for violin and pianoÉdouard Lalo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64 馬沙士 特殊練習曲 OP.36. 第一冊= Mazas special studies for the violinJacques Féréol Mazas,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71 馬沙士 旋律與進階練習曲 OP.36. Book2= Mazas melodious and progressive studies for the violinJacques Féréol Mazas,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88 孟德爾頌 協奏曲 e小調 OP.64= Mendelssohn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Felix Mendelssohn, 范契斯咖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695 莫差特 第一號協奏曲 Bb大調 K.207= Mozart concerto no.1 for violin and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01 莫差特 第二號協奏曲 D大調 K.211= Mozart concerto no.2 for violin and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18 莫差特 第三號協奏曲 G大調 K.216= Mozart concerto no.3 for violin and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 齊諾.佛蘭契斯卡帝, 尤金.易沙意, 卡爾.漢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25 莫差特 第四號協奏曲 D大調 K.218= Mozart concerto no.4 for violin and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32 莫差特 第五號協奏曲 A大調 K.219= Mozart concerto no.5 for violin and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姚阿幸, 葛拉米安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49 莫差特 慢板與輪旋曲= Mozart adagio and two rondons for violin and pianoWolfgang Amadeus Moza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56 韋發第 四季協奏曲 OP.8(秋.冬)= Vivaldi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pianoAntonio Vivald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63 韋尼奧夫斯基 第二號協奏曲 d小調 OP.22= Wieniawski concerto no.2 for violin and pianoHenryk Wieniawski, 葛拉米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70 費華 六十首練習曲 op.45= Wohlfahrt etudes for the violinFranz Wohlfahrt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787 中提琴音階教本 李純仁編著 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0797794 費華 六十首中提琴練習曲 op.45= Wohlfahrt 60 etudes for the violaFranz Wohlfahrt, 弗瑞茲.史賓德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00 杜超威 大提琴練習曲= Dotzauer exercises for violonclloFriedrich Dotzauer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817 杜超威 大提琴練習曲= Dotzauer exercises for violonclloFriedrich Dotzauer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824 威納 大提琴實用法 op.12. 第一冊= Werner practical method for violoncelloJoseph Wern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31 柯倫格 技巧練習曲= Klengel technische studien for violoncelloJulius Klengel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48 李 旋律與進階練習曲 op.31= S. Lee melodious and progressive studies for violoncelloSebastian Le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55 Alwin Schroeder 170 foundation studies for violoncello. volume 1= 170首大提琴基礎練習曲. 1Alwin Schroed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62 佛拉門哥吉他獨奏曲 馬利歐.約斯庫迪洛(Mario Escudero)編著; 林勝儀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79 悲傷的禮拜堂: 比森特.哥美斯吉他傑作集 Vicente Gomez編著; 林勝儀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86 長笛教本= Flute method 吉田雅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893 長笛百曲集= Popular flute 100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909 長笛音色的藝術與技巧 馬賽爾.莫易滋(Marcel Moyse)著; 莊清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916 E.庫勒 長笛教本作品33(合訂本)= Ernesto Köhler flute exercisesErnesto Köhl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923 100首長笛練習曲= 100 classical studies for flute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930 精選長笛名曲集(附鋼琴伴奏)= Flute short pieces with piano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7947 精選長笛名曲集(附鋼琴伴奏)= Flute short pieces with piano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7954 精選長笛名曲集(附鋼琴伴奏)= Flute short pieces with piano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7961 精選長笛名曲集(附鋼琴伴奏)= Flute short pieces with piano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7978 精選長笛名曲集(附鋼琴伴奏)= Flute short pieces with piano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97985 長笛名曲集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7992 長笛小品集(長笛譜＋鋼琴伴奏譜)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03008 兒童視唱教本. 1a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15 兒童視唱教本. 1b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22 Solfège des solfèges. volume 1A= 視唱教本. 1A A.Danhauser et Lemoine, Henry Lemoine, G.Carulli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39 Solfège des solfèges. volume 1B= 視唱教本. 1B A.Danhauser et Lemoine, Henry Lemoine, G.Carulli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46 Solfège des solfèges. volume 2A= 視唱教本. 2A A.Danhauser et Lemoine, Henry Lemoine, G.Carulli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53 Solfège des solfèges. volume 2B= 視唱教本. 2B A.Danhauser et Lemoine, Henry Lemoine, G.Carulli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60 Solfège des solfèges. volume 3A= 視唱教本. 3A A.Danhauser et Lemoine, Henry Lemoine, G.Carulli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77 Solfège des solfèges. volume 3B= 視唱教本. 3B A.Danhauser et Lemoine, Henry Lemoine, G.Carulli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84 Solfège des solfèges. volume 4A= 視唱教本. 4A A.Danhauser et Lemoine, Henry Lemoine, G.Carulli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091 孔空奈五十曲(高音用)= Concone 50 lessons Op.9 high voiceG.Concone, R.HATANAKA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07 孔空奈五十曲(中音用)= Concone 50 lessons Op.9 medium voiceG.Concone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14 孔空奈二十五曲(中音用)= Concone 25lessons Op.10 medium voiceG.Concone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21 節奏的視唱練習= Rhythmical articulation 巴斯瓜.波納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部]譯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38 音程教本全曲= Chorübungen Franz Wullner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45 Panofka Op.85 twenty-four progresive vocalises H.Panofka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52 西伯 三十六首八小節發聲練習曲= Sieber thirty-six eight-measure vocalises for mezzo-soprano西伯(Sieb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69 Vaccai practical method for high soprano= 華蓋 實用義大利發聲法華蓋(Vaccai)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76 溫柔裝飾小夜曲: 曾獻博士藝術歌曲專輯 曾獻曲; 徐志摩, 朱湘, 鄧禹平, 徐訏等作詞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83 天地一沙鷗: 聯篇混聲合唱曲 何志浩作詞; 梁明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190 世界名歌110曲集= Album of 110 famous songs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03206 世界名歌110曲集= Album of 110 famous songs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03213 意大利歌曲集 高音用= Antologia dei canti d'Italiani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03220 意大利歌曲集 高音用= Antologia dei canti d'Italiani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03237 意大利歌曲集 中音用= Antologia dei canti d'Italiani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03244 意大利歌曲集 中音用= Antologia dei canti d'Italiani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03251 詠嘆調名曲集 女高音= Aria-album soprano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03268 詠嘆調名曲集 女高音= Aria-album soprano [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03275 J.S.Bach 371 vierstimmige choralgesänge= 巴哈371聖詠巴哈(J.S.BACH)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282 Beethoven missa solemnis= 貝多芬 莊嚴彌撒曲 貝多芬(BEETHOVEN)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299 白遼士 頌歌= Berlioz te deum OP.22 白遼士(BERLIOZ)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05 貝里尼藝術歌曲集= Vincenzo Bellini 15 composizioni da camera per canto e pianoforte貝里尼編, 周同芳譯 七版 平裝 1

9786267003312 布拉姆斯70首歌曲集= Brahms 70 songs (high) 布拉姆斯(Brahms)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29 比才 卡門= Bizet carmen 比才(Bizet)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36 佛瑞藝術歌曲集= Gabriel Fauré 35 mélodies pour chant et piano佛瑞編著, 周同芳譯 四版 平裝 1

9786267003343 佛瑞 安魂曲= Fauré requiem 佛瑞(Fauré)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50 海頓 創世紀= Haydn die schöpfung 海頓(Haydn)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67 威爾第 茶花女= Verdi la traviata 威爾第(Verdi)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74 莫札特 費加洛婚禮= Mozart le nozze di Figaro 莫札特(Mozart)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81 孟德爾頌 以利亞= Mendelssohn elijah 孟德爾頌(Mendelssohn)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398 莫差特 歌曲集= Mozart lieder 莫札特(Mozart)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404 莫差特 安魂曲= Mozart requiem 莫札特(Mozart)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411 普契尼 蝴蝶夫人= Puccini madama butterfly 普契尼(Puccini)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428 直笛小精靈 林華芝編著 七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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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9444 全國兒童樂園(基礎版). vol 11, 我不亂發脾氣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9451 全國兒童樂園(基礎版). vol 12, 愛惜東西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9468 全國兒童樂園(基礎版). vol 13, 我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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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36402 食物學. II 朱碧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4016 升科大四技: 數學C總複習講義 陳重銘, 陳映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4023 升科大四技: 數學A總複習講義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4030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講義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4047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4078 休閒旅遊概論 顏建賢, 周玉娥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4214 室內裝修工程實務(乙級學術科) 徐炳欽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4221 女子美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精解 呂美煥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4238 升科大四技: 餐旅服務 吳宜真, 張涵茹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4252 化學程序工業 薛人瑋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4269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一考前急救包 曾清旗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4368 工程數學 張元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4375 學AI真簡單. I, 初探機器學習 AI4kid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382 學AI真簡單. II, 動手做深度學習 AI4kid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405 應用電子學 楊善國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34597 時尚整體造型彩妝畫= Fashion illustration-styling & makeup連世婉(連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4627 Esports全攻略. I, 電子競技面面觀 李珈慧, 周奕傑, 柯光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634 Esports全攻略. II, 電競企劃師養成術 李珈慧, 周奕傑, 柯光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788 C++程式語言教學範本 蔡明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4658 Office 2019學習手冊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4801 丙級烘焙食品學術科速成攻略: 麵包項、西點蛋糕項、餅乾項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832 網路概論 黃謝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849 Autodesk Inventor 2020特訓教材. 基礎篇 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4863 SOLIDWORKS 2020基礎範例應用 許中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4887 無線通信之射頻被動電路設計 張盛富, 戴明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4948 一行指令學Python: 用機器學習掌握人工智慧 徐聖訓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4962 工作研究 鄭榮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4993 LabVIEW程式設計與應用 惠汝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020 Mastercam 3D繪圖與加工教學手冊 鍾華玉, 李財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5037 感測器應用實務(使用LabVIEW) 陳瓊興, 歐陽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044 物理化學. II, 量子力學 黃定加, 黃玲媛, 黃玲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082 文本探勘: 小技術 大應用 許健將, 劉福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5129 雷射原理與應用 林三寶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5143 導覽解說理論與實務 蔡豐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167 遊戲式運算思維學Python程式設計 張隆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174 Dreamweaver網頁設計輕鬆入門: Dreamweaver CC 2020謝碧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5181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徐茂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242 Raspberry Pi物聯網應用(Python) 王玉樹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5259 數控技術 林聰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5280 物理 葉泳蘭, 鄭仰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334 機器學習入門: R語言 徐偉智,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經濟發展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389 自動控制 汪永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5396 國際財務管理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426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盧美枝, 林台生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5464 微積分 蕭福照, 何姿瑩, 魏妙旭, 洪秀珍, 楊惠娟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035488 資訊管理概論 陳瑞順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5518 中餐烹調. IV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5525 餐飲採購概要. II 楊美霜, 朱孟玲, 王美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5563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解題祕笈 李俊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5662 食物學. II, Principles of food II 朱碧貞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46

送存冊數共計：503

全國文化



9789865035716 生活科技 余鑑, 上官百祥, 簡佑宏, 陳勇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5730 丙級烘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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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35761 LabVIEW與感測電路應用 陳瓊興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35846 工程經濟學與決策程序(精要版) Joseph C. Hartman原著; 鄭純媛, 曾兆堂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5877 商事法 吳威志, 李岳牧, 王俊人, 嚴奇均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5907 創業管理: 微型創業與營運實務 魯明德, 陳秀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6331 3D列印: 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 鄭正元, 江卓培, 林宗翰, 林榮信, 蘇威年, 汪家昌, 蔡明忠, 賴維祥, 鄭逸琳, 洪基彬, 鄭中緯, 宋宜駿, 陳怡文, 賴信吉, 吳貞興, 許郁淞, 陳宇恩編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6492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指導手冊 張秋蘭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036508 透析教學講義: 高中生物(全) 陳逸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515 透析教學講義: 高中地球科學(全) 江玉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577 高中數學. (二), iStudy教學講義 錢寶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591 高中數學. (二), iFun學課堂講義 蔡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614 可程式控制器PLC(含機電整合實務) 石文傑, 林家名, 江宗霖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036638 計算機概論: 科技新世界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6645 計算機概論: 資訊素養大補帖 趙坤茂, 張雅惠, 黃俊穎, 黃寶萱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6669 電機機械 胡阿火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6652 寫,在動畫製作之前: 動畫短片劇本寫作= Scripting,before making animations魏嘉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677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 專二2in1超複習(2022最新版)凌銘(林彥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80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設計基礎解題大全. 2022最新版蕭嘉銘編著 平裝 1

9789865036829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戰講義(附解答本). 2022最新版曾清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836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 2022最新版林怡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843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 專一色彩原理超複習. 2022最新版李崇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93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 專一造形原理超複習. 2022最新版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6966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統測任意門: 專一3in1超複習. 2022最新版曾清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017 經濟學 許可達, 李見發, 戴錦周, 陳更生, 嚴宗銘, 陳俊宏編著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7024 電子商務速覽 周國達, 賴欽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031 電子貨架的技術: 現代的物料管理 周國達, 賴欽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116 初級會計學 李欣怡, 陳佳煇, 林鳳儀, 王偉權, 余奕旻, 王麗幸, 高孟君, 潘昭儀編著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7178 升科大四技數位科技應用總複習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468 文化創意: 產業、就業與創業 張耀文, 張榕茜, 李秉儒, 張智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7512 電機機械實習 卓胡誼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7529 數位金融與金融科技 李顯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7611 升科大四技: 國文重點王. 2022最新版 全華評量中心作 平裝 1

9789865037659 低壓工業配線實習 黃盛豐, 楊慶祥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7703 升科大四技: 會計學滿分王總複習講義. 2022最新版陳文欽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3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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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37789 機械製造 簡文通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7802 冷凍空調概論(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李居芳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037819 單晶片微電腦8051/8951原理與應用 蔡朝洋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5038014 專題實作: 餐旅、觀光= Project practic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林靜仙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8021 IC封裝製程與CAE應用 鍾文仁, 陳佑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8106 精密量測 張郭益, 許全守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8144 C語言程式設計與應用 陳會安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38168 輕鬆學Google雲端應用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8175 C語言程式設計: 入門與實務演練 吳卓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38335 家政概論 張文軫, 張嘉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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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8397 數控工具機 陳進郎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8441 升科大四技: 飲料實務 張朠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8496 餐飲安全與衛生= Foodservice safety and sanitation朱碧貞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5038519 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閻寶蓉(Amy Yen)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5038625 色彩原論 林昆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8632 航空客運與票務 鄭章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38649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鄧富源, 張弘智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038663 葡萄酒侍酒師 洪昌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8670 程式設計與生活: 使用C語言 邏輯林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38694 會計概論 黃麗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038700 金融市場 李顯儀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8748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專一考前急救包. 2022最新版陳慧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8762 升科大四技: 多媒材創作實務. 2022最新版 沈昭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8786 升科大四技-經濟學滿分王總複習講義. 2022最新版傅斯理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38823 專利實務論= Patent practice 冷耀世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038830 男子理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寶典. 2022最新版鍾俊德, 李源林, 李美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8847 空調設備 蕭明哲, 沈志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38861 LabVIEW程式設計(含LabVIEW NXG軟體操作)陳瓊興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8908 丙級烘焙食品學術科速成攻略: 麵包項、西點蛋糕項、餅乾項甘甲烘焙研究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38939 丙級烘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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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38946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 2022最新版 陳慧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8953 升科大四技-家庭教育. 2022最新版 陳慧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9004 多媒材髮片藝術設計創作 蔡伊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39028 工業工程與管理 鄭榮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039073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蔡俊良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039271 電子學實驗. 上 陳瓊興編著 十版 其他 1

9789865039295 生活科技 余鑑, 上官百祥, 簡佑宏, 陳勇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39356 初級會計學 李欣怡, 陳佳煇, 林鳳儀, 王偉權, 余奕旻, 王麗幸, 高孟君, 潘昭儀編著六版 其他 1

9789865039363 財務管理 李顯儀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39370 經濟學 戴錦周, 陳更生, 陳俊宏, 嚴宗銘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5039394 機械製造 林英明, 卓漢明, 林彥伶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5039417 升科大四技-經濟學滿分王總複習講義. 2022最新版傅斯理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39912 廣告海報創意概念想像力與概念結合應用之研究蔡奇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80106 色彩原論 林昆範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3280229 數位視覺與設計足跡 蔡奇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1949 刑法分則精義與測驗 林培仁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41956 刑法分則精義與測驗 林培仁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841963 實用偵查法學 林培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8496 百問中國 你所不知道的強國假面與真相 王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504 要得公道,打個顛倒: 中國民族問題與民主轉型胡平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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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1627 自然生活記趣: 台灣蜥蜴特輯= Nature.travel.life凃昭安, 江志緯, 曾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0408 罐療法 劉吉豐, 張玉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8807 CSR in Taiwan: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mpactauthor Chao,Chung-Chieh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915 奇夢商店街. 肆, 聯合出擊 闇夜星河著 其他 1

9789867360922 奇夢商店街. 參, 期間限定 闇夜星河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2

送存冊數共計：132

全鴻印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斐納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庭國際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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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1415 夏日動物園: 微笑的獸 翁明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422 境外形色= Beyond limitations 徐睿甫, 蕭宇倢, 袁瑢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3766 感染管制訓練手冊 吳麗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3780 醫事檢驗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年 張惠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797 皮膚美容醫學 何黎, 劉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03 學習3D立體透視胸部X光技巧: 精進你的判讀能力= 胸部X線写真ベスト.テクニック 肺を立体でみる吳蓉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10 國際學會發表與英語論文寫作成功秘訣: 以心臟內科範例實戰教學= 百戦錬磨のインターベンション医が教える国際学会発表.英語論文作成 成功の秘訣村松俊哉原著; 唐瓊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27 圖解心臟超音波: 成人超音波準則= Echocardiography illustrated: adult echo protocolBernard E. Bulwer原著; 洪崇烈, 宋國慈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34 急診室住院醫師手冊 堀進悟監修; 佐々木淳一編集; 張凱鈞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83841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0年: 基礎醫學 楊俊臻, 吳承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58 災難醫學: 日本DMAT基本教材= DMAT標準テキスト一般社団法人日本集団災害医学会監修; 呂美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65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0年: 臨床醫學 吳秉仲, 吳柏毅, 歐弦哲, 賴昱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72 圖解急診護理快速學習 Natalie Holbery, Paul Newcombe原著; 廖彥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889 彩色圖解眼部醫美手術指引= Illustrated guide to eyelid and periorbital surgeryAlina Fratila, Alina Zubcov-Iwantscheff, William P. Coleman原著; 王思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3919 牙體技術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年 張稚蕙, 沈志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926 應用治療學手冊=Handbook of applied therapeuticsBurgunda Sweet, Brian K. Alldredge, Robin L. Corelli, Michael E. Ernst, B. Joseph Guglielmo, Pamala A. Jacobson, Wayne A. Kradjan, Bradley R. Williams原著; 李宗翰, 紀威佑, 賴柏達, 顏宏宇, 嚴珮嘉譯九版 平裝 1

9789863683933 零缺點的全口義齒製作: 學習讓患者感到滿意的實作技巧= 総義歯づくり すいすいマスター 総義歯患者の「何ともない」を求めて 時代は患者満足度堤嵩詞, 平岡秀樹原著; 燕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957 醫師必讀的實務鐵則: 診療要點與顛覆醫學迷思= Essential medical facts every clinician should know: to prevent medical errors,pass board examinations and provide informed patient careRober B. Taylor原著; 施子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3971 耳鼻喉科症候羣要覽 楊怡祥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3988 家庭醫學講座 謝瀛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3995 病理學圖譜 莊壽洺, 黃世鴻, 謝宏忠, 陳志榮, 吳木榮合編 精裝 1

9789863684008 神經內科學: 臨床症狀和病變部位的探討 何康隆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84015 神經耳科學手冊 楊怡和, 楊蓮生編著 精裝 1

9789863684022 彩色血液學圖譜 郭啓昭, 周真玲編著 精裝 1

9789863684039 鼻咽癌在EB病毒自然史 楊喜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046 臨床皮膚科學 范如霖著 二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3684053 臨床神經耳科學 楊怡祥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4060 簡明耳鼻喉科學 張昭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84077 簡明神經耳科學 楊怡祥編著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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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9341 彩繪靜心胡娜庫許願本 陳盈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39358 聲音的力量: 喚醒聽覺,讓聽覺進化,與好聲音共振陳宏遠(傑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9396 摩訶婆羅多的故事(完整圖文故事版): 印度神話學家帶你讀懂經典史詩德杜特.帕塔納克(Devdutt Pattanaik)著; 余淑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4900 金剛經會意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924 論語之子罕篇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948 論語之鄉黨篇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955 論語之先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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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9308 爸,你才不懂咧-陪孩子寫字 邵正宏朗讀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好好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合記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5226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選集. 2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 何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233 野球.人生 曾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240 芙蘭納莉.歐康納短篇小說選集=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Flannery O'Connor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著;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257 好妻子(小婦人續集)= Good wives 露易莎.梅.艾考特(Louisa May Alcott)著; 劉珮芳, 賴怡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264 一本就懂台灣史 王御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5271 度心術 李義府著; 曾珮琦譯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288 傲慢與偏見(經典插圖版)= Pride and prejudice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劉珮芳, 鄧盛銘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5295 芥川龍之介: 羅生門等16篇小說選 芥川龍之介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301 失樂園(新裝珍藏版) 米爾頓原著; 劉怡君改寫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5318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集 歐亨利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6005 我心裡住著一隻刺蝟: 看懂你的人生劇本與內在防衛機制,療癒各種人際傷陳子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6012 看穿雇用潛規則,立刻找到好工作: 管理30國薪資的外商人資揭密,好福利、好前途、好老闆的工作這樣找職來直往Miss莫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6050 失控的不是血糖,是你的飲食: 講糖教你這樣吃,血糖穩定不飆升林冠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6074 親愛的,妳還可以是妳自己: 許書華醫師陪妳聊那些童話故事後的未完待續許書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6081 ：親愛的,妳還可以是妳自己: 許書華醫師陪妳聊那些童話故事後的未完待續許書華作 其他 1

9789861366104 想要脫窮,先買張股票吧!: 三度谷底翻身的上班族給厭世代兒子的低薪致富投資法獨言(DokG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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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8985 日本第一植物療法師的天然藥方: 40種常見食材、100種香藥草、精油,解決你70種日常健康需求= 自然ぐすり: 植物や食べものの手当てでからだとこころの不調をととのえる森田敦子著; 黃姿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992 現代貨幣理論: 未來世界經濟的思考模式 藍德爾.雷(L. Randall Wray)著; 張慧玉, 王佳楠, 馬爽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5022 不敗的智慧: 孫子兵法讓你當個好人也不會輸!長尾一洋著; 黃瑋瑋譯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45060 為什麼我總是不能勇敢做自己: 相信自己的價值,遠離不自覺的弱者行為,你會比昨天更強大偉恩.戴爾(Wayne W. Dyer)著; 葛窈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5107 你吃椰子油的方法80%都是錯的!: 百萬人都在吃椰子油,但你吃的方法是對的嗎?一天就有感,兩週就見效,最簡單易做的正確吃油法白澤卓二著; 陳光棻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956 該校新生一名: 新竹縣立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破繭而出的那段歲月王紹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963 疫後健康管理 顏雅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4200 探索神聖知識的旅程. 上: 從未失落的光明 朵洛莉絲.侃南(Dolores Cannon)著; Stephan, 裴娣書, 張志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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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7282 小創客輕鬆玩: micro:bit V2基礎教案 宇宙機器人教案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9637299 小創客輕鬆玩: micro:bit 宇宙機器人教案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6269533107 micro:bit麥昆小車隨意GO 呂聰賢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335 宇宙織錦雜誌. 04, 人智醫學特輯III: 力量之泉= Cosmosweaving journal of anthroposophy. 04, Anthroposophic medicine III: Source of the developmental forces[宇宙織錦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3359 邁向未來的教育: 學校是健康發展的所在: 從日托中心、幼兒園、小學、到國高中,以華德福教育的經驗與觀點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 Kita,Kindergarten und Schule als Orte gesunder Entwicklung: Erfahrungen und Perspektiven aus der Waldorfpädagogik für die Erziehung im 21.Jahrhundert米凱拉.葛羅克(Michaela Glöckler)著; 林琦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63043 大歲月: 臺灣政治經濟500年 彭百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203 細說巫的古與今 李生辰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宇宙織錦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字裡行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河文化



9789864563210 彭百顯的回歸: 921啟示錄 彭百顯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414 靜和樂 廖鴻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712 安平迎媽祖上香山 吳明勳, 周翎甄撰文; 臺南市立石門國民小學師生繪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5346 台湾投資ガイド EY台湾ジャパン.ビジネス.サビース編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05353 台灣投資指南 EY Taiwan Japanese business service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2026 大卷伸嗣 存在の細語= Shinji Ohmaki Rustle of Existsnce大卷伸嗣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756 永續金融大不同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79763 以家族之名: 家族與企業的永續之道 陳振乾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558 臺灣環境工程教育發展史 張祖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5602 美哉勝利: 美援時期省立成功大學勝利校區宿舍群與總圖書館建設歷程蔡侑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2912 放下人設,人生別急著找答案: 迎接人生下半場的50道練習題= So long: the halftime of my life黃俊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2929 搞砸無畏: 失敗中創造改變的30個處方= Dare to fall: 30 tips towards success黃國峯, impact Hub Taipe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2936 主席先生: 聯準會前主席保羅.伏克爾回憶錄= Keeping at it: the quest for sound money and good government保羅.伏克爾(Paul A. Volcker), 克莉斯汀.哈珀(Christine Harper)著; 卓妙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2943 夢蝶全集 周夢蝶作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932950 夢蝶全集 周夢蝶作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932967 兩個餌只釣一條魚: 許文龍經典人生語錄 林佳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2974 以太奇襲: 一位19歲天才,一場數位與金融革命= The infinite machine: how an army of crypto-hackers is building the next internet with Ethereum卡蜜拉.盧索(Camila Russo)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3728 不匹配的婚姻= Mismatched marriage. 冷笑對刀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33735 不匹配的婚姻= Mismatched marriage. 冷笑對刀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33742 不配= Unworthy 兔大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933759 不配= Unworthy 兔大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33766 八部半 水中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3780 月下西江 LittleSweet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3797 誰說Omega就不能A爆了 青梅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02708 誰說Omega就不能A爆了 青梅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02715 誰說Omega就不能A爆了 青梅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02760 情予温寒 欲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02777 情予温寒 欲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02784 悬空 奶口卡[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侯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平開臺天后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安可印藝整合行銷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旭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早安財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8621 打從心底= コッコロから 佐野洋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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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2178 還我本色: 陳昱瑞的顱顏外科40年與12篇顱顏天使的故事陳昱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8505 有無堂珍藏集. 二, 格古論今玉器篇 蔡志明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786 超成功鋼琴教室法則大全: 創業起飛七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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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970853 新文法練習= Grammar practice May Hwang主編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0923 賞讀書信. 一, 古典詩詞花園: 唐至清代繁花盛開一一五首夏玉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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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5980 精準藥學= Precision pharmaceutics 李英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5632 跨域&創新設計. 2021: 文化x創意x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ulture.Creativity.Design 2021簡紹琦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218 神山清子柴燒陶藝展. 二0二一: 台日情緣 神山清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36250 老子辛說 辛意雲主講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150 地理陽宅實策 和生堂編著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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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堂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2

有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百昌生物醫藥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朵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風彩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科廣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5118 吱吱嘎嘎猜拳大對決 大森裕子文.圖; 陳瀅如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0645132 最後一匹狼 蜜妮.葛瑞(Mini Grey)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5149 席薇亞的書店 羅伯特.博利格(Robert Burleigh)文; 吳菁蓁(Katy Wu)圖; 游珮芸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7192 歌羅西書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作; 葉靜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599 南懷瑾講述: 修定、學佛與人生 南懷瑾述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9605 歷史的經驗 南懷瑾講述; 蔡策記錄 臺灣二版十四刷 平裝 1

9789866059612 禪海蠡測 南懷瑾著 臺灣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6101 Fairy tale calendar. 2022 耳羽工作室作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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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3137 散步學入門: 城市魅力大搜查= 歩いて読みとく地域デザイン: 普通のまちの見方.活かし方山納洋作; 曾鈺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3168 觀看權力的方式: 改變社會的21世紀藝術行動指南納托.湯普森(Nato Thompson)著; 周佳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3175 色彩手帳: 給都市設計師、生活美學家的100個色彩秘訣= 色彩の手帳 建築.都市の色を考える100のヒント加藤幸枝著; 朱顯正, 賴庭筠,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3182 手繪地圖畫起來! 川村行治, 赤津直紀, 跡部徹, 大内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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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3365 梁湘潤先生紀念文集 梁翰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1404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21= Taiwan real estate almanac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編著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7600 成分迷思: 正確解讀健康新聞的10堂通識課= Ingredients: the strange chemistry of what we put in us and on us喬治.翟登(George Zaidan)著; 甘錫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7243 手繪圖解.台灣史 李光欣著; 謝琬婷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87267 漢字方舟 張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7274 台灣神鬼實錄: 流傳400年的民間怪談,收錄東南西北神鬼故事、鬼怪地圖、魔神仔插圖胡說齋主人作; 黃健和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米迦勒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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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耳羽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立三口組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963 蘭陽飲食文學食單 蕭麗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5749 人間佛教行者: 星雲大師 滿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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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5923 Studi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IV: human life= 人間佛教研究論文選co-editor Venerable Miao Guang, Venerable Juewei 平裝 2

9789574575930 奮起飛揚在人間 慧傳法師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4575947 奮起飛揚在人間 慧傳法師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4575954 奮起飛揚在人間 慧傳法師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575954 奮起飛揚在人間 慧傳法師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575961 Buddha-Dharma: pure and simple. 4= 佛法真義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English translation Venerable Zhi Tong, Venerable Zhi Yao, Venerable Zhi Nian1st ed. 平裝 2

9789574575978 人間淨土與田園城市= Humanistic pure land and garden cities如常法師, 楊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5978 人間淨土與田園城市= Humanistic pure land and garden cities如常法師, 楊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5992 人間淨土與田園城市 如常法師, 楊威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576005 奮起飛揚在人間 慧傳法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576029 佛教禪定學 陳兵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4576043 佛教禪定學 陳兵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4576036 佛教禪定學 陳兵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4576067 삶의 여행자를 위한 365日: 중국문학과 불교고전에서 배우는 지혜= 獻給旅行者365日: 中華文化佛教寶典蔡孟樺主編 一版 精裝 1

9789574576081 靠岸 陳芸英, 陳葚慈, 陳翠婷, 蔡適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6098 上岸 無花, 何郁青, 林宜蓁, 林念慈, 花頭貓, 張郁國, 林佾靜, 馬紅綾, 黃慧, 蔡仲恕, 王貞君, 陳昱良, 王雅芬, 徐麗娟, 陳錦雲, 陳永信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6104 彼岸 懋透影, 無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310 小妹禪: 閒餘禪話 任小子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47327 靜坐數息法要, 六妙法門, 台宗二十五方便輯要釋智海, 智者大師, 寶靜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347358 淨土教義法要 寶嚴集義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78737 Sing and speak musical stories: the three little pigs & Cinderella and the handsome princewriter Gail Bennett; illustrator Tim Wu 精裝 1

9789574778744 Fun world student book. 4 陳昭玲,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78805 拼音列車系列: 拼拼書 田美玲文; 漢斯插畫, 徐嘉萍圖 再版 精裝 1

9789574779321 Super fun(student book) 朱育瑩, 陳昭玲, 張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9338 Super fun(workbook) 陳昭玲等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9581 Ikids. level 1: first day at school written by Eric C. Yang; illustrated by Yen-Chen Hou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598 Ikids. level 1: a card for mom written by Eric C. Yang; illustrated by Anny Wa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04 Ikids. level 1: Max,the pet detective written by Eric C. Yang; illustrated by Hank,Jacky Su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11 Ikids. level 1: colors of the rainforest written by Eric C. Yang;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28 Ikids. level 1: the little seed written by Eric C. Yang; illustrated by Dafish Chen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35 Ikids. level 1: the circus written by Rebecca Cooley;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42 Ikids. level 1: Jack's toys written by Eric C. Yang;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59 Ikids. level 1: the animal house written by Rebecca Cooley;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66 Ikids. level 1: casey,the hungry gorilla written by Eric C. Yang; illustrated by Anny Wa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73 Ikids. level 1: shopping at the night market written by Rebecca Cooley;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80 Ikids. level 2: a little helper written by Vicki Huang; illustrated by Anny Wa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697 Ikids. level 2: Jenny's dream job written by Gerry Du Plessis;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03 Ikids. level 2: Danny's family written by Jessie Shao;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10 Ikids. level 2: who took the eggs? written by Winnie Huang;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27 Ikids. level 2: a class trip to earth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illustrated by Jacky Su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34 Ikids. level 2: Starr's house written by Jennifer Chee;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41 ikids. level 2: where's Teddy?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illustrated by Lily Shih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58 ikids. level 2: what can animals do? written by Winnie Huang, Jessie Shao;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65 Ikids. level 2: handy hands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illustrated by Eumi Reprint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1

佛法實修促進會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9789574779772 Ikids. level 2: the farm written by Wesley Kyle Jorda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89 Ikids. level 3: the queen's part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796 Ikids. level 3: the Saturday picnic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02 Ikids. level 3: Amy and Hannah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umi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19 Ikids. level 3: a rainy da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Toro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26 Ikids. level 3: the thirsty magpies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33 Ikids. level 3: the collectors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40 Ikids. level 3: super Santa written by Jessie Shao;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57 Ikids. level 3: busy,busy,bus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Gina Lee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64 Ikids. level 3: princess Lucy's schedule written by Jessie Shao;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71 Ikids. level 3: The Smiths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Yen-Chen Hou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888 New ikids. level 3: the queen's part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895 New ikids. level 3: the saturday picnic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01 New ikids. level 3: Amy and Hannah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umi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18 New ikids. level 3: a rainy da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Toro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25 New ikids. level 3: the thirsty magpies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32 New ikids. level 3: the collectors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49 New ikids. level 3: super santa written by Jessie Shao,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Jacky Su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56 New ikids. level 3: busy,busy,bus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Gina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63 New ikids. level 3: princess Lucy's schedule written by Jessie Shao,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70 New ikids. level 3: the Smiths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Yen-Chen Hou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9987 Ikids. level 4: snap! written by Dawnine k. Clews; illustrated by Art-toneReprinted 平裝 1

9789574779994 Ikids. level 4: a trip to the zoo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Gina Lee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06 Ikids. level 4: at the Ｇiants' house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13 Ikids. level 4: Jenny's friend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20 Ikids. level 4: hans and greta written by Gerry Du Plessis; illustrated by Dafish Chen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37 Ikids. level 4: Ｍack's special Sunday written by Susan Lee; illustrated by Bart Cha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44 Ikids. level 4: moon park written by Gerry Du Plessis;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51 Ikids. level 4: Joey visits the cit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68 Ikids. level 4: mean,mean Tommy written by Keith Beckett; illustrated by Eumi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75 Ikids. level 4: a play for children's day written by Olanda Lin; illustrated by Yen-Chen Hou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082 Go magic!. 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46099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4: Pat and Dan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Eng, Mi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05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4: a big red egg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Jason Hua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12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4: Jim and his pig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Nan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29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4: up on top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Eng, Mi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36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4: Fun in the sun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Eng, Mi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43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5: Kim and Tim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Zou, Nan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50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5: a fast red sled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Louis Lee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67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5: vroom!vroom!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Annie Go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74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5: rich gran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Anson We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81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5: Trish and Chad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Xue Nan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198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time to play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Ping Chen, Anson We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204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a big green truck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Jason Hua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211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a cold day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Annie Go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228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the lost chest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Frank Ho, Tenny Hu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235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6: the big red tent written by Betty Froese; illustrated by Eng, Ming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242 I can read: pop!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259 I can read: my box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266 I can read: let's se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2

9789860746273 I can read: two friends in a boat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2

9789860746280 I can read: fruit every day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2

9789860746297 I can read: the hungry king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303 I can read: giving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2

9789860746310 I can read: the magic helmet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327 I can read: can you find m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334 I can read: grumpy gordy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341 I can read: up and down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358 I can read: first or last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365 I can read: from 10 to 1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433 My family written by Simon Johnson; illustrated by Alan Hsin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46440 Toys written by Simon Johnson; illustrated by Gina Lee 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46457 Love it! activity book. 2 written by Tracey-Lee Cooper, Mark Western; illustrated by Shen-Te Huang,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464 Love it! activity book. 4 written by Tracey-Lee Cooper, Mark Western, Alatasi Clancy;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471 Love it! dialogue book. 4 written by Kat Cannan; illustrated by Cho,Kun-Fong, Jenny Dai, Chu,Ming-Tsan,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488 EFL. 1: reading. 1: the farm written by Curtis E. Brow; illustrated by Jacky Su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495 EFL. 1: patterns. 1 written by Curtis E. Brow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501 EFL. 1: phonics. 1 written by Curtis E. Brow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518 EFL. 1: student book written by Curtis E. Brow, Keith Beckett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525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hobbies & interests. 2written by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532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hobbies & interests. 3written by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549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hobbies & interests. 4written by Kyle J. Olsen, Gerry du Plessis, Frank Lenihan, Ben Marquis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46556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test-taking skills. E-2 written by Olanda Lin, Jessica Yeh, Susan Lee, Sylvia Shih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563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test taking skills. I-1 written by Olanda Lin, Gerryu Du Plessis, Carey Hsu, Jessica Yeh, Jennifer ChenReprinted 其他 1

9789860746570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test taking skills. I-2 written by Olanda Lin, Jessica Yeh, Jennifer Chen, Gerryu Du Plessis, Winnie Huang1st ed. 其他 1

9789860746587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athways. 2, teacher's book written by Kyle J. Olse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594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level 5: journeys(teacher's book). book 1written by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Frank Lenihan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600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8 writer Duane E. Jones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617 Tree house(textbook). 8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Eric Yang, Sandy Huen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624 Tree house(workbook). 8 writers Duane E. Jones, Eric Yang, Sandy Hue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631 Happy kids plus(student book) written by Eric Yang, James Hugh Gough, Cassie Empey, Maddie Smith, Cindy Liber, Gerry du PlessisRe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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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ssisRe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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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ssisRe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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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46709 I can read; pop!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16 I can read: my box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23 I can read: let's se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30 I can read: two friends in a boat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47 I can read: fruit every day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54 I can read: the hungry king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61 I can read: giving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78 I can read: the magic helmet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85 I can read: can you find m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792 I can read: grumpy gordy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808 I can read: up and down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平裝 1

9789860746815 I can read: first or last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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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14 Hippo Math(yellow):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21 Hippo Math(green):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38 Hippo Math(blue):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0746945 Hippo Math(purple): 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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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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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60170 Arnie the ant; A day at the fair written by Kirsty Firkins, Tse-Huei Lim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187 Where is my mother?; Bobo written by Alatasi Clancy, Kirsty Firkins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194 A day at the beach; Try again, Tina written by Tse-Huei Lim, Kirsty Firkins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00 Tyler's terrible morning; Santa's helper written by Alatasi Clancy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17 Ooog's walk; Ruk ruk ruk! written by Charles Moré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24 Tracey's dragon;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ritten by Kirsty Firkins, Tse-Huei Lim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31 The ants in the library; Crazy about badminton written by Alatasi Clancy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48 Six holidays in one day; The small family in the big housewritten by Alatasi Clancy; illustrated by Huang Yen-Han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55 Wishing George was here; A big mess written by Kirsty Firkins; illustrated by Peggie Ku 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62 Peg leg's treasure; Super school written by Alatasi Clancy; illustrated by Lin Shih-Li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279 Star; Super school-time to say goodbye written by Kathy Liu;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1st ed. 其他 1

9789860760316 Rainbow explorers. 1,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 writers Cindy Liber, Cassie Empey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323 Rainbow explorers. 1, Student book 1 My school 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330 Rainbow explorers. 1, Student book 2 All about my body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347 Rainbow explorers. 1, Student book 3 Let’s exercise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354 Rainbow explorers. 1, Student book 4 Eating and drinking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453 ESL science(workbook). grade 1 first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yle J. Olsen, Frank Lenihan, Keith Beckett 平裝 1

9789860760460 ESL science(workbook). grade 1 second semester writers Ben Marquis, Kyle J. Olsen, Madeline Smith,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平裝 1

9789860760477 ESL science(workbook). grade 2 first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平裝 1

9789860760484 ESL science(workbook). grade 2 second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平裝 1

9789860760491 ESL science(workbook). grade 3 first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Keith Beckett, Jessica Jor, Gavin Johnson, Gerry du Plessis, Stephen Collier, Samuel Branton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507 ESL science(workbook). grade 3 second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Keith Beckett, Mark McCorkell, Jessica Jor, Gerry du Plessis平裝 1

9789860760514 Fun with grammar Sherry Pu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60521 Fun with grammar Mina Hsu, Owen Lin, Sherry Pu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60538 Fun with grammar Mina Hsu, Owen Lin, Sherry Pu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60545 Fun with grammar Mina Hsu, Owen Lin, Sherry Pu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60552 EFL. 1: homework. A=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一級 作業本. Awriters Curtis E. Brown, Keith Beckett, Vicki Huang 平裝 1

9789860760569 EFL. 1: homework. B=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一級 作業本. Bwriters Curtis E. Brown, Keith Beckett, Vicki Huang 平裝 1

9789860760576 EFL. 2: homework. A=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作業本. Awriters Curtis E. Brown,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Vicki Huang 平裝 1

9789860760583 EFL. 2: homework. B=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作業本. Bwriters Curtis E. Brown,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Vicki Huang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60590 EFL. 3: homework. A=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三級 作業本. Awriters Jean Huang, Angela Yeh, Jessica Yeh 平裝 1

9789860760606 EFL. 3: homework. B=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三級 作業本. Bwriters Jean Huang, Angela Yeh, Jessica Yeh 平裝 1

9789860760613 EFL. 4: homework. A=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四級 作業本. Awriters Olanda Lin, Keith Beckett 平裝 1

9789860760620 EFL. 4: homework. B=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四級 作業本. Bwriters Olanda Lin, Keith Beckett 平裝 1

9789860760781 EFL. 2: reading 1: my family=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故事讀本. 1writers Curtis E. Brown,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illustrator Jacky Su平裝 1

9789860760798 EFL. 2: reading 2: class party=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故事讀本. 2writers Kyle J. Olsen, Curtis E. Brown; illustrator Jacky Su 平裝 1

9789860760804 EFL. 7: textbook. 2: people=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七級 課本. 2writer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Kyle J. Olsen, David Moss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811 EFL. 8: textbook. 1: my life=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八級 課本. 1writer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Kyle J. Olsen, Susan Smith, Amy Simpson平裝 1

9789860760828 EFL. 8: textbook. 2: the world=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八級 課本. 2writer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Kyle J. Olsen, Susan Smith, Frank Lenihan, Amy Simpson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859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hobbies & interests. 1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60866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 幼幼班課程活動手冊writers Cindy Liber, Cassie Empey Reprinted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94564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 幼幼班課程活動手冊writers Cindy Liber, Cassie Empey Reprinted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94564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 幼幼班課程活動手冊writers Cindy Liber, Cassie Empey Reprinted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0873 EFL. 2: grammar practice writer Jean Huang 平裝 1

9789860760880 Kids world(teacher's book). P1 writers Eric C. Yang, Riette Grobler, Danielle Heffernan, Jennifer Chee, Peter Chen, Wesley Kyle Jordan, Gerry du Plessis, Betty Jaue1st ed. 平裝 1

9789860760897 Kids world(student book). P1 writers Eric C. Yang, Vicki Huang, Angela Yeh, Inez Cheng, Florence Huang平裝 1

9789860760903 Kids world(workbook). 1A writers Alice Fu, Jessie Shao 平裝 1

9789860760910 Kids world(workbook). 2B writers Inez Cheng, Jessie Shao 平裝 1

9789860760927 Kids world(workbook). 3A writers Inez Cheng, Jessie Shao 平裝 1

9789860760934 Kids world(workbook). 3B writers Inez Cheng, Jessie Shao 平裝 1

9789860760941 何嘉仁幼日mini活動本-Red= に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60958 何嘉仁幼日mini活動本-Yellow= に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60965 何嘉仁幼日mini活動本-Blue= に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60972 何嘉仁幼日mini活動本-Purple= に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60989 何嘉仁幼日mini活動本-Green= に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60996 EFL. 4: student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四級 活動課本writers Kyle J. Olsen, Elliot Essey, Keith Beckett 平裝 1

9789860794007 EFL. 3: student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三級 活動課本writer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平裝 1

9789860794014 Rhyme book compiled by Lara Christensen, Sunieda de Beer 其他 1

9789860794052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1, quick,Dora!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1st ed. 精裝 1

9789860794069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2, Max and Rocco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1st ed. 精裝 1



9789860794076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3, monster camp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becca Hsieh1st ed. 精裝 1

9789860794083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4, alligator’s lunchwritten b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精裝 1

9789860794090 EFL. 1: phonics. 2=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一級 發音課本. 2writer Curtis E. Brown 平裝 1

9789860794106 EFL. 2: phonics=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發音課本writers Curtis E. Brown, Keith Beckett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4113 EFL. 2: phonics=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發音課本writers Curtis E. Brown, Keith Beckett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4120 EFL. 4: phonics=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四級 發音課本writers Ben Marquis, Jean Huang, Jennifer Chen, Jessica Yeh 平裝 1

9789860794137 EFL. 1: patterns. 2=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一級 句型課本. 2writer Curtis E. Brown 平裝 1

9789860794144 EFL. 2: patterns=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句型課本writers Curtis E. Brown,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94151 EFL. 2: patterns=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句型課本writers Curtis E. Brown,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94168 EFL. 4: patterns=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四級 句型課本writers Keith Beckett, Jean Huang 平裝 1

9789860794175 EFL. 5: patterns=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五級 句型課本writers Keith Beckett, Vicki Huang, Jean Huang, Jessica Yeh 平裝 1

9789860794243 EFL. 1: teacher's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一級 教師手冊writers Curtis E. Brown, Keith Beckett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250 EFL. 2: teacher's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二級 教師手冊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Ben, Curtis E. Brown, Elliot Essey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267 EFL. 3: teacher's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三級 教師手冊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Curtis E. Brown, Elliot Essey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274 EFL. 6: teacher's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六級 教師手冊writers Amy M. Simpson,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Elliot Essey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281 EFL. 7: teacher's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七級 教師手冊writer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Elliot Essey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298 EFL. 8: teacher's book= 何嘉仁菁英美語 兒童青少年班第八級 教師手冊writer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Duane E. Jones, Elliot Essey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311 Kids world(workbook). 1B writers Alice Fu, Jessie Shao 平裝 1

9789860794328 Kids world(workbook). 2A writers Inez Cheng, Jessie Shao 平裝 1

9789860794465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test-taking skills(teacher's book). E-2writer Olanda Lin 其他 1

9789860794441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test-taking skills(teacher's book). I-1writers Olanda Lin, Jean Huang, Jennifer Chen, Renee Hsu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458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test-taking skills(teacher's book). I-2writers Wilinda Yang, Olanda Lin, Carey Hsu, Susan Lee, Jennifer Chen1st ed. 其他 1

9789860794380 Hobbies & interests(teacher's book). 2 writer Gerry du Plessis 平裝 1

9789860794304 EFL. 1: grammar practice writer Jean Huang 平裝 1

9789860794373 Short story module(teacher's book). 2, the bird of happiness and other wise tales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342 Reading module(teacher's book). 1, the faithful ghost and other tall tales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359 Reading module(teacher's book). 2,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 other stories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366 Short story module(teacher's book). 1, eight great American taleswriter Keith Beckett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410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level 3: pathways(teacher's book). book 1writer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平裝 1

9789860794427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level 6: journeys(teacher's book). book 2writer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Ben Marquis, Frank Lenihan, Ian Bands, Amy M. Simpson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434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level 6: journeys. book 2writer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Frank Lenihan, Ben Marquis, Ian Bands, Amy M. Simpson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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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94571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小班課程活動手冊 writers Betty Froese, Jiunny Yeh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94519 Rainbow explorers. 2: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 writer Cindy Liber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519 Rainbow explorers. 2: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 writer Cindy Liber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526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writer Cindy Liber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4533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writer Cindy Liber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4540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writer Cindy Liber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94557 Rainbow adventures series: activity book for childrenwriter Cindy Liber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94618 何嘉仁幼日mini活動本-Orange= に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94618 何嘉仁幼日mini活動本-Orange= にほんごだいすき井上加奈子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0794496 Preschool talent class: fit kids(teacher's guide). 1st semesterwriters Madeline Smith, Anthony Chavez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502 Preschool talent class: fit kids(teacher's guide). 2nd semesterwriters Madeline Smith, Anthony Chavez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472 Preschool talent class: junior chefs(teacher's guide). 1st semesterwriter Madeline Smith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489 Preschool talent class: junior chefs(teacher's guide). 2nd semesterwriter Madeline Smith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397 Hobbies & interests(teacher's book) writer Gerry du Plessis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4403 Hobbies & interests(teacher's book) writer Gerry du Plessis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94922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中班課程活動手冊 writers Betty Froese, Jiunny Yeh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94588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中班課程活動手冊 writers Betty Froese, Jiunny Yeh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94595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大班課程活動手冊 writers Betty Froese, Jiunny Yeh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94601 Curriculum Guide for Parents大班課程活動手冊 writers Betty Froese, Jiunny Yeh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94953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1, toys 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953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1, toys 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960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2, getting around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960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2, getting around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977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3, fun places 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977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3, fun places 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984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4, garden of life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0794984 Rainbow explorers. 2: student book. 4, garden of life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085 Hippo math series. I(teacher's guide) writers Keith Beckett, Cindy Huang, Athena Chang 平裝 1

9786267006269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songs and fingerplayseditors Karen Chen, Athena Chang; illustrator Ariel Chuang, Bern Hsieh 精裝 1

9786267006276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storybook. 5, playground funwritten by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Ariel Chuang 精裝 1

9786267006283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storybook. 4, Abby's new homewritten by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Eumi Yang 精裝 1

9786267006290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storybook. 3, monsters are cute,and so are you!written b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Artone 精裝 1

9786267006306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3, follow the clue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06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3, follow the clue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13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2, little scoot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Galaxy Studio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13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2, little scoot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Galaxy Studio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20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1, a mean,green troll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Artone Huang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20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1, a mean,green troll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Artone Huang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37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4, hello,little critter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37 Rainbow explorers. 2: Storybook. 4, hello,little critter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精裝 1

9786267006344 I can read: will you love m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illustrator Song-lin Zhang 其他 1

9786267006351 I can read: rolling rock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illustrator Ying-jian Wu 其他 1

9786267006368 Love it! dialogue book. 2 written by Kat Cannan 平裝 1

9786267006443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big storybook. 4, Abby's new homewritten by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Eumi Yang 平裝 1

9786267006450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big storybook. 3, monsters are cute,and so are you!written b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Artone 平裝 1

9786267006467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big storybook. 5, playground funwritten by Cassie Empe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Ariel Chuang 平裝 1

9786267006474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big storybook. 2, toyswritten by Simon Johnson; illustrated by Gina Lee 平裝 1

9786267006481 Rainbow toddlers 2nd semester big storybook. 1, my familywritten by Simon Johnson; illustrated by Alan Hsin 平裝 1

9786267006498 伴我童年故事大書(幼幼版). 下, 1: 點點一家人馮郁芬文; 蕭沛絨圖 平裝 1

9786267006511 伴我童年故事大書(幼幼版). 下, 2: 玩具熊 邱子純文; 陳庭昀圖 平裝 1

9786267006528 伴我童年故事大書(幼幼版). 下, 3: 猜猜我是誰翁千蕙文; 久久童畫工作室圖 平裝 1

9786267006542 伴我童年故事大書(幼幼版). 下, 4: 養金魚 廖薏雯文; 王安妮圖 平裝 1

9786267006566 伴我童年故事大書(幼幼版). 下, 5: 我的好朋友魏文珍文; 陳志鴻圖 平裝 1

9786267006580 Rainbow toddlers 1st semester big storybook. 1, my schoolwritten by Danielle Natoli; illustrated by Tim Wu 平裝 1

9786267006634 Rainbow toddlers 1st semester big storybook. 2, a basket of fruitwritten b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平裝 1

9786267006689 Rainbow toddlers 1st semester big storybook. 3. rainbow shapeswritten by Danielle Natoli; illustrated by Fu-Tien Hung 平裝 1

9786267006702 Rainbow toddlers 1st semester big storybook. 4, animal friendswritten by Cassie Empey; illustrated by Polly Hsiao 平裝 1

9786267006757 Rainbow toddlers 1st semester big storybook. 5, going to see grandmawritten by Cassie Empey; illustrated by Bern Hsieh 平裝 1

9786267006764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1, a mean,green troll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Artone Huang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764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1, a mean,green troll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Artone Huang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771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2, little scoot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Galaxy Studio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771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2, little scoot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Galaxy Studio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788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3, follow the clue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788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3, follow the clue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795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4, hello,little critter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795 Rainbow explorers. 2: big storybook. 4, hello,little critters!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801 Rainbow explorers. 1: big storybook. 1, quick,Dora!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818 Rainbow explorers. 1: big storybook. 3, monster camp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becca Hsieh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825 Rainbow explorers. 1: big storybook. 2, Max and Rocco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832 Rainbow explorers. 1: big storybook. 4, alligator's lunchwritten b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894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level 1: connections(teacher's book). book 1writers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900 International achievers program level 2: connections(teacher's book). book 2writers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948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7 part one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955 Tree house(teacher's book). core 7 part two 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Mark McCorkell1st ed. 其他 1

9786267006962 ESL science(teacher's book). grade 3 first semester writers Kyle J. Olsen, Ben Marqui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Stephen Collier, Dawnine Clews, Russell Holmes, Duane E. Jones, William Doiron, Jessica Jor[初版再刷] 精裝 1

9786267006979 ESL language arts(workbook). 7 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Amy M. Simpson, Frank Lenihan1st ed. 平裝 1

9786267006993 ESL language arts. 7 writers Keith Beckett, Kyle J. Olsen, Amy M. Simpson, Frank Lenihan1st ed. 精裝 1

9789860689914 ESL language arts(teacher's book). 7 writers Keith Beckett, Maddie Smith 1st ed.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0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5001 食品微生物. 上 石衛門, 李承穎, 周宜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501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上林宏周, 方郁婷, 李志豪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502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 上林宏周, 方郁婷, 李志豪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8102 自轉車輪溜過个 李得福, 謝惠如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9215 Ma'iyakay ci Moli= 貪吃的姆力= The greedy MoliNgangis Kimsoy(孫志國)故事原創; Usay(江淑齡)繪圖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015 雙語國家系列叢書: 走讀雲林. book 1= Bilingual nation book series: Yunlin English study tour吳爾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407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fety &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CSSMET2021 (final program and abstracts)汪楷茗, 何漢彰, 紀人豪, 楊志遠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31414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fety &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ICSSMET2021)汪楷茗, 何漢彰, 紀人豪, 楊志遠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931421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afety &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ICSSMET2021)汪楷茗, 何漢彰, 紀人豪, 楊志遠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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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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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1211 30天戰勝英文片語超強秘笈 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6056 玩出邏輯腦!260道益智推理題 智力開發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6063 玩出智慧腦: 激發潛能的285道益智思考題 智力開發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0626087 單字圖解全面掌握,英語學習超高效 英語教材研究院著; 石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6094 基礎文法全面掌握,英語學習超高效 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405 情境會話全面掌握,英語學習超高效 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412 Email撰寫全面掌握,英語學習超高效 賀翊(Tony), 吳悠(Gisel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429 文法結構全面掌握,英語學習超高效 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436 基礎聽力全面掌握,英語學習超高效 許豪, 許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75553 增註八字提要庚辛部 韋千里原著; 徐宇辳增註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1524 掌門43詩荷風: 同仁詩選. 5= Zhang men 43 lotus style poems: a collection of zhang men members' poems. volume 5掌門詩學社同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1024 Micro:bit 2.0運算思維輕鬆學 蘇清得, 葉景棋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32

佐佑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君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含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爾夫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佑恩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你說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全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宋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文館圖書



9789869901031 Windows 10電腦入門輕鬆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1048 PhotoCap6影像處理輕鬆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56652 會計學(概要)1000題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6669 貨幣銀行學(概要): 考前衝刺1331題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6676 票據法(概要): 考前衝刺1303題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683 銀行法(概要): 考前衝刺762題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706 企業管理概論(含管理學). 2021 楊鈞作 平裝 1

9789862756737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不動產估價概要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744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751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768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民法概要 強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6799 國文(測驗). 2021: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余訢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05 物理. 2021: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艾理, 林錦村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12 基本電學(電工原理). 2021: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陳澤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29 法學緒論. 2021: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伍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36 行政學概要. 2021: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王捷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50 金融科技力知識: 速成總整理 柳威廷編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862756867 國文(測驗):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得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74 國文+英文: 最新題庫完全攻略(二合一)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81 會計學(概要) 劉憶娥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898 銀行專業英文: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羅然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904 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整理+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冠秀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2756911 會計學+貨幣銀行學: 醉心題庫完全攻略(二合一)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6928 票據法+銀行法: 最新題庫完全攻略(二合一)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935 票據法(概要)最新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6942 銀行法概要最新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6966 機械原理(含大意/概論)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21陳為, 陳冠隆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6973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專業測驗: 速成總整理 李惠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756980 初階外匯人員: 速成總整理 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2756997 外幣保單: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 廖乃麟編著 第7版 平裝 1

9789862757000 總體經濟及金融市場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黃卓盛, 吳曉松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017 網路概論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2021: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黃中生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024 破解英文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2021: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羅然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031 計算機概論(含電腦概論/電腦常識). 2021: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蔡宏恩作 平裝 1

9789862757048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2021: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 陳澤作 平裝 1

9789862757055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黃卓盛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062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會計及財務分析: 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黃卓盛, 張瀚星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079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投資學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黃卓盛, 吳曉松, 吳佩樺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086 行銷學重點整理+精選考題國營招考. 2021 陳志飛作 平裝 1

9789862757093 中華電信(行銷業務推廣)專用歷屆題庫3合1 宏典文化中華電信招考對策研究小組 平裝 1

9789862757109 最新邏輯推理: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柳威廷, 吳憶如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757116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四合一)速成總整理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123 不動產經紀人歷屆題庫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130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實戰小法點專業科目四合一強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7147 銀行國文: 考前衝刺1032題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154 銀行/郵政: 經濟學(含概要) 王志成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757161 政府採購法重點整理精選考項 高名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178 政府採購法適用國營/鐵路/銀行歷屆題庫測驗+申論高名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185 數位科技中華電信招考專用. 2021: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柳威廷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192 行銷學(含行銷管理)歷屆題庫測驗+ 申論 陳志飛作 平裝 1

9789862757208 金融基測/銀行招考. 2021:銀行口試秘訣與實作林崇漢等作 平裝 1

9789862757215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757222 郵政三法大意與金融科技知識大意: 二合一速成嚴錚盛, 柳威廷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239 金融科技知識: 考猜書700題 柳威廷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246 郵政內勤共同科目: 國文、英文二合一速成 得勝, 羅然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253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贏家攻略丙級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757260 洗錢防制相關法規: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宏典文化



9789862757277 郵政外勤人員4合1速成總整理 得勝, 羅然, 邵之驊, 嚴錚盛, 樂達, 杰魯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284 有害作業主管: 經典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757291 初等五等特考行政學大意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陳均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2757307 初等五等特考行政學大意重點整理+精選考題邱紀華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2757314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一般業別)結訓電腦測驗經典題庫解密(適用甲乙丙種)湯士弘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757321 記帳士歷屆試題.會計學概要 巫毓琪, 馬心屏(曾薔)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757338 證券投資分析師CSIA.新細說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柳威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7345 人身保險業務員速成總整理 廖乃麟作 第7版 平裝 1

9789862757352 證券分析師CSIA.新細會計及財務分析: 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劉憶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7369 證券分析師: CSIA.新細說投資學 林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7376 企業管理(含企業概論/管理學)最頻出1000題 楊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383 專案管理中華電信招考適用: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宏典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390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別)結訓電腦測驗經典題庫解密(適用甲乙丙種)湯士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757406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2757413 會計學概要 巫毓琪, 馬心屏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75742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速成 柳威廷, 詹偉成編著 第6版 平裝 1

9789862757437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速成總整理林崇漢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2757444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報實務 許美滿, 羅白卿, 陳富強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75745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許美滿, 馬心屏, 林琦珍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757468 就業服務乙級學科+術科通關講座 王朝明, 吳虹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757475 記帳士歷屆試題: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報實務(2合1)許美滿, 羅白卿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757482 記帳士歷屆試題: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許美滿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757499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529 證券商業務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冠秀, 柳威廷編著 第20版 平裝 1

9789862757536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總整理 柳威廷編著 第32版 平裝 1

9789862757543 經濟部聯招(企管類組)歷屆題庫6合1 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550 初階外匯人員: 速成總整理 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第18版 平裝 1

9789862757567 經濟部聯招(企管類組)速成總整理.2021: 管理學+經濟學楊鈞, 葉倫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574 經濟部二合一速成: 企業概論(企業管理)+法學緒論. 2021楊鈞, 伍迪作 平裝 1

9789862757581 經濟部聯招(財會類組)考試專用 歷屆題庫6合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598 會濟學概要(含中級會計學)最頻出1000題 余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604 金融科技力知識: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柳威廷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2757611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重點/考題2合1 柳威廷編著 第21版 平裝 1

9789862757628 經濟部聯招(政風類組)考試專用 歷屆題庫6合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635 初考五等財政學大意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陳宗梧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642 初等五等會計審計法規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吳侄璉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659 專技人員多元型式作文: 速成+歷屆 王翔, 謝耀慶作 平裝 1

9789862757666 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冠秀編著 第1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259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2021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2021畢業班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575 天悠地久= Heavens,earth in the depths of time 沈東榮著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76121 SAS 9.X一學就會: 步驟化學習指南 陳楚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3904 英國名師教你: IELTS高分攻略 Jane Short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928 和全球做生意 必備會議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935 追星追劇跟著說 不退流行的實用韓語 李珍瓊(이진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942 英語模擬城市 生活必學英語會話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3

送存冊數共計：93

宏國德霖科大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群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宏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9789864413959 English link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3966 English link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13973 一年四季玩遍日本學日語 Live互動日本語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3980 Peppa Pig英語圖解字典: a day with Peppa: activities in pictures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3997 CNN主播教你說英語: 成功企業的奮鬥故事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000 當代科技大圖解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精裝 1

9789864414017 Tune in: improving English listening proficiency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4048 Tune in: improving English listening proficiency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14024 English inside and out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4031 English inside and out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14055 Live science. book 4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4062 和全球做生意 必備簡報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079 Tune in: improving English listening proficiency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414086 你一定要會的英語發音規則= Speak easy: tips for perfect pronunciation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093 聽KPOP學韓語: 80首流行歌曲 200句常用韓語李珍瓊(이진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116 老外都想幫你按個讚!網路+社群英語流行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123 老外常掛嘴邊的生活片語 Kristy Lynne英文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130 超實用英語會話500句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147 職場日語實戰力: 電話X商務文書X簡報 志方優, 山上祥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154 和全球做生意: 商場&辦公室必備英語會話= An efficient guide to learning business English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192 Leap Ahead: 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中階=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practice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14215 Hear & Say: 英語聽講練習. 中階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14222 交通科技大圖解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4239 當場用得上的商務職場必備詞彙+實用句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253 CNN主播教你一字一句聽懂新聞英語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260 外師最推薦的歐美經典英語故事集= Improve your reading ability with classic western stories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277 大學越南語名師教你越南語必學基本功: 發音+圖解單字+常用會話= CÔNG PHU CO' BÁN TẤT YẾU TRONG TIẾNG VIỆT陳紅鸞, 詹春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284 老外都想幫你按個讚: 網路X社群最夯的英語流行語陳育弘總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414291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愛動物= Peppa loves animals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4307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環遊世界= Peppa's journey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4314 劍橋兒童英檢必背單字= YLE vocabulary book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4321 Live escalate starter workbook: Assembling your geareditors LiveABC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4345 英文閱讀素養課= Reading know-how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4414369 Tap into English. 2= 英語聽講. 2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383 16堂培養核心素養的英文閱讀課: 學習歷程檔案活動本. 初級篇 = Develop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English through reading(beginner)蔡宛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390 16堂培養核心素養的英文閱讀課: 學習歷程檔案活動本. 進階篇 = Develop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English through reading(advanced)蔡宛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4741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book 1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4758 Come to live(workbook A). book 1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4765 Come to live(workbook B). book 1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4772 Look at me! written by Tanya, Maggie; illustrator Zi-yun Chu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4789 21世紀情境式日語圖解字典= イラスト生き生き日本語王琳詔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4796 英語核心字彙完全攻略: 選字範圍2000字-4500字 2-4級字彙= Vocabulary builder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s陳豫弘, 王琳詔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5113 21世紀情境式英語圖解字典(精裝擴編版)= Liveabc's illustrat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Timothy Redpath, Helen Yeh, John Jay Sailors, Corrie Robb, Lisa Page英文編輯再版十三刷 精裝 1

9789864415120 Tap into English. 1= 英語聽講. 1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5366 CNN主播教你說關鍵時刻的英語= Essential everyday English from official CNN News Reports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5373 戰勝學測五大題型完全攻略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415380 生活情境日本語= ドコデモ日本語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材編輯委員會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5441 Advanced reading strategies. 3: evaluative(student's book)author LiveABC editors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5465 食衣住行+觀光旅遊: 超實用英語會話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5472 升大學英文學測: 102-110學年= College entrance exams: the key to success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415489 情境式西班牙語圖解字典(全新擴編版)= LiveABC's illustrated Spanish-Chinese dicionary劉莉美, 黃淑心, 劉碧交, 希伯崙編輯團隊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5496 Live Festival CLIL周遊國際慶典. 進階 author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平裝 1

9789864415502 Live Festival CLIL周遊國際慶典. 初階 author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平裝 1

9789864415519 和全球做生意必備商用英文E-mail= An effective guide to business writing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5526 Insight reading: strategic reading for popular issues and topics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5533 Insight reading: strategic reading for popular issues and topics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15540 New step for GEPT author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平裝 1

9789864415557 Workplace English: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職場實用英語完全攻略author LiveABC editors 2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5564 Level Up: 英文閱讀與寫作= Level up: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practice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5571 法語入門基本功: 發音+單字+文法+會話 王秀文, 蘇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5588 ABC英語故事袋. 伊索寓言篇(擴編版)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5595 新日檢N2單字王= The key words for JLPT N2 佐藤生, 希伯崙編輯團隊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5618 English compass author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5625 完勝CSEPT!: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第1級author Hui-Jing Hsiao, Kai-Ru Cheng, I-Ju Chen, Jing-Yun Chang, LiveABC Editorial Staff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5632 Leap into English(student's book)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5670 你最需要的日語基礎文法課 何欣俞執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5694 看聖經學英語: 上帝的祝福(擴編版)= Learning english with the bible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5700 Fun with TOEIC(student's book) authors Cheng-Ting Chen, Shuo-Yu Wu, LiveABC Editorial Staff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5717 英語高頻字彙完全攻略: 選字範圍3500字-6000字 3-6級字彙=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builder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s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5724 Grandpa's glasses written by Tanya, Maggie; illustrated by Man-Ling,Yeh 平裝 1

9789864415731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book 2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平裝 1

9789864415755 Come to live(workbook A). book 2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平裝 1

9789864415762 Come to live(workbook B). book 2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45194 教育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5200 教育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6030 初等公民愛練書. 111版 艾欣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6894 (台電)電路學. 110版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6993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110版 古正信, 鄭至焜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037 架構式稅務法規大意測驗題庫 張建昭, 柏威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7341 鐵路特考、公路特考、升資考. 110版: 企業管理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358 企業概論x法學緒論-大滿貫 王毅, 鄭中基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5147716 經濟學. 2022 許偉, 許碩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7785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證券交易法 金永勝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8034 普考行政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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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8157 教甄複試: 口試技巧與心理調適 Sophia Wang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8171 行政學-快樂學 紀傑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8201 知識圖解: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劉秀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8331 奪標警察法規. 111版 陶廣遠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379 犯罪學讀本. 111版 良育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485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司法特考用)林清編著 [第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8508 鐵路工程大意(含鐵路養護作業大意)(含測驗題庫)韓新, 鄭鑫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148539 高普考行政學新編. 111版 王濬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46 稅務法規. 111版 萬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53 高普考經濟學關鍵焦點(測驗+申論)題庫Q&A. 111版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60 高普考政府會計. 111版 張旭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577 高普考稅務法規. 111版 萬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638 互動式.行政法. 111版 呂晟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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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8829 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836 司法特考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命題焦點完全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867 民法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8881 拆解式政治學 韋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8898 警專國文 田丹編著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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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9123 課程教學與評量 黃天編著 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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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9185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暨各國人事制度三合一申論題庫精解常亮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149208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 111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46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 111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53 電子學破Point. 111版 古正信, 鄭至焜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260 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幼兒、兒童階段) 張茂英, 張瑛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5149277 司法特考犯罪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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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9314 警察考試犯罪學綜覽(含再犯預測). 111版 何漢,黃如璿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78

志光數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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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9345 流行病學主題式申論題庫全解. 111版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369 政治學: 測驗+申論題型實戰出擊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376 幼兒教育(含幼兒教育理念與實務、課程教學與評量)張茂英, 張瑛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5149383 行政學葵花寶典 程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390 公共政策獨門暗器 程明編著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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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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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法法規精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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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9505 機械原理概要(大意). 111版 陳廣明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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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考試國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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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特考國文-作文 卓村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581 各國人事制度: 兼論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相關議題常亮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149598 司法特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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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9604 監獄學高分示解. 111版 王皓強, 王薔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611 社會學白話讀本 韋樂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149628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1版 文呈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635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1版 文呈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642 教育行政學 劉邵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659 教育行政學(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 劉邵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666 民法總則 池錚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149673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149680 社會學: 破解申論&測驗題庫 陳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9697 大學轉學考: 微積分. 111版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710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703 工程數學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727 警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734 司特: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741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9758 本國文學概論 殷平之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149765 土地登記: 精闢. 111版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772 土地登記詳解: 精選申論題庫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789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5149796 高普審計學. 111版 金永勝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9802 審計學. 111版 金永勝編著 第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9819 比較政府與政治 郭雋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149826 衛生行政法規與倫理 魯葦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49840 財政學 周群倫, 周宇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5149857 民法讀‧解 池錚, 韓吉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149864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陸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871 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編著 第二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9888 國文(測驗) 金庸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9895 國文(測驗)-警察特考用 金庸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9901 國文(測驗)-司法特考用 金庸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9932 司法五等知識圖解: 訴訟法大意(民事訴訟法大意+刑事訴訟法大意). 111版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949 高等會計學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956 高考租稅各論.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963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111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970 司法特考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149987 司法特考犯罪學高分示解 王皓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994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程譯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026 民法 顏台大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0033 政治學申論題庫: 20組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040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 劉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057 司法特考憲法測驗題庫 劉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064 警察考試憲法測驗題庫: 24組經典試題 劉沛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071 課程與教學 羅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0088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歷屆申論題庫全攻略喬伊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118 知識圖解: 綜覽監獄行刑法1200測驗題庫. 111版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163 高普考稅務法規混合式題庫.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170 公司法 江赫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6263230187 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秘笈 林清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194 行政法概要: 最新修法與司法實務 林清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200 民法物權編概要. 111版 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217 工業用地開發(變更)暨特定工廠登記實務3.0 林育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30224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李齊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6263230248 教育行政學 黃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0255 就業安全制度 黎仁編著 4版 平裝 1

9786263230262 現行考銓制度 郭如意編著 25版 平裝 1

9786263230279 國籍與戶政法規 宮井鳴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0293 鐵路法(大意) 劉奇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6263230309 警專數學 王瑋, 吳迪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0316 高普考: 刑事訴訟法. 111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323 司法特考: 刑事訴訟法. 111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347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概要). 111版 宮井鳴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392 就是行政學(測驗題庫) 程明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0408 財政學主題式申論題庫精準解題.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0415 鐵路法 陳晟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6263230446 比較教育 羅正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0477 國文: 測驗(高普考) 卓村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484 國文: 測驗 卓村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491 國文: 作文(警察特考) 卓村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507 國文: 測驗(鐵路特考.升資考.各類相關考試) 卓村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3290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1, 我想交朋友: 現在就要懂的社交技巧小禾心理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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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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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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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2459 天才達文西的STEAM教室(科學X藝術) 海蒂.奧林傑(Heidi Olinger), 艾米.萊特克(Amy Leidtke)著; 李弘善譯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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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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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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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5175 我來散播歡樂: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6, 培養幽默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175 我來散播歡樂: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6, 培養幽默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175 我來散播歡樂: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6, 培養幽默力!小禾心理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750 生活中的東西都可以寫成化學式= How do you enjoy chemical formulas?山口悟著; 洪文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767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愛惹麻煩的金龜子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767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愛惹麻煩的金龜子吳祥敏著; 夏吉安, 莊建宇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774 有趣到睡不著的輕科普(妙趣版)(自然、化學、生物、植物、天文、地球科學)左卷健男, 長谷川英祐, 稻垣榮洋, 縣秀彥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19781 漫畫昆蟲記: 酷蟲學校: 甲蟲這一班爆笑全集! 吳祥敏作; 夏吉安, 莊建宇漫畫; 張飛宇插畫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1905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1, 狗,嗅覺靈敏的隊長諾皮農皮著; 徐江玉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12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2, 大貓熊團團和圓圓的一天諾皮農皮著; 朴亞林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8

我家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9

送存冊數共計：139

快樂文化



9789860641929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3, 恐龍,你在哪? 諾皮農皮著; 全相宇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36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4, 喵喵!貓咪寶貝 諾皮農皮著; 成寶京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43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5, 大象的鼻子就是手諾皮農皮著; 金智敏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50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6, 南極的紳士企鵝 諾皮農皮著; 鄭玄靜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67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7, 鴕鳥不會飛 諾皮農皮著; 朴尚美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74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8, 捕魚高手翠鳥 諾皮農皮著; 金智敏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81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9, 喔喔喔公雞,咯咯咯母雞諾皮農皮著; 吳允善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641998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10, 喵喵!黑尾鷗 諾皮農皮著; 三進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00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11, 蜜蜂們在跳舞 諾皮農皮著; 南炫珠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17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12, 勤勞的螞蟻 諾皮農皮著; 元成恩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24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13, 蚜蟲獵人瓢蟲 諾皮農皮著; 李志炫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31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14, 一閃一閃的螢火蟲諾皮農皮著; 申鍾兒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48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一輯: 15, 知了知了蟬 諾皮農皮著; 孫友英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55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16, 一蹦一跳的青蛙 諾皮農皮著; 宋依成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62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17, 酸酸甜甜的水果,清脆新鮮的蔬菜諾皮農皮著; 李夏娜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79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18, 大便真偉大 諾皮農皮著; 辛成葉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86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19, 無所不能的嘴 諾皮農皮著; 金鎮英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093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0, 尋找心愛的伴侶 諾皮農皮著; 朴惠敏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09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1, 圓溜溜的倉鼠 諾皮農皮著; 元星妮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16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2, 偏食的無尾熊 諾皮農皮著; 朴善美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23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3, 大長腿長頸鹿 諾皮農皮著; 南炫珠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30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4, 多才多藝的蝸牛 諾皮農皮著; 李花珍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47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5, 鼻子上長角的犀牛諾皮農皮著; 權美美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54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6, 草原上帥氣的馬和斑馬諾皮農皮著; 樸恩京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61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7, 蜘蛛不是昆蟲 諾皮農皮著; 朴正泰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78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8, 熊爸爸和北極熊媽媽諾皮農皮著; 鄭玄靜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85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29, 猴子的紅屁股 諾皮農皮著; 金怡歲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192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二輯: 30, 動物之王獅子 諾皮農皮著; 全相宇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08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1, 帥氣的飛行員蜻蜓諾皮農皮著; 高雲靜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15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2, 蝴蝶翩翩起舞 諾皮農皮著; 楊敏淑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22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3, 討厭的布穀鳥 諾皮農皮著; 張成恩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39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4, 搖搖擺擺的鴨子家族諾皮農皮著; 申鐘兒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46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5, 嘰嘰喳喳!麻雀 諾皮農皮著; 張璇鎮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53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6, 心地善良的樹 諾皮農皮著; 恩美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60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7, 太陽之花向日葵 諾皮農皮著; 李玄靜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77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8, 咕嚕咕嚕吃蟲子的食蟲植物諾皮農皮著; 李敏兒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84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39, 問早安的牽牛花 諾皮農皮著; 韓智恩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291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40, 蒲公英種子的旅行諾皮農皮著; 玄敏京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07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41, 兔子呀,我們一起走吧!諾皮農皮著; 金恩京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14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42, 機靈的松鼠 諾皮農皮著; 安俊石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21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43, 跳遠冠軍袋鼠 諾皮農皮著; 朱英敏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38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44, 好奇的狐狸 諾皮農皮著; 金敏慧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45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三輯. 45, 美麗的梅花鹿 諾皮農皮著; 洪善京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52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46, 牛和豬 諾皮農皮著; 李智敏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69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47, 海龜的旅行 諾皮農皮著; 池景玉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76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48, 海洋中的精靈 諾皮農皮著; 崔英林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83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49, 森林之王老虎 諾皮農皮著; 鄭京文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390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0, 河馬張開巨大的嘴巴!諾皮農皮著; 李晶善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06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1, 夜空王子貓頭鷹 諾皮農皮著; 申玄英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13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2, 燕子帶來了春天的問候諾皮農皮著; 申珠恩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20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3, 候鳥 諾皮農皮著; 安俊石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37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4, 炫耀力量的獨角仙與鍬形蟲諾皮農皮著; 李珠露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44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5, 草叢獵人螳螂 諾皮農皮著; 朴昌玄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51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6, 地球,我愛你 諾皮農皮著; 孫滿珍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68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7, 地下的世界真神奇諾皮農皮著; 洪詩英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75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8, 我們更喜歡夜晚 諾皮農皮著; 安俊石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82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59, 我們的關係真好 諾皮農皮著; 朴亞林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9789860748499 我家自然小百科. 第四輯. 60, 月亮魔法師 諾皮農皮著; 孫滿珍繪;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0

我視整合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4389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7,000「單字」+「文法」怪物講師教學團隊(台灣)作; 劉俐伶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5684419 完全破解多益單字+片語 張重維, Jennifer Thaler作 其他 1

9789865684426 用句子背GEPT全民英檢初級單字 何誠作 其他 1

9789865684433 用句子背GEPT全民英檢中高級單字 吳思遠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9829 攝影泡沫紅茶 汪正翔Sean Wang, 鄭弘敬teikoukei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818 字字珠璣: 細讀馬太福音 馬可.羅斯(Mark E. Ros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0938 天命與你: 蒙召服事= Called to the ministry 克羅尼(Edmund P. Clowney)作; 王志勇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70969 為何需要信條?= Why do we have creeds? 柏克.帕森(Burk Parsons)作; 郭熙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0976 何謂基督教世界觀?= What is the Christian worldview?萊肯(Philip Graham Ryken)著;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620 真光照耀: 使人蒙福的真理= Truth matters 大衛.庫克(David Cook)編著;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637 字字珠璣: 細讀馬可福音= Let's study Mark 傅格森(Sinclair B. Ferguson)作; 黃馨瑱, 徐嘉徽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651 我是什麼?= What am I 施匹爾(G. W. Spear)著; 趙中輝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598 涓滴改善富創巨大成就 羅伯.茂爾(Robert Maurer)作;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709 布娃娃的呢喃 李淑秀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80959 亞歷山大和發條鼠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葉嘉青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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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9525 入冬前的楓葉信 菊地知己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9532 今天的我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I can go anywhere today!荒井良二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9549 蔬菜六勇士 鶴田陽子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0202 愛神眨眨眼 ranana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50219 愛神眨眨眼 ranana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50240 春風渡關山 喪心病狂的瓜皮作 初版 其他 上卷 1

9789865550257 春風渡關山 喪心病狂的瓜皮作 初版 其他 下卷 1

9789865550271 窺光= Peep light 池總渣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50288 窺光= Peep light 池總渣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50301 荒火曼波 遲雎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0109 「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 2021年度: with コロナ時代の日本教育を目指して 予稿集許孟蓉, 楊錦昌編集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沒譜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淑秀布娃娃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我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輔大日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6636 復華一街的奇蹟: 閱讀的無限可能 楊秀嬌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8655 從傳奇看唐代社會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38686 五行裡的世界史: 白靈新詩演義 余境熹著; 顧嘉鏗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38693 海洋.歷史與生命凝視 陳鴻逸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7706 長者休閒療癒的推展 葉至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8550 多元視角: 二十一世紀中華歷史文化教育. 教育行為卷梁超然, 梁操雅,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8819 兩漢隋唐婦女閨怨詩 陳瑞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205 果林夜話 南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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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69533 哲學、愛情和微不足道的真實 王鴻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540 無愧人生 馬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564 審美的政治: 英國藝術運動的十個瞬間 郭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571 詩人大擺爛 蘇家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588 丈夫守則與「齊家」之道: 清代家訓中的男性建構何宇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01 奶與茶的一次偶然 蘇榮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18 大馬詩選2.0: 詩三百篇= Mahua 300: anthology of 54 poets溫任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25 浯洲詩行: 鋼鐵與柔情的交纏 方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32 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 日治臺灣教育發展論集鄭政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49 油油飯: 蔡楚詩文集 蔡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56 落羽松下的沉思 胡爾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63 臺灣新詩色彩美學六家論 王文仁, 李桂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70 頑石也點頭: 別樣花蓮 夏婉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694 基督宗教、自由貿易與美國獨立: 從塔克看英格蘭啟蒙陳建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700 重訪錢穆. 上冊 李帆, 黃兆強,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908 沒有任何題目需要隱藏 方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922 驚動的眼睛 李昌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939 當寂寞在黑夜靠岸 紀小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953 斷章的另一種可能: 截句雅和詩選 寧靜海, 漫漁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960 瘟神占領的城市 白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984 澳洲牧羊記: 沈志敏小說散文選 沈志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050 The condition of language 林孜郁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067 救嬰與濟貧: 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嬰堂 江昱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074 沒有任何題目需要隱藏 方群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081 果林夜話 南隙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098 浯洲詩行: 鋼鐵與柔情的交纏 方群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104 基督宗教、自由貿易與美國獨立: 從塔克思想看英格蘭啟蒙陳建元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128 落羽松下的沉思 胡爾泰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135 詩人大擺爛 蘇家立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142 頑石也點頭: 別樣花蓮 夏婉雲作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159 澳洲牧羊記: 沈志敏小說散文選 沈志敏作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166 驚動的眼睛 李昌憲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3140 上游思維: 在問題發生前解決的根治之道 丹.希思(Dan Heath)著; 廖亭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73409 如果世界是一場派對 李白文字.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416 奇蹟開關: 改寫生命,掙脫束縛,讓想像力、創造力源源不絕哈里斯三世(Harris III)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430 奇蹟開關: 改寫生命,掙脫束縛,讓想像力、創造力源源不絕哈利斯三世(Harris III)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73447 書頁中的永恆: 書籍的歷史與流轉之路 伊琳娜.瓦耶荷(Irene Vallejo)作; 范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2

秀威少年



9789861373478 小心,原來這樣也有事!: 腦洞大律師雷丘的生活法律常識與對策雷丘著; Apple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485 讓我做你的腎上腺素 手拉心Solaxin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492 生命勝任力: 東方心教練向內修練、對外展現的10大基本功阮橞習Ev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508 生命勝任力: 東方心教練向內修練、向外實現10大基本功阮橞習(Eva)作 其他 1

9789861373515 每個器官都在訴說愛：最撩心的解剖學 手拉心(Solaxin)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73522 拯救3C腦: 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 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546 創傷療癒手冊: 不被往事定義,走出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PTSD= Complex PTSD workbook: a mind-body approach to regaining emotional control & becoming whole艾瑞爾.許瓦茲(Arielle Schwartz)著; 白水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59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數位影像處理實習呂建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620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藝術與科技. 上冊= Arts and technology洪一平, 林經堯, 羅禾淋, 謝慧青, 李寅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622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造形原理= Form principles陳瀅如, 陳衍希, 詹弼勝, 劉秋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6237 設計基礎(術科)總複習: 研析攻略 謝啟駿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7487 新知研討會羊隻飼養與營養線上研討會. 110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7494 新知研討會蝦子之養殖與營養線上研討會. 110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1102 新知研討會水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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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8838 資訊科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徐明志, 鄭斌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704 酸女孩: 無法抗拒的台灣小吃!: 古早味懷舊美食蔡靜如, 柯欣岑文字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7346 量身打造舒心理想家格局設計關鍵指南 主婦之友社編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7722 看見我,你就幸福了 許竣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8701 家鄉趴趴Go!走讀三鶯樹專業社群踏查全記錄 黃裕隆, 走讀三鶯樹專業社群夥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69396 律師野玫瑰= The partner 約翰.葛里遜著; 詮國翻譯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02 揭開達文西密碼的真相(中英雙書)= 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達瑞爾.博克著; 張偉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19 臨渴掘井: 人際網大贏家= Dig your well before you're thirsty哈維.麥凱著; 詮國翻譯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26 偉大作曲家群像: 李斯特=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Liszt布魯斯.莫利森著; 賴慈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33 秒除慢性疼痛= 60 Second chronic pain relief 彼德.藍道夫, 布萊恩.塔西著; 覃曉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40 秒能擺脫壓力= 60 Second stress management 安德魯.格力傑克著; 李靜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57 心牆裡的女人: 心靈尋根五千哩= Wall to wall 瑪莉.莫斯里著; 林為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64 偉大作曲家群像: 舒曼=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Schumann提姆.道雷著; 朱健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471 超越極限(中英雙書)= Sports leaders & success 威廉.歐尼爾著; 枝椏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69488 超越極限(中英雙書)= Sports leaders & success 威廉.歐尼爾著; 枝椏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育才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谷羊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走讀三鶯樹專業社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良好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足智文化



9789865569495 我的美國之旅: 鮑威爾將軍自傳= My American journey柯林.鮑威爾, 約瑟夫.波斯科著; 蕭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01 偉大作曲家群像: 德布西=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Debussy保羅.荷密斯著; 楊敦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18 山徑之旅: 世界上首位盲人,走完世界最長最險峻的山徑= Blind courage比爾.艾文, 大衞.麥卡斯藍著; 李成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25 聖戰黑鷹: 沙漠風暴名將鮑威爾傳奇= Sacred honor大衛.羅斯著; 吳玲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32 偉大作曲家群像: 拉赫曼尼諾夫=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Rachmaninoff羅伯.華克著; 何貴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111 七等生藝術集: 天與地的現象= Chi Ten-Shung: the phenomenon of heaven and earth七等生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172 複合式咖啡館の開業MENU160 楊海銓, 黃文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4189 台灣小吃教科書 林美慧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0069 面積迷宮. Vol.1, 入門篇 村上綾一作; 陳聖怡, 伍言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144 面積迷宮. Vol.2, 進階篇 村上綾一作; 陳聖怡, 伍言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205 面積迷宮. Vol.3, 挑戰篇 村上綾一作; 陳聖怡, 伍言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281 面積迷宮. Vol.4, 高手篇 村上綾一著; 陳聖怡, 伍言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281 面積迷宮. Vol.4, 高手篇 村上綾一著; 陳聖怡, 伍言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298 好設計の配色圖鑑. II Power Design Inc.著; 伍言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04 分段做菜,天天光速開飯 上田淳子著; 邱婉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11 假日常備菜&平日快手菜336 倉橋利江作; 邱婉婷譯 平裝 1

9789865520328 布丁,布丁 柳瀨久美子, 星谷菜々, 高吉洋江, 藤野貴子作; 江宓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35 季節日本漬114 山田奈美作; 邱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42 零負評.我的磅蛋糕 田中博子作; 鍾佩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59 (設計入門)LAYOUT基礎學 大里浩二, 內藤孝彦, 長井美樹, 山崎澄子合著; 洪禎韓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66 獨特有型的質感褲裝 小峯有華作; 周欣芃譯 平裝 1

9789865520373 動漫新手上色指南 噠噠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80 面積迷宮. Vol.5, 速度篇 村上綾一著; 陳聖怡, 伍言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80 面積迷宮. Vol.5, 速度篇 村上綾一著; 陳聖怡, 伍言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397 咖啡品牌力 善本出版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403 袖珍娃娃服裝紙型設計 関口妙子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410 奶茶Milk Tea特調101 李相旼作;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434 起司蛋糕的味覺新世界 田中博子, 吉野陽美, 中川たま, 鶴見昂, 長田佳子, 今井ようこ作; 李亞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441 面積迷宮. Vol.6, 靈感篇 村上綾一著; 陳聖怡, 伍言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441 面積迷宮. Vol.6, 靈感篇 村上綾一著; 陳聖怡, 伍言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458 糖霜餅乾技法聖經 桔梗有香子作; 李亞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0465 狗vs貓 頂尖對決 今泉忠明監修; 林俞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2199 西藏: 復國VS亡國= TIBET: restoring the state VS the colonial 「autonomic」(1951-2021)安樂業著 平裝 1

9786269532902 墜入深淵的中國 余杰著 平裝 1

9786269532919 袁紅冰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理論 袁紅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1500 Rebuild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by Andrew Stoeckel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07437 台灣優質建築. 21th= Formosa excellent building 馮智能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4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太商工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邑聚藝術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信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2285 亞大雙十 智慧卓越: 亞洲大學20週年特刊= Asia University 20th anniversary蔡進發, 鄧成連, 施能義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6637 Dragon fruit from production to markets edited by Bob Fullerton, Wen-Li Lee 1st ed. 平裝 1

9789869936644 Applicable solutions against rice blast in Asia edited by Yoshimichi Fukuta, Akira Hasebe, Masayasu Kato, Ray-Yu Yang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212 中國高鐵自由行: 中華歷史文化尋根之旅 吳武明, 余宗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9977 探索與冒險教育: 理論與實踐= Adventure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吳崇旗, 李晟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8752 國際越南語認證導論: C級解析= The official guide to the iVPT international vietnamese proficiency test- level c= CẨM NANG LUYỆN THI iVPT CÂP ĐỘ C Kèm Đề Thi Mẫu và Đáp Án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8776 與中國為鄰=Hām Tiong-kok chò chhù-piⁿ= Sống với Trung Quốc謝維英(Tạ Duy Anh)著; 蔣為文, 蔡氏清水, 鄭智程, 林美雪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422 微電子學 林昀, 林漢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1439 微電子學 林昀, 林漢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1446 微電子學 林昀, 林漢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91453 微電子學 林昀, 林漢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91460 微電子學 林昀, 林漢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991477 微電子學 林昀, 林漢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797 學前思維力訓練500題. 基礎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006 學前思維力訓練500題. 進階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013 學前思維力訓練500題. 挑戰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020 學前思維力訓練500題. 高手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879 隧道96小時: 邱醫生的明日傳奇 邱仁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568 Temas de gramática española para sinohablantes. 2= 西班牙文語法精選. 2José Miguel Blanco Pena(白士清)[作]; 李靜枝[中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0575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en Taiwán autore Laura Meng-yen Lou, Ailin Yen, Uriel Alberto Vélez Batista, Wan-jhen Wu, Javier Caramés Sánchez, Juan Alfredo Soto, Yun-chi Chang, Hai-ruo Yu[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巨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台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鑫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京采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5055 Town musicians of Bremen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illustrated by N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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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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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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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al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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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6137 Joy for little actors. 1, snow white (teaching guide) writers Jessie Ouyang, Wendy Wang, Shaw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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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6144 Joy for little actors. 2, Cinderella (teaching guide) writers Sophia Yang, Joyce Huang, Camille Chen, Liza Gao, Yu-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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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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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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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6168 Joy for little actors. 4, the turtle and the ra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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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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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8926 Pinocchio wee talk wee pla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Blue B吳彥姍, 林佳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8933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4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8940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4(教師用)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8957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4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8964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教師用). 4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8971 教學式講義: 國中英語. 4 林佳芳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8988 教學式講義: 國中英語(教師用). 4 林佳芳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8995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 4 林佳芳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9008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教師用). 4 林佳芳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9015 新無敵自修. 英語. 4 林佳芳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489022 Teacher's manual(blue). B 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平裝 1

9789574489046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6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9053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教師用). 6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9060 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教師用). 6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9077 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 6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9084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 6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9091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教師用). 6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9107 新無敵自修. 英語. 6 林佳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8071 Spring Cloud極致精巧的微服務架構開發技術 翟永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8088 物聯網原來這麼近: 立即手動實作一個 黃峰達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8095 SpringCloud & Docker雙劍制霸: 微服務架構實戰應用技術周立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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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4501 江明賢藝術專輯= The art of Jiang Mingxian 李承倫, 伍穗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861 拇指琴聲: 卡林巴的響樂之旅= The essentiale of kalimba張元瑞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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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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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57943 藝術,原來要這樣看!: 10個口訣,秒懂藝術大師內心戲奧森.沃德(Ossian Ward)作; 田立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57967 當文創遇上法律: 智慧財產的運用 賴文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57974 當藝術家變成貓: 藝術史上最強藝術貓的生活與時代妮雅.古德(Nia Gould)文圖; 王文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57981 在美術館裡逛一天 妮雅.古德(Nia Gould)文圖; 熊思婷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侏羅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78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使徒



9789579057998 地獄空: 姚瑞中拍立得地獄寫景 姚瑞中攝影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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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0096 JOJO論= ジョジョ論 杉田俊介作; 彭俊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1001 李歐和他的圈子: 美國畫廊教父卡斯特里的一生= Leo and his circle: the life of Leo Castelli安妮.科恩-索拉爾(Annie Cohen-Solal)作; 王袁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1025 敲打夢想的女孩: 一個女孩的勇氣改變了音樂馬格麗塔.因格文; 拉菲爾.羅佩茲圖; 馬筱鳳譯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31032 找到你的藝術家靈魂: 啟動你創造性魔法的實用指南= Find your artistic voice: the essential guide to working your creative magic麗莎.康頓(Lisa Congdon)作; 官妍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421 烏克麗麗練習週記 Annier Lee李宜玲編著 平裝 1

9789860639438 流行豆芽譜 姚逸軒編輯 平裝 第9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0691 泰好吃!道地泰熱炒X炒飯,一吃上癮 陽光美食編輯部, Sangdad Publishing作; 謝明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29 一日一魚料理食譜 Sangdad Publishing著; 林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831 圖解自然科學工程大百科 英國DK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2855 101道科學遊戲玩出好奇腦: 挑戰你的極限!100+腦力全開的科學益智遊戲,考驗推理力、想像力和分析思考力!達瑪拉.史壯(Damara Strong),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黃筱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862 苔玉苔蘚養植專書 Green Scape監修; 劉姍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879 矽谷工程師爸爸的超強思維導圖課 憨爸(趙昊翔), 小楊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886 中小學生の心智圖記憶學習筆記 李忠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893 家庭必備食材刀工刀法全圖解 高世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909 孩子的作文心智圖創意聯想 王麗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916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級難的找不同 EyeWin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923 超超超超超超級難的數隻數隻 EyeWin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947 療傷之書 辛蒂.史碧格(Cyndie Spiegel)著; 謝明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2961 孩子3歲後問不一樣的問題: 會問問題的父母教出會找答案的孩子葛利高里史托克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3005 不想被工作綁一生,一定要有的投資智慧: 破解理財盲點,贏在起跑點,賺在轉捩點簡倍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29 股市趨勢全攻略: 掌握投資之母、打破選股迷思、抓準出場時機,小散戶也適用的順勢賺錢術董鍾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36 為什麼股市漲跌跟你想的都不一樣: 全新解讀疫情改變的價值與成長選股邏輯王志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43 蒙特梭利遊戲帶孩子玩出好情緒= Children's emotions琪雅拉.皮洛迪(Chiara Pirodd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50 健身成功的步驟 核心燃脂增肌全圖解專書 南希.L.納特尼科拉著; 翁鈴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67 漫畫一看就懂!10歲開始學理財 孩子與經濟研究會著; ササキマコト漫畫; 劉姍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74 短時高效.輕量HIIT: 增肌、減脂、抗老化!有效改善慢性發炎、促進代謝、提高免疫力,全世界醫生都矚目的劃時代運動法!今井一彰著; 劉姍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81 柳川や菠蘿!星野酵母的熟成美味: 跟著排隊名店師傅艾力克,從培養酵母到麵種,25款變化新食感艾力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098 手繪圖解天氣動態全知道 生活萬用氣象學 楊憶婷作; 竹君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104 健身解剖: 501個肌力強化訓練= 501 best: strength exercises娜塔莎.戴蒙德.沃克(Natasha Diamond-Walker)作 平裝 1

9789863713111 <圖解>物理治療 肌筋膜慣性疼痛 卡布里爾.季絲琳著; 况宜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128 玩不膩的STEAM科學好奇實驗室 安潔雅.斯卡佐.伊(Andrea Scalzo Yi)作; 胡欣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142 耐心教細心學,日本記憶大賽冠軍教你打造成功孩子的記憶力池田義博著; 劉姍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3180 古怪快遞: 會咬人的包裹 夏洛特.哈伯薩克(Charlotte Harbersack)著; 管中琪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6705 識透講師玉成= Facilitator's guide to "seeing life as it is"和氣大愛識透生命真相課程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5623 文昌帝君功過格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661 劉伯溫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678 太陽星君真經.太陰星君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685 太乙救苦護身妙經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1760 中國甲冑史圖鑑 周渝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卓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和氣大愛文化



97898606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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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9789860645057 懸案密碼. 8, 第2117號受難者= Victim 2117 猶希.阿德勒.歐爾森(Jussi Adler-Olsen)著; 廖素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5064 栗子人 索倫.史維斯特拉普(Søren Sveistrup)著; 清揚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8605 遺忘效應= Obscura 喬.哈特(Joe Hart)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612 逆局 千羽之城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68629 逆局 千羽之城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68643 訪客 托比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9267 基地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作, 葉李華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79274 基地前奏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作, 葉李華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79281 基地與地球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作, 葉李華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79298 基地與帝國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作, 葉李華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9501908 第二基地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作, 葉李華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9501915 基地邊緣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作, 葉李華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9501922 基地締造者 以撒.艾西莫夫(Issac Asimov)作, 葉李華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9501946 無名之子= Children of the nameless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傅弘哲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1984 詭軼紀事. 參, 萬聖鐮血夜 Div(另一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0686 其實,問題出在心理受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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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7811 記憶 薇洛妮卡.歐金(Veronica O'Keane)著; 潘昱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7842 凝視優雅: 細說端詳優雅的美好本質、姿態與日常= The art of grace: on moving well through life莎拉.考夫曼(Sarah L. Kaufman)著; 郭寶蓮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2589 東協自由貿易區與外商直接投資 李陳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2596 國際策略聯盟: 跨文化衝突與管理 李陳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4702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4 楊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4719 偶.遇 籬籬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4726 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逢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4733 我城故事 殷寶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4740 自在光 自在觀 李芯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37448 新絲路-文意高分特快車: 20種應用技巧全攻略若水, 謝儀, 簡文姬, 陳麗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448 新絲路-文意高分特快車: 20種應用技巧全攻略若水, 謝儀, 簡文姬, 陳麗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455 新絲路-閱讀超會考 林立, 彥井流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455 新絲路-閱讀超會考 林立, 彥井流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09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張瑩倩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09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張瑩倩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16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游睦壬煸著 平裝 -1

9789860737516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游睦壬煸著 平裝 1

9789860737523 公民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映竹, 晨葳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23 公民圖解統整測驗集. 第1-2冊 映竹, 晨葳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30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中國篇 尤淑芳, 洪文芳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30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中國篇 尤淑芳, 洪文芳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47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世界篇 黃秋鳳, 洪文芳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47 地理圖解統整測驗集. 世界篇 黃秋鳳, 洪文芳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54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中國篇 胡庭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54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中國篇 胡庭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61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世界篇 胡庭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61 歷史圖解統整測驗集. 世界篇 胡庭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37578 KO理化教室. 1, 實驗須知與認識物質 張芮慈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奇鼎



9789860740066 KO會考-國文總複習講義(全) 李惠惠, 許恩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066 KO會考-國文總複習講義(全) 李惠惠, 許恩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073 KO會考-國文總複習講義. 1-4冊 李惠惠, 許恩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073 KO會考-國文總複習講義. 1-4冊 李惠惠, 許恩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080 KO會考-數學總複習講義(全) 謝惠萍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080 KO會考-數學總複習講義(全) 謝惠萍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097 KO會考-數學總複習講義. 1-4冊 謝惠萍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097 KO會考-數學總複習講義. 1-4冊 謝惠萍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03 KO會考-理化總複習講義(全) 張嘉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03 KO會考-理化總複習講義(全) 張嘉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10 KO會考-理化總複習講義. 3-4冊 張嘉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10 KO會考-理化總複習講義. 3-4冊 張嘉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27 KO會考-生物總複習講義(全) 謝玉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27 KO會考-生物總複習講義(全) 謝玉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34 KO會考-地球科學總複習講義(全) 張嘉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34 KO會考-地球科學總複習講義(全) 張嘉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41 KO會考-地理總複習講義(全) 洪文芳, 曾鈺真, 陳曦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41 KO會考-地理總複習講義(全) 洪文芳, 曾鈺真, 陳曦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58 KO會考-歷史總複習講義(全) 蔡奇麟, 王宇新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58 KO會考-歷史總複習講義(全) 蔡奇麟, 王宇新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65 KO會考-公民總複習講義(全) 陳亞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65 KO會考-公民總複習講義(全) 陳亞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72 進-國文總複習講義(全) 覃子居,溥豊仁, 吳風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72 進-國文總複習講義(全) 覃子居,溥豊仁, 吳風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89 進-數學總複習講義. 1-4冊 何羽珊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89 進-數學總複習講義. 1-4冊 何羽珊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96 進-數學總複習講義. 5-6冊 何羽珊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196 進-數學總複習講義. 5-6冊 何羽珊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0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1上(含首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0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1上(含首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1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1上(含首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1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1上(含首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2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1上(含首冊) 陳佑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2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1上(含首冊) 陳佑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3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2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3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2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4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2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4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南). 2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5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2上 劉珮昕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5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2上 劉珮昕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6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3上 陳佑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6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3上 陳佑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8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3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8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3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9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4上 玄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29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4上 玄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1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4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1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4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2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5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2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5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4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5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4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5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5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6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5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康). 6上 郭金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7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6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7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國語(翰). 6上 許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8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1上 孟瑤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8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1上 孟瑤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9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1上 筱述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39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1上 筱述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1上 凌厲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0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1上 凌厲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1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2上 知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1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2上 知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2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2上 澄愷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2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南). 2上 澄愷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3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2上 凌厲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3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2上 凌厲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4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3上 湘云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4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3上 湘云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6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3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6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3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7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4上 湘云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7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4上 湘云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9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4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49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4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0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5上 品宣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0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5上 品宣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2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5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2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5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3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6上 陳妍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3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康). 6上 陳妍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5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6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5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數學(翰). 6上 郭棠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6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 1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6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 1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7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1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7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1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8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1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8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1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9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 2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59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康). 2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0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2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0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南). 2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1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2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1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生活(翰). 2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2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3上 楊衝, 寧媗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22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3上 楊衝, 寧媗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4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3上 李軒, 高育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4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3上 李軒, 高育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5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4上 楊衝, 寧媗著 平裝 -1

9789860740653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4上 楊衝, 寧媗著 平裝 1

978986074067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4上 黃小玲, 亭亭著 平裝 -1

978986074067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4上 黃小玲, 亭亭著 平裝 1

978986074068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5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68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5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0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5上 楊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0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5上 楊衝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1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6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14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康). 6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3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6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38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自然(翰). 6上 一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4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3上 蔡喆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45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3上 蔡喆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6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3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69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3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7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4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7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4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9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4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79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4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0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5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06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5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2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5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20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5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3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6上 鄧方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37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康). 6上 鄧方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5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6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0851 國小課堂精華.評量 社會(翰). 6上 奕昕, 謝臻編著 平裝 1

9789860745863 直笛樂學園 邱家麟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45870 直笛樂學園 邱家麟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45887 直笛樂學園 邱家麟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45894 直笛樂學園 邱家麟編著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5488 奇蹟課程釋義: 正文行旅. 第二冊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1006 清代古符簿 林再忠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047 宜蘭縣青溪美展. 2021 游蒼賢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167 宜蘭美術. 63期 鄒森均編輯委員 平裝 2

9789869529174 宜蘭縣美術學會畫冊. 2021 鄒森均總編輯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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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2736 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の理論と実践: キャリア教育としての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の効果董莊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52743 大学の日本語. 初級ともだち. vol.1= Elementary Japa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東京外国語大学留学生日本語教育センター編著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05439 戰地春夢. 中 厄尼斯特.海明威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46 輕療癒: 超級食物精力湯,排毒防癌抗三高 素人天然食研究會原作; 林芷恩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53 一生必讀的50本日本文學名著. 2, 魅惑青春篇 陳銘磻原作; 蕭淳介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60 生命的旅途 賽珍珠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77 草原故事 馬克西姆.高爾基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84 戰地春夢. 下 厄尼斯特.海明威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491 納尼亞傳奇. 1, 魔法師的外甥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07 納尼亞傳奇. 2, 獅子女巫和魔衣櫥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14 納尼亞傳奇. 3, 能言馬與男孩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21 納尼亞傳奇. 4, 凱斯賓王子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38 納尼亞傳奇. 5, 黎明踏浪號的遠航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45 納尼亞傳奇. 6, 銀椅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52 納尼亞傳奇. 7, 最後一戰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69 納尼亞傳奇(七部曲) C.S. 路易斯原作; 袁光麟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76 西班牙朝聖800K: Kelly這樣撿回自己 林孟燕原作; 鄭焙檍朗讀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宜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宜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5

送存冊數共計：5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蘭縣九芎城文化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尚儀數位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尚禾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尚昂文化



9786267005583 逆風的手搖鈴 古梅原作; 蕭辰倢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590 最陌生的鄰居: 韓國 楊智強原作; 蕭淳介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06 菇的呼風喚雨史(暢銷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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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哲原作; 邱佩轝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13 顯微鏡後的隱藏者: 改變世界的女性科學家 劉仲康, 鍾金湯原作; 邱佩轝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20 接受逆境的勇氣: 從阿德勒40句金言學習激勵生命之道林有田原作; 程孝倫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37 (新譯)文學鬼才芥川龍之介悟覺人性: 從<老年>到<河童>,10則短篇揪住生命的複雜與矛盾芥川龍之介原作; 尹仲敏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44 料理臺灣: 從現代性到在地化,澎湃百年的一桌好菜蕭秀琴, 林一先原作; 郭靜樺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51 This Way看電影: 提煉電影裡的歷史味 蔣竹山原作; 許芳寧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68 星讀物語: 怡慧老師十二星座的閱讀配對處方箋宋怡慧原作; 于承右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75 修復關係,成為更好的自己: Bowen家庭系統論與案例詮釋邱淑惠原作; Kat KUO朗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6534 Amyの私人廚房,一日兩餐快速料理 張美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25 名中醫的兒科診療法 孫茂峰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787 95組超燃脂鍛鍊 李霄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855 我要實現願望!: 怦然心動的28日吸引力課程 都築真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6916 只要30秒,超、超、超僵硬的身體都能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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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36985 為何家會傷人 武志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036 Every table 柳川香織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6081 存股好簡單 孫悟天, 孫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227 存股好簡單 孫悟天, 孫太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6098 金融教授教你從財報3表找出會賺錢的公司 西山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104 養好脾肺腎 李愛科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166 財富豐盛吸引力: 28個豐盛指引,開發內心能量,扭轉未來人生沈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173 不會表達, 你的努力一文不值 李文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180 財富豐盛吸引力 沈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210 Amyの私人廚房10分鐘出好菜 Amy(張美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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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4835 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 1, 泰雅族、布農族、鄒族里慕依.阿紀, 阿浪.滿拉旺, 巴蘇亞.迪亞卡納故事採集; 陳景生, 阿伐伊.尤干伐那, 瑁瑁.瑪邵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866 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 2, 阿美族、卑南族、達悟族馬耀.基朗, 林志興, 希南.巴娜妲燕故事採集; 林順道, 陳建年, 席.傑勒吉藍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873 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 3, 魯凱族、排灣族、賽夏族、邵族奧威尼.卡露斯, 亞榮隆.撒可努, 潘秋榮, 簡史朗故事採集; 伊誕.巴瓦瓦隆, 見維巴里, 賴英澤, 陳俊傑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880 如果最終極目標是財務自由,不如一開始就學投資賺錢!!: 致富思維X實戰方法王者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801 世紀大冤案: 南迴搞軌: 辯護律師的不平之鳴 吳漢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353 TOEIC Bridge®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II= TOEIC Bridge® official test-preparation guide. vol.2ETS®作; TOEIC Bridge®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譯; 張秀帆, 李海碩翻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9298360 TOEFL ITP®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I= Official guide to the TOEFL ITP® tests. vol.1ETS®作; TOEFL ITP®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9298377 TOEIC® Essential Vocabulary Builder: TOEIC®測驗關鍵字彙書ETS®作; TOEIC®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編譯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1854 沉默卻關鍵的人物: 一貫道基礎忠恕臺灣開荒前人袁翥鶚的個案研究鍾雲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8747 寶寶的第一套英文啟蒙繪本 智慧軒文化編繪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18761 動物邏輯推理棋 李瑞麟, 呂添意總編輯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1136 宇宙本原考=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劉洪均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忠欣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忠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拇指王文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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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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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7737 易經與論語. 第八卷 吳秋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000 落地深耕: 身體實踐的造夢者= Rooted cultivation黃建彪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00804 精通SolidWorks 2020. 基礎篇 周曉龍作 平裝 1

9789863801078 Excel資料處理分析 高手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3801108 選擇權 武功祕笈 Dave C, 吳西蒙, Amber作 平裝 1

9789863801115 AutoCAD武功高手 張丁尹作 平裝 1

9789863801122 Painter 武功祕笈 周森森作 平裝 1

9789863801177 PHP & MySQL武功秘笈 藍易作 平裝 1

9789863801184 SolidWorks 2019 進階應用武功秘笈 周曉龍作 平裝 1

9789863801191 MetaTrader 5貨幣自動交易武功秘笈 Dave C, 任以能, 奕滕編著 平裝 1

9789863801207 Project專案管理認證高手 李育文作 平裝 1

9789863801214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武功秘笈 松橋小組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3801221 Inventor 3D機械設計武功密笈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3801238 MasterCam 2021輔助製造高手 周曉龍作 平裝 1

9789863801245 Project 2019專案管理武功祕笈 周曉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3801252 SolidWorks 2019基礎應用武功秘笈 周曉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3801269 精通AutoCAD 2020機械設計 周曉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1276 SolidWorks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武功祕笈. 基礎篇林志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01283 Illustrator CC向量設計高手 趙雅芝作 其他 1

9789863801290 UniGraphics NX製造設計高手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3801306 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InDesign CS6平面設計武功祕笈陳珊珊作 其他 1

9789863801320 PowerPoint高手 林佳生作 其他 1

9789863801337 3ds Max動畫製作高手 elearningDJ作 其他 1

9789863801344 SolidWorks零件進階設計武功祕笈 孫之遨作 平裝 1

9789863801351 Excel公司財務管理高手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3801368 VB.NET設計ASP.NET Web應用程式武功祕笈 鄭博元, 郭芳熙作 其他 1

9789863801399 AutoCAD 3D電腦繪圖武功祕笈 廖高德作 平裝 1

9789863801405 Maya動畫材質武功祕笈 馬奇克數位工作室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1480 圖解幕末維新(更新版) 外川淳著; 林農凱譯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4801510 美漫腳本創作法= The art of comic book writing 馬克.尼斯(Mark Kneece)著; 林柏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1527 圖解住宅尺寸全書: 安全X隱私X舒適X機能 打造細緻體貼的耐住宜人住宅堀野和人, 黑田吏香著; 陳春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1589 家具設計 和田浩一作; 陳嘉禾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1657 圖解金融 溫美珍著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4801756 圖解第一次看財務報表就上手 趙曉蓮, 李明黎, 易博士編輯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4801794 建築設備= 世界で一番やさしい建築設備 山田浩幸監修.著作; 沈曼雯譯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4801862 超日本近現代史 河合敦監修; Sideranch繪製; 李惠芬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013 自由潛水聖經: 一口氣潛入水下世界 Umberto Pelizzari, Stefano Tovaglieri著; 李銳媛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習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易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易潛企業



9789869769051 自由潛水寶典: 從Level 1 到Level 4= Freediving 平裝 1

9789869769068 水肺潛水寶典: 從OW到AOW= Scuba diving 平裝 1

9789869769075 水下攝影寶典: 從初階到進階 Patrick Ong作 平裝 1

9789869769082 人魚潛水寶典: 從Level 1到Level 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9099 人鱼潜水宝典: 从Level 1到Level 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07674 工廠風水解疑 混元禪師主講; 元合編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5781 造就自己吧= 자기를 만들어라 鄭明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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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07344 漢字奧秘大迷宮: 開著門,關著門 小象漢字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351 漢字奧秘大迷宮: 上一上,下一下 小象漢字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368 漢字奧秘大迷宮: 向左轉,向右轉 小象漢字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375 漢字奧秘大迷宮: 誰的多,誰的少 小象漢字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382 漢字奧秘大迷宮: 白白屋,黑黑瓦 小象漢字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7399 字然課. 2 謝小未童詩; 潘心屏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325 不孝的馬林= Malin Kundang 梁馨月, 何沛晴圖; 阮慕玲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9900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暨印鈕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二十二屆= The 22nd Ming Tsung Award National Calligraph, Seal Carving, and Button Competition廖穆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7816 全國美容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2021= 2021 National Conference Symposium Proceedings of Science Beauty龍明有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810 景敢: 明道大學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17屆畢業專刊陳亮吟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8841 中和位育: 中庸證釋白話本: 序言集全書大旨第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2837 未來日記= daily fiction 蔡詠欣XINs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2637 統測關鍵字彙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644 言古驗今: 中國針灸思想史論 張樹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明志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易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人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朋丁pon di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景觀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時尚造型與設計系



9789571932675 一代特工: 你所不知道的戴笠 王蒲臣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272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第五冊 丁威仁, 田啟文, 李勻秋, 詹筌亦, 簡淑寬編著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774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932798 藥林外史 鄭金生作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2804 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學家 張君勱著; 江日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2842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932866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三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93285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國文. 第六冊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897 班雅明 馬國明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89078 從E開始彈奏。 佐々木拓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5411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3438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3964 我在麻理體內 押見修造作; 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4607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5994 狼口 久慈光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6984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29213 迷你無頭騎士異聞錄 成田良悟原作; 梅津葉子作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0494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69848 X光室的奇蹟 橫幕智裕, 森泰士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1401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16635 Radiation House X光室的奇蹟 横幕智裕, 森泰士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7113 東方茨歌仙 ZUN原作; あずまあや漫畫; kinnsan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7922 Fate/Grand Order-mortalis:stella: 剎那星辰 TYPE-MOON原作; 白峰漫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8882 夏日時光 田中靖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2544 奇諾之旅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恵一原作; シオミヤイルカ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25729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原作; 福田直叶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28867 不能委託他 雪広うたこ作; 陳家恩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29772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2634615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2635247 墜落JK與廢人老師 sora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5292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暁なつめ原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37111 Game of Familia: 家族戰記 山口ミコト原作; D.P作畫; 梁勝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569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作; 樋野友行漫畫; 蕭宏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38873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復刻愛藏版)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38880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復刻愛藏版)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39764 存在科學可能性的生物少女觀察日記 KAKERU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9634 航海王談戀愛 伊原大貴作; 蕭宏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0494 黑色五葉草外傳 四騎士 田代弓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1637 辣妹轉生: 異世界生活真的很沒勁 佐々木マサヒト作; 矢思邦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3334 Skeeter Rabbit!!熱舞女孩 雨蘭作; 梁勝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3594 食戟之靈L'étoile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原作; 伊藤美智子[作]; 昭時大紀作畫; 陳姿君譯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3648 不倫食堂 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43778 宿命戀人 カズタカ原作; 智弘カイ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4133 天國大魔境 石黒正数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4744 魔都精兵的奴隸 タカヒロ原作; 竹村洋平漫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5772 賭徒的行進 小高和剛原作; 中山敦支漫畫 ; 蕭宏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6144 HEART GEAR機器人之心 タカキツヨシ作; 蕭宏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6533 為愛瘋狂的時光 Yusa作; 葛增娜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7127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復刻愛藏版)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47134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復刻愛藏版)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48070 與雪女同行吃蟹 Gino0808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8339 寄生獸 反轉 岩明均原作; 太田MOARE漫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8438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48452 MF GHOST燃油車鬥魂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49282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原作; ねこクラゲ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9305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原作; 加藤拓弐作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9510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五示正司原作; びび漫畫; 陳瑞璟譯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東立



9789572649572 25時,赤坂見. II 夏野寛子作; 劉維容譯 平裝 1

9789572650226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51018 通靈童子 紅 武井宏之原作; ジェット草村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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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2651124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51155 亞梨沙決鬥詩章 Cygames, 邪武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1179 兩人的獨白 ツナミノ ユウ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1186 淘氣辣妹安城 加藤雄一作; 王杉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1377 月薪嬌妻 海野綱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51407 工作細胞BLACK 原田重光原作; 初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1476 王樣老師 椿泉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2651964 少年,偷懶一下吧? 赤城朝人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2282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52299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52190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2206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2213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2220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2237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2244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2251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52268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2275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2343 村祀 山口讓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2848 想看她一臉嫌惡地露出褲褲: 本少爺就是想看40原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3388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3920 完全迴避補師的異世界軌跡 ぷにちゃん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4385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54392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54408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54293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4309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4316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4323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4330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54347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4354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54361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4378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4569 狼的花嫁 りゆま加奈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4828 通靈童子THE SUPER STAR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5511 同步快感 本名和幸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5658 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但可以當我女友嗎? 望公太原作; 浦稀えんや漫畫; 冰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5719 愛上無節操的我 町田とまと作; 黃語婷譯 平裝 1

9789572655993 路地迷宮裡的少女 十月士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6518 陰差陽錯 藍揚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6716 成為異世界最強魔王10個孩子的媽媽 遠山繪麻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7096 心跳特區: 秘.蜜 宮崎摩耶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57119 ONE PIECE航海王特刊 尾田栄一郎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7256 春風的異邦人 紀伊カンナ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7409 七大罪: 幕後秘辛大放送(全公開)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57423 ALMA魂 三都慎司作; 冰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7683 被擦掉的初戀 ひねくれ渡原作; 或子漫畫;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7713 砂漠下的旋律 今市子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58017 杜鵑婚約 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8031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過去成了傳說。えぞぎんぎつね原作; 阿倍野ちゃこ漫畫; 王杉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8321 今晚,在上司懷裡 真章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58598 傑尼斯男爵的可疑工作 佐崎いま, 高瀬ろく作; 布丁媽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8802 零之大賢者. 2, 重返年輕的最強賢者隱瞞身分再次成名夏海ユウ作; 梁詩莛譯 平裝 1

9789572658819 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4, 神秘的茶會望月麻衣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572659267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59274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59281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59298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59328 愛的牢籠 左藤さなゆき作; Shion譯 平裝 1

9789572659380 2DK的同居情事 ジョゼ作; Shion譯 平裝 1

9789572659502 椿町的寂寞星球 山森三香作 平裝 第13冊 2

9789572659670 你遭難了嗎? 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が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59717 派對咖孔明 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9762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葱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59779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葱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0188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60270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曾瀞玉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0447 AGRAVITY BOYS無重力少年 中村充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0713 與精靈新娘攜手展開異世界領主生活. 5, 很遺憾,黎里加爾多已經消失了鷲宮たいじん作; 何力譯 平裝 1

9789572660782 天使與黑道 星名あんじ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0935 弟控哥哥請轉頭看我 木下ネリ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1062 不道德公會 河添太一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1116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61178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1239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61307 BADON天堂菸館 小野夏芽作; 厭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1475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61482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61499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1543 小老虎是♂卻一直撲向我 吾笠花作; 小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1581 呆萌酷男孩 那多ここね作; 厭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1628 禁愛: 獸人ABO ともち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62038 雙胞胎為愛煩惱 桜野いつ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2113 GRANBLUE FANTASY碧藍幻想 cocho, 楓月誠, Cygames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2199 (修復)技能既然變成了萬能作弊招式,乾脆開間武器店吧星川銀河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2281 必勝迷宮的經營方法 雪だるま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2434 NIGHT TRAP深夜陷阱 柳ゆと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2496 幸運女神求職中 青木U平原作; よしづきくみち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2526 不死不運 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2731 極彩之家 びっけ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2922 女朋友vs.女朋友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2939 女朋友vs.女朋友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2953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2960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2977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2984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2991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3004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3011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3295 無法開口對你說的事 もふもふ枝子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3363 人間觀察同好會 日乃チハヤ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572663424 與妳相戀到生命盡頭 あおのなち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3431 不當哥哥了! ねことうふ作; 刻托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3561 可以讀檔的旅店: 聽說能力值滿點的轉生冒險者在旅店開始培育新人稲荷竜作; 蕪村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3646 失格紋的最強賢者: 世界最強的賢者為了變得更強而轉生了進行諸島作; 偽善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3691 與星火相伴的微光 貓邏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3790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63912 式守同學不止可愛而已 真木蛍五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3950 派對咖孔明 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4025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4032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4353 後座的加藤同學 梅田みそ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64407 兔醫生和虎流氓 本間アキラ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4599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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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2664827 怪怪守護神. 18.5: 公式漫迷手冊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64834 童貞女王的兄弟遊戲 理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4926 動手描圖就會畫!家教式動漫人物繪畫練習本 室井康雄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64933 長夜裡的甜蜜擁抱 野花さお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4964 與遊戲網友見面,來的是職場鬼上司 ん村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5091 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100%可愛 值言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5237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65213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65220 通靈童子(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5282 幸運女神(愛藏版)(首刷附錄版) 藤島康介作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65343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陳士晉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5398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首刷附錄版)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65404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首刷附錄版)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65411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首刷附錄版)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6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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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2665701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首刷附錄版)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65718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首刷附錄版)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65725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首刷附錄版)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2665732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65756 白金終局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5800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65817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 真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65824 工作細胞 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5831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65848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65947 純淨端正的美好世界 山本アタル作; 布丁媽譯 平裝 1

9789572666012 鬆開綁住你的繩索 retie 緋汰しっぷ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66029 葬送的芙莉蓮 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6036 葬送的芙莉蓮 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6043 葬送的芙莉蓮 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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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2666128 童年玩伴的高潮調教: 喜歡你才抱你 いけがみ小5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6180 秘密治療師 世尾せりな作; 加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6234 命運戀人 KAZUTAKA原作; 智弘櫂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6265 夢裡可以作到哪一步? 百瀬あん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6289 我的模特兒 風緒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6302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矢口高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6319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矢口高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6463 工作過失的情色指導 長与エリ子作; 馮玉婷譯 平裝 1

9789572666470 給不良少年的甜美獎賞 宮沢ゆら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572666487 凝視的眼眸 日野ガラス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66609 約定的道別 緒花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6616 童貞黑道的外送情人 藤峰式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66661 讓我討厭你 ひじき作; 徐柔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6760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66807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66821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67002 印刷百面相! 染谷みの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7149 TV動畫『鬼滅之刃』:公式角色書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卷1 1

9789572667156 TV動畫『鬼滅之刃』:公式角色書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卷2 1

9789572667200 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 日ノ原巡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7224 拜託請穿上,鷹峰同學 柊裕一作; 冰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7231 戀獄都市 俵京平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7330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 暁雪原作; へんりいだ漫畫; 陳瑞璟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7361 戀上換裝娃娃 福田晋一作; 王杉珊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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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2668764 解不開戀愛算式的理由 須坂紫那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67514 雪無香 千千夜[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7538 EDENS ZERO伊甸星原. 12 真島浩著;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67545 BEASTARS. 19 板垣巴留著;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67552 鑽石王牌actII. 18 寺嶋裕二著;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67569 FAIRY TAIL魔導少年CITY HERO. 4 真島浩, 安東汐著; 吳勵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2667576 BEASTARS. 20 板垣巴留著;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67620 勇者(略). 11 BIGUN著 其他 1

9789572667637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67651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7682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67699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67705 中華小廚師!極 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7767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30冊 1

9789572667866 小辣妹. 6 柏木晴子著; 吳意文譯 其他 1

9789572667941 地獄和金錢都比不上愛 桐式トキコ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68061 從今以後,兩個人 まちお郁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8085 魔都精兵的奴隸 タカヒロ原作; 竹村洋平漫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8092 蒙面係長returns 斑目ヒロ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68108 小町教授的開發記錄365 藤峰式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68122 怕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8160 狗狗不聽話! 上田にく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8207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68214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68221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68238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68252 淫亂上司和忠犬部下 縁々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8283 你太貪心了,墨田! 直野儚羅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8313 貓貓契約 楢崎壮太作; 徐柔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8382 甦醒的戀愛記憶 黒井つむじ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68429 中禪寺老師妖怪講義錄 解謎就交給老師。 志水アキ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8481 九尾妖狐與帶子和尚: 直到永遠 りんこ, 三原しらゆき作; Niva譯 平裝 1

9789572668535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其他 第29冊 1

9789572668542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復刻愛藏版) 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部譯 其他 第30冊 1

9789572669518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68924 請把我當成妹妹,給我超越女友的愛。 滝沢慧作; 蕪村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8955 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平凡大叔,其實是地表最強戰神相野仁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8962 從本能寺開始與信長統一天下 常陸之介寛浩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9006 掉了手機,撿到妖♂精!?. vol.3, 春夢同時是預知夢沒有衝突啊!子陽作 平裝 1

9789572669013 『鬼滅之刃』吾峠呼世晴畫集: 幾星霜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69532 小恐龍GON(復刻愛藏版) 田中政志作; 厭世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9556 小恐龍GON(復刻愛藏版) 田中政志作; 厭世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69563 小恐龍GON(復刻愛藏版) 田中政志作; 厭世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69570 小恐龍GON(復刻愛藏版) 田中政志作; 厭世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69181 被召喚到異世界的我和魔王大人語言不通 うたし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9198 神明的甜點茶屋: 向見習狐狸提出甜蜜邀約 倉橋蝶子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69426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2669440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2669495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69501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2669617 給我上天堂!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9624 給我上天堂!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徐柔譯 其他 1

9789572669631 嫉妒染上狐狸的色彩 末広マチ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69648 queue軌跡: Kanna Kii artbook 紀伊カンナ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69655 新妻君與新夫君 再戰一回 蔓沢つた子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69693 那傢伙的癖好有夠變態! くろむら基人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572669709 盡全力反抗啊 爽朗王子的扭曲癖好 音海ちさ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69723 即使無法在一起! 小坂つむぎ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69761 狩龍人拉格納 小林大樹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9785 綻放絢爛舞台! 春園ショウ作; 李芸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69792 香格里拉.開拓異境: 糞作獵手挑戰神作 硬梨菜原作; 不二涼介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9822 地縛少年花子君 あいだいろ作; 劉維容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69945 政宗君的復仇. 0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70019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21冊 1

9789572673546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其他 第99冊 1

9789572670095 凡爾賽玫瑰(完全版) 池田理代子作; 尤靜慧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0101 凡爾賽玫瑰(完全版) 池田理代子作; 尤靜慧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0118 凡爾賽玫瑰(完全版) 池田理代子作; 尤靜慧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0187 義呆利World★Stars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0293 通靈童子(愛藏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2670392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75090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10冊 1

9789572670477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作; 吳苾芬譯 其他 第12冊 1

9789572670576 魔王學園的背叛者: 人類最初的魔王候補,和少女眷屬一同向王座發起衝擊久慈マサムネ作; 偽善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70583 我的HAPPY日記 桐真作 平裝 1

9789572670637 5個國王. 4 絵歩, 恵庭著; 翁蛉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2670668 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 日ノ原巡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0675 新妻君與新夫君 再戰一回 蔓沢つた子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70682 與遊戲網友見面,來的是職場鬼上司 ん村作; 張芳馨譯 其他 1

9789572670712 只對你免費 夏下冬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70743 17初戀 木下 けい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0750 與春天的距離 ハルモト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上冊 1

9789572670767 與春天的距離 ハルモト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下冊 1

9789572670804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9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0811 黑色五葉草. 26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0828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23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其他 1

9789572670835 空挺Dragons. 9 桑原太矩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70842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6 伏瀨, 川上泰樹, みっつばー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0859 短跑女神. 3 原田重光, かろちー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0866 GRANDBLUE碧藍之海. 16 井上堅二, 吉岡公威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0873 通靈童子(愛藏版). 3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0880 雙星之陰陽師. 22 助野嘉昭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0897 騷亂時節的少女們. 6 絵本奈央, 岡田麿里作; 翁蛉玲譯 其他 1

9789572670903 我的女友是老師. 1 孟倫, 星河蟹, 鏡遊作; 蔡妃甯譯 其他 1

9789572670910 咒術迴戰公式漫迷手冊 全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71214 白王子與黑王子 佳門サエコ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76134 白王子與黑王子 佳門サエコ作; 加奈譯 其他 1

9789572671269 極品獅子養成計畫 鬼嶋兵伍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71337 孕育虛假的愛: ABO世界 ポケラ ふじ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71375 浪漫.嘆息 左藤さなゆき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73676 幻怪地帶 伊藤潤二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1399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7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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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冊 1

9789572671436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71450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71559 異世界戀愛饗食. 2 嵐星人作 其他 1

9789572671566 噩夢少年. 6 銀甫作 其他 1

9789572671689 水星領航員(完全版) 天野こずえ作; 厭世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1696 水星領航員(完全版) 天野こずえ作; 厭世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1931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19冊 1

9789572671948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20冊 1

9789572672099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カワグチタケシ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72204 精靈幻想記. 19, 風之太刀 北山結莉作; 蕪村譯 其他 1

9789572672228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life. 5, 超越者、死神、自稱最弱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其他 1

9789572672259 眾神眷顧的男人 Roy作; 徐維星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72273 是啊,確實很可愛呢 刈野ミカタ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2310 無法放棄你的前未婚妻就不行嗎? 桜目禅斗作; 陳靖涵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2358 我在異世界裡面臨輔助魔法與召喚魔法的選擇横塚司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72365 神落帝皇的魔法使 易人北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72372 HOUSEBACKER心之歸屬 夏目維朔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2389 今天不上班. 12 藤村真理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2396 工作細胞BLACK. 5 原田重光原作; 初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2419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6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其他 1

9789572672426 HELLO MORNING STAR. 2 倉橋トモ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2433 騎乘之王. 5 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2440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3 真木蛍五作; 蔡妃甯譯 其他 1

9789572672457 時鐘機關之星. 10 榎宮祐, 暇奈椿原作; KURO漫畫;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2464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14 藤沢 亨作;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2471 進擊的巨人. 33 諫山 創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72488 EDENS ZERO伊甸星原. 13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2495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10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2501 化物語. 11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2518 戰國權兵衛. 4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2525 給不滅的你. 14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72532 ONE PIECE航海王. 98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其他 1

9789572672549 咒術迴戰. 14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2556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20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2563 不倫食堂. 10 山口讓司作; 謝子庭譯 其他 1

9789572672570 出租女友. 15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2587 不適合有秘密的職業. 上 金井桂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2594 不適合有秘密的職業. 下 金井桂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2600 DRAGON BALL超 七龍珠超. 14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2617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6 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2624 地獄樂. 9 賀来友治作; 蔡妃甯譯 其他 1

9789572672631 通靈童子(愛藏版). 4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2686 木嶋哥哥想同居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2730 學長對我的心臟有害 百瀬あん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73140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3645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3973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其他 第34冊 1

9789572674017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其他 第16冊 1

9789572676387 出租女友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21冊 1

9789572673119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其他 第7冊 1

9789572673133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其他 第22冊 1

9789572673157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三河ごーすと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73188 世界最強後衛: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 とーわ作; 龔持恩譯 其他 第7冊 1

9789572675458 營業二課! 金井桂作; 趙秋鳳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5755 女校之星 和山やま作; 翁蛉玲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4000 心神蕩漾的雙唇more melty 高崎ぼすこ作; 李芸譯 其他 1

9789572673515 絕不屈服 しっけ作; 曾怡華譯 其他 1

9789572673386 PUI PUI天竺鼠車車 塞車了是誰的錯? 見里朝希, シンエイ動画監修; 蔡夢芳譯 精裝 1

9789572673393 帥到無法談戀愛的男人 リオナ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73539 來自獅之國(特裝版) 博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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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4冊 2

9789572673584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73591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73621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何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73638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何力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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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73737 成為鐵匠在異世界度過悠閒人生 たままる作; 曾柏穎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3751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猿渡風見作; 林意凱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3775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おけまる作; Kyo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3805 Unnamed Memory無名記憶. II, 失去寶座的女王古宮九時作; 陳柏伸譯 平裝 1

978957267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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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3836 我的女友是老師 鏡遊作; 陳柏伸譯 其他 第7冊 1

9789572673843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作; 陳士晉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73881 謊言遊戲. 2, 騙子轉學生被小惡魔學姊盯上了 久追遥希作; Kyo譯 其他 1

9789572673904 初夏的東港之櫻: 想在深海發大財有什麼問題嗎?D51作 其他 1

9789572673928 雙星之陰陽師: 三天破邪 助野嘉昭原作; 田中創作; 楊涴如譯 平裝 1

9789572673935 LOOP支配者. 2 何振奇作 其他 1

9789572673942 監獄漫畫家. 1 謬齡大叔作 其他 1

9789572673959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12冊 1

9789572674048 杜鵑婚約. 2 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74109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4 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其他 1

9789572674154 憂國的莫里亞蒂. 9 柯南.道爾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4192 葬送的芙莉蓮. 1 山田鐘人原作; 阿部司作畫; 里歐貝萊譯 其他 1

9789572674215 我的英雄學院. 29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4246 MF GHOST燃油車鬥魂. 6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74277 飛翔的魔女. 9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4284 學長對我的心臟有害(首刷限定版) 百瀬あん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74291 奇諾之旅the Beautiful World. 4 シオミヤ イルカ漫畫; 時雨沢恵一原作;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4314 DOGS糾纏 里つばめ作;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74321 gift微紅的天空、綻染的螺旋、光輝的河岸、 一ノ瀬 ゆま作; 加奈譯 其他 1

9789572674338 5個國王. 5 絵歩漫畫; 恵庭原作; 翁蛉玲譯 其他 1

9789572674352 愛情幻影. 5 深月花香作; 風間鈴譯 其他 1

9789572674406 工作血小板. 2 柿原優子原作; ヤス漫畫; 冰箱譯 其他 1

9789572674420 金田一37歲之事件簿. 6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4437 金田一37歲之事件簿. 7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4444 LoveR捕捉心動. 1 カズヲダイスケ作畫; 角川ゲームス原作; 凜峰譯 其他 1

9789572674451 風都偵探. 3 石ノ森章太郎原作; 佐藤正基作畫;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4475 放學後的拷問社. 2 BOKU作;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4482 催眠麥克風: Before The Battle: The Dirty Dawg. 3EVIL LINE RECORDS原作; 鴉月琉一漫畫;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74499 催眠麥克風: Division Rap Battle: side B.B & M.T.C. 3EVIL LINE RECORDS原作; 蟹江鉄史漫畫;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7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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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2675441 霹靂英雄戰紀: 花語狐 霹靂國際多媒體原作; D2漫畫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5588 NARUTO火影忍者 卡卡西烈傳 第六代火影與吊車尾的少年岸本斉史原作; 江坂純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75656 看來我的身體天下無敵呢 ちゃつふさ作; 陳靖涵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5663 魔彈之王與聖泉的雙紋劍 瀬尾つかさ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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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2675700 截稿日之前,百合的進度特別快 平坂読作; 陳幼雯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6530 -無盡連鎖-. 16, 自黃泉歸來的可能性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5793 異世界來襲. 1, PROJECT.REVERSE 丈月城作; 王仁鴻譯 平裝 1

9789572675809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75816 水蛇神夜詠 comic by雷雷子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5823 4月的東京.... 上 ハル作; 曾怡華譯 其他 1

9789572675830 4月的東京.... 下 ハル作; 曾怡華譯 其他 1

9789572675847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ALIVE. 5 新田祐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5854 出租女友. 17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5861 札月家的小杏子. 5 山本崇一朗作; Niva譯 其他 1

9789572675878 終末的女武神. 3 アジチカ作畫; 梅村真也原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5885 夢之雫、黃金鳥籠. 14 篠原千絵作; 翁蛉玲譯 其他 1

9789572675892 去唱卡拉OK吧! 和山やま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5908 鐵界戰士. 2 墨佳遼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5915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5 TYPE-MOON原作; 川口毅漫畫; 賴韋先譯 其他 1

9789572675922 傾聽死亡的夜晚. 1 福山遼子作; 曾怡華譯 其他 1

9789572675939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21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5946 灌籃少年ACT4. 3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5953 鑽石王牌act II. 21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5960 兔醫生和虎流氓. 1 本間アキラ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7597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2 夕蜜柑原作; おいもとじろう漫畫;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5984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8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其他 1

9789572675991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5 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其他 1

9789572676004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事件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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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676011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 13岸本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6028 白金終局. 13 大場鶫, 小畑健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76035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的愛?. 3手島史詞原作; 板垣ハコ漫畫; 陳瑞璟譯 其他 1

9789572676042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8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其他 1

9789572676059 西荻漥 三星洋酒堂. 1 浅井西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6066 同居人有時在腿上,有時在頭上. 5 みなつき原作; 二ツ家あす作畫;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6073 鑽石魔女們. 3 今井ユウ作; 陳瑞璟譯 其他 1

9789572676080 妙廟美少女. 3 吉岡公威作; 陳瑞璟譯 其他 1

9789572676158 魔王難為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76240 呆萌酷男孩 那多ここね作; 厭世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7230 轉瞬即逝的時光 波真田かもめ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7186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life. 6, 名產店孤兒院分店的王都收復戰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其他 1

9789572676486 OFF META非典型玩家 鮭&鯊[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6509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其他 第8冊 1

9789572677131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其他 第100冊 1

9789572677148 為了當劍士而入學,魔法天賦卻高達9999!?. 2 年中麦茶太郎作; 龔持恩譯 其他 1

9789572677155 連續按下一億年按鈕的我,回神時已變成最強. 2: 落第劍士的學院無雙月島秀一作; 黃雅婷譯 其他 1



9789572677162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的小說。. 3鈴木大輔作; 王仁鴻譯 其他 1

9789572677247 ONE PIECE航海王. 99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其他 1

9789572677315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其他 第24冊 1

9789572677339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猿渡風見作; 林意凱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8879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おけまる作; Kyo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8565 小說 呆萌酷男孩Connect It Cool,Guys 那多ここね原作; 甲斐田紫乃作; 蕪村譯 其他 1

9789572677865 碧藍航線Episode of Belfast 助供珠樹作; 劉仁倩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7391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 三嶋与夢作; 偽善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7438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77452 異世界藥局 高山理図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78091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 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其他 第13冊 1

9789572677636 23:45 Re; 緒花作; shin譯 其他 1

9789572677643 EDENS ZERO伊甸星原. 14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7650 咒術迴戰. 15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7667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20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7674 出租女友. 18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7681 平行天堂. 7 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其他 1

9789572677698 我們真的學不來!. 20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7704 鏈鋸人. 11 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7711 東京卍復仇者. 5 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77728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事件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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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677735 MILK TEA 熊猫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7742 兔醫生和虎流氓. 2 本間アキラ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77759 憂國的莫里亞蒂. 10 柯南.道爾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7766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9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其他 1

9789572677773 STEINS;GATE命運石之門. 2 MAGES, Chiyo St. Inc.原作; 姫乃タカ漫畫; 冰箱譯 其他 1

9789572677780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7 冬原パトラ原作; そと漫畫; 賴瑞琴譯 其他 1

9789572677797 少年的境界. 3 akabeko作; 劉維容譯 其他 1

9789572677803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2 恵比須清司原作; 成田コウ作畫;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7810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4 真木蛍五作; 游非凡譯 其他 1

9789572677827 雙人單身露營. 2 出端祐大作; 陳瑞璟譯 其他 1

9789572677834 我中了頭獎7億圓的3天 常倉三矢作; 張芳馨譯 其他 1

9789572677872 通靈童子(愛藏版). 6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8107 OFF META非典型玩家. 1 鮭&鯊作 其他 1

9789572678114 水蛇神夜詠. 2 雷雷子作 其他 1

9789572678121 請聽我的聲音!!. 1 楊基政作 其他 1

9789572678138 魔王難為. 9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其他 1

9789572678183 與青梅竹馬的未婚妻成為戀人的故事 緋月薙作; Kyo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8367 王領騎士 銀甫[作]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78688 最強不敗的神劍使. 1, 王立學院入學篇 羽田遼亮作; 趙鴻龍譯 其他 1

9789572678770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志瑞祐作; 王仁鴻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8886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 12 花間燈作; 何力譯 其他 1

9789572678893 精靈幻想記. 18, 大地的猛獸 北山結莉作; 蕪村譯 其他 1

9789572678909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7: 精靈族公主支配世界了,所以要當尼特族。刈野ミカタ作; 林均鎂譯 其他 1

9789572678916 龍王的工作!. 12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其他 1

9789572678923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廢柴這件事. 2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其他 1

9789572678930 不完美也沒關係 うり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78947 上班族的育兒日常 南条つぐみ作; 翁蛉玲譯 其他 1

9789572678954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6 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其他 1

9789572678961 NEW GAME!. 10 得能正太郎作;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8978 搖曳露營△露營用品大全 宝島社Mook編輯部作; 陳楷錞譯 其他 1

9789572678985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 8 真島浩原作; 上田敦夫漫畫;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78992 不當哥哥了!. 3 ねことうふ作; 刻托譯 其他 1

9789572679005 秘戀 三ツ矢凡人作; Shion譯 其他 1

9789572679012 通靈童子(愛藏版). 8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9029 通靈童子(愛藏版). 7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9036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5 真木蛍五作; 游非凡譯 其他 1

9789572679043 出租女友. 19 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9050 兄弟遊戲. 2 安斎花凜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9067 BEASTARS. 22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79074 中華小廚師!極. 9 小川悅司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9081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25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9098 蟻之帝國. 2 文善やよひ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79104 極彩之家. 7 びっけ作; 李芝慧譯 其他 1

9789572679111 流浪神差. 23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79128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9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其他 1

9789572679135 工作細胞. 6 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79142 葬送的芙莉蓮. 1 山田鐘人原作; 阿部司作畫; 里歐貝萊譯 其他 1

9789572679159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6 TYPE-MOON原作; 川口毅漫畫; 賴韋先譯 其他 1

9789572679166 藍色時期. 7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其他 1

9789572679173 抗拒α另一個故事 奥田枠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79180 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 1 日ノ原巡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79197 老師,這樣不行啦!. 上 嘉島ちあき作; 張芳馨譯 其他 1

9789572679203 老師,這樣不行啦!. 下 嘉島ちあき作; 張芳馨譯 其他 1

9789572679210 愛你愛到想為你所有 天咲吉実作; 李其馨譯 其他 1

9789572679227 蒙面係長RETURNS 斑目ヒロ作;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79234 解不開戀愛算式的理由 須坂紫那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9241 摸摸啾PUB的男♂性狂熱時光. 1 イクヤス作; 劉維容譯 其他 1

9789572679708 我的女友是老師 鏡遊作; 陳柏伸譯 其他 第8冊 1

9789572679746 祈蘭香 依歡[作] 其他 1

9789572679753 憂國的莫里亞蒂: 「血字」的研究 竹内良輔, 三好輝原作; 埼田要介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572679784 試圖跟她解釋什麼是花旦的我陷入世界級難題. 3D51作 其他 1

9789572680520 我是鍊金術師。自重這種常識被我丟進垃圾桶了。. 1夏月涼作; 徐維星譯 其他 1

978957268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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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力譯 其他 1

9789572680544 掌中開拓村的異世界建國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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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680551 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 2: 取得第二職業,成為世界最強進行諸島作; 曾柏穎譯 其他 1

9789572680797 妖怪調和者. 1 許瑞峰作 其他 1

9789572680803 文武雙全. 3 小跳步作 其他 1

9789572680810 賢者如星. 5 依歡作 其他 1

9789572681787 Infinite Dendrogram無盡連鎖. 15, <GAME OVER>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其他 1

9789572681794 不健全兼職偵探. 2 紫曜日作 其他 1

9789572681800 我的女友是老師. 5 鏡遊作; 陳柏伸譯 其他 1

9789572682593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18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其他 1

9789572682609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23 冬原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其他 1

9789572682616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12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12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72394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400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417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424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431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448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2455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2462 掌歡 冬天的柳葉著 初刷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72479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486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493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509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516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523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2530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2547 嫡嫁千金 千山茶客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72554 偽妝記 村口的沙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561 偽妝記 村口的沙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578 偽妝記 村口的沙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585 偽妝記 村口的沙包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592 偽妝記 村口的沙包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608 偽妝記 村口的沙包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2615 偽妝記 村口的沙包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04

送存冊數共計：572

東佑文化



9789864672622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639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646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653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660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677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2684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2691 春妝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72707 反嫁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714 反嫁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721 反嫁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738 反嫁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745 反嫁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752 反嫁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2769 反嫁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72776 仵作醫妃 偏方方著 初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783 仵作醫妃 偏方方著 初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790 仵作醫妃 偏方方著 初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806 仵作醫妃 偏方方著 初刷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813 仵作醫妃 偏方方著 初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820 仵作醫妃 偏方方著 初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2837 反派天天想和離 飯糰桃子控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2844 反派天天想和離 飯糰桃子控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2851 反派天天想和離 飯糰桃子控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2868 反派天天想和離 飯糰桃子控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2875 反派天天想和離 飯糰桃子控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2882 反派天天想和離 飯糰桃子控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930 夢迴: 東吳大學雙溪現代文學獎得獎集刊. 第四十屆蔡于萱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834 A survey of <<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Op.61 >> by L.V.BeethovenRichard L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4278 升科大四技商職數學B快易通總複習 陳權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990428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金融與證券投資實務酆士昌, 郭永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4292 技術型高中商業與管理群商業概論. 上 王振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4005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 III, 新百試達講義黃仁乙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0644012 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升學總複習(雲端版) 葉伊修編著 4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4029 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 林虹妙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0644036 升科大四技工職數學C快易通總複習 陳權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0644043 升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會計學複習計畫. III 陳文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4050 升科大四技: 會計學萬試達總複習 淑蕙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4067 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新勝經總複習. 上 葉伊修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0696806 會計學素養教學講義. III 劉美君, 徐細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820 商業概論考前衝刺. 大數據題庫篇 葉伊修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0696837 商業概論考衝懶人包 葉伊修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0696844 技術士丙級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試題-分錄練習本願景工作室彙整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14364 偏食的小驢 安娜斯卡.艾勒帕茲(Anuska Allepuz)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4760 正向競爭情緒教育繪本套書 陳曉慧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50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和樂器



9789575215033 不管,我就是要買! 李炫珍文.圖;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040 臭屁實習偵探. 3, 冠軍手環的下落 先視野作; 李柱喜繪;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057 SOS!公主出任務. 4, 竹林貓熊的危機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陳子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064 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羅素.艾托(Russell Ayto)作.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071 你能找到聖誕老公公的內褲嗎? 貝琪.戴維斯(Becky Davies)文; 艾力克斯.威爾莫(Alex Willmore)圖;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088 神探包青天. 2, 影子殺人案 凌偉駿文; 余遠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095 童話夢工場: 小女孩的神奇火柴 安徒生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70072 海峽兩岸創新與融滲式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20第七屆孫瑞琴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3672 風景: 昨日的,今日的 雷驤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3696 春牧場 李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5313 暗夜= Easy meat 約翰.哈威(John Harvey)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5822 票券商業務人員資格測驗經典講義與試題 高朝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5853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經典講義與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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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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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480905 等Timeless: 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第十屆實習策展李貞慧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943 謝謝你 生命的導航者 麥英秀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480950 廖勝雄學仕航旅采風 廖勝雄口述; 張以瑄整理執筆 其他 1

9789575480974 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劄記 陳惠美, 謝鶯興整理 平裝 2

9789575481001 珍藏最愛第一聲-臺灣雜誌創刊號展(1949-1987)展覽專輯王雅萍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9307 民法(含民法概要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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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59076 地方設計: 萃取土地魅力、挖掘地方價值,日本頂尖設計團隊公開操作秘訣,打造全新感動經濟!蔡奕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9083 西雅圖酋長宣言: 我們怎麼能夠買賣天空、大地與海洋的溫柔?(中英對照)= The statement of Chief Seattle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演說; 劉泗翰翻譯; 廖偉棠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610 向孩子借來的地球: 20個自然生活練習,打造綠色家園和永續未來福岡梓文字; 川村若菜插畫;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627 真菌微宇宙: 看生態煉金師如何驅動世界、推展生命,連結地球萬物= Entangled life: how fungi make our worlds,change our minds & shape our futures梅林.謝德瑞克(Merlin Sheldrake)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658 帕帕拉吉!劃破天空的文明人: 南太平洋酋長眼中荒謬的現代文明(百年經典重現)= Der Papalagi埃利希.薛曼(Erich Scheurmann)著; 彤雅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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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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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東南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林口頂福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東海國際電腦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9786269522101 林口頂福巖顯應祖師傳衍 王貞乃, 王奕超採訪; 王奕超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379 e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一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五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900386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上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900393 e通高中數學講義(數甲、數乙合訂本)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684018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中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84001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中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六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0684025 e通高中數學講義(數甲、數乙合訂本)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200 森攝四十: 世界風情畫= Sen's photo forty: world landscape photos劉森雲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9492 指甲彩繪技能職類測驗初級通關秘笈=Nail painting behavior中華美甲師技術認證協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75719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人工記帳)筆試實作卓如意編著 44版 平裝 1

9789860675702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人工記帳)筆試實作含解答卓如意編著 44版 平裝 1

9789860675733 租稅申報實務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廿一版 平裝 1

9789860675740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19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7105 文學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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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4506 中醫診斷學奧義 徐清風, 徐翊修, 徐翊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5302 遊心翰墨: 武陵十友五週年聯展 廖富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9253 六朝雲龍吟. 26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277 六朝雲龍吟. 32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291 六朝雲龍吟. 38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307 六朝雲龍吟. 33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321 六朝雲龍吟. 23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345 六朝雲龍吟. 27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352 六朝雲龍吟. 31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369 六朝雲龍吟. 28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376 六朝雲龍吟. 29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413 六朝雲龍吟. 30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444 六朝雲龍吟. 22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451 六朝雲龍吟. 21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499 六朝雲龍吟. 34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529 六朝雲龍吟. 35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536 六朝雲龍吟. 36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543 六朝雲龍吟. 37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550 六朝雲龍吟. 24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松柏林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廷數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陵十友書畫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欣境界



9789862939574 六朝雲龍吟. 39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581 六朝雲龍吟. 25 紫狂, 弄玉著 其他 1

9789862939598 散花天女. 1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04 散花天女. 10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11 散花天女. 11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28 散花天女. 2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35 散花天女. 3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42 散花天女. 4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59 散花天女. 5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66 散花天女. 6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73 散花天女. 7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80 散花天女. 8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2939697 散花天女. 9 紫屋魔戀著 其他 1

9789860751949 王牌特工之旅. 1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1956 王牌特工之旅. 10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1963 王牌特工之旅. 2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1970 王牌特工之旅. 3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1987 王牌特工之旅. 4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1994 王牌特工之旅. 5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7005 王牌特工之旅. 8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7012 王牌特工之旅. 7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7029 王牌特工之旅. 9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7036 王牌特工之旅. 6 知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0911 惡奴. 1 知樂著 其他 1

9786267040928 惡奴. 2 知樂著 其他 1

9786267040935 惡奴. 3 知樂著 其他 1

9786267040942 惡奴. 4 知樂著 其他 1

9786267040959 惡奴. 5 知樂著 其他 1

9786267040966 惡奴. 8 知樂著 其他 1

9786267040973 惡奴. 7 知樂著 其他 1

9786267040980 惡奴. 6 知樂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269 證券交易法爭點即時通 木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8412 公司法爭點即時通 巧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8203 智慧之門 釋如本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50605 心靈的交會: 山間對話= Meeting of minds: dialogue in the mountain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釋昭慧作; 袁筱晴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50605 心靈的交會: 山間對話= Meeting of minds: dialogue in the mountain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釋昭慧作; 袁筱晴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1007 高僧傳奇: 弘一大師 賴家琳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014 高僧傳奇: 元曉大師 賴家琳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021 法難風雲 賴家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1706 楞嚴經.五十陰魔淺釋 宣化上人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波斯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王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界弘法通訊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358 岡波巴四法: 心趣法.法入道.道斷惑.惑顯智 岡波巴大師根本頌;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中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9095 學佛入門MP3有聲書 聖嚴法師導讀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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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89262 以心觀心: 默照禪要領 吉伯.古帝亞茲(Gilbert Gutierrez)著; 吳俊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279 動物大車拼 陳辰文; 張振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5989293 大菩提心: 發大菩提心,利人即利己;學菩薩萬行,福慧滿人間。聖嚴法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989309 大菩提心: 發大菩提心,利人即利己;學菩薩萬行,福慧滿人間。聖嚴法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989316 修行在紅塵: 維摩經六講(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8183 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 (元)天竺俊辯大師唧[]銘得哩連得囉磨寧及譯主僧真智等譯 平裝 1

9789860662634 佛遺教三經 平裝 1

9789860662658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92344 吃貨馴夫指南 七寶珠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351 吃貨馴夫指南 七寶珠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368 吃貨馴夫指南 七寶珠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375 繼室逆轉勝 茶三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382 繼室逆轉勝 茶三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399 小女官大主意 林漠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405 小女官大主意 林漠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412 小女官大主意 林漠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429 劍邪求愛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92436 登唐入室 途圖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443 登唐入室 途圖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450 登唐入室 途圖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467 登唐入室 途圖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2474 繼母不幹了 李橙橙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481 繼母不幹了 李橙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498 繼母不幹了 李橙橙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504 二嫁的燦爛人生 李橙橙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511 二嫁的燦爛人生 李橙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528 二嫁的燦爛人生 李橙橙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535 萬能小媳婦 寒山乍暖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542 萬能小媳婦 寒山乍暖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559 萬能小媳婦 寒山乍暖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566 萬能小媳婦 寒山乍暖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384 化粧品乳霜: 功效性護膚產品之研發、製造及市場行銷= Cosmetic creams: development,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effective skin care productsWilfried Rähse作; 詹社紅審閱與增著; 羅億禎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0701 犬貓胃腸道學= BSAVA manual of canine and feline gastroenterologyEdward J. Hall, David A. Williams, Aarti Kathrani原編著; 羅億禎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6711 快速學會 PHP & MySQL 藍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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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8

法藏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23

狗腳印



9789869946728 快速學會SolidWorks 2019實體曲面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9946742 快速學會AutoCAD工業製圖 魏廣炯作 平裝 1

9789869946759 快速學會AutoCAD 3D立體製圖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9946766 快速學會Access資料庫管理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946773 快速學會AutoCAD 廖高德作 平裝 1

9789869946780 快速學會Office資料處理 林佳生作 其他 1

9789869946797 快速學會Flash動畫視覺設計 林國棟作 其他 1

9789860622508 快速學會ALIAS工業設計 elearningDJ作 其他 1

9789860622539 快速學會Google全新體驗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0622546 快速學會Windows影音、相片、生活、娛樂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0622553 快速學會Visual Basic 林義証, 松橋工作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82120 科學八字輕鬆學 鄭文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137 學懂紫微斗數,就看這一本: 紫微斗數現代判斷及實例解析三禾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82144 99分姓名學 黃恆堉, 陳楹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151 教養預測學: 如何運用八字流年教養小孩? 曾聖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168 易經大衍之數 黃輝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175 世界最準的愛情占星術: 透過星圖揭開每個人羅曼史的秘密芝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50162 董氏奇穴傳心錄 曾天德著 增修一版 精裝 1

9789864350179 董氏奇穴傳心錄: 取穴速查 曾天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73224 我是個陰陽符師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3309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873316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7873354 皇帝的獨生女 YUNSUL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3361 皇帝的獨生女 YUNSUL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3415 篠宮神社系列. 1, 我再也進不了山的故事 夜行列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73422 龍骨焚箱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3514 皇帝的獨生女. 1 YUNSUL作; 蔡宛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73712 皇帝的獨生女. 3 YUNSUL作; [蔡宛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73729 我再也進不了山裡的故事 夜行列車作; [Unlin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16124 棋王= King of chess 張系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9503 鋼索上的企鵝 黃玉春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6606 光明語錄. 民國111年版 谷口雅宣, 谷口清超作; 宗教法人「生長之家」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17252 提升決策使用之ESG資訊品質指引: 制定公司路徑圖林芃昀翻譯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知識系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9789579317269 自然資本議定書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原作; 吳文雅, 莫冬立, 張凱評, 翁儷嘉, 宋彥霆譯其他 1

9789579317276 企業風險管理: 將企業風險管理應用於環境、社會、治理相關風險[COSO, WBCSD著]; 莫冬立, 陳科里, 林芃昀, 鄭凱鴻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026 危機管理暨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研討會. 2021第十九屆= The nineteenth conference of crisis management and IEM 2021 proceedings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231 問題皮膚管理美容創業聖經 Angel老師, Amber老師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4146 到底...找到了沒!?: 一起到淡水河畔濕地做四斑細蟌調查囉-何禮茗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794153 荒野同行,共好二五: 荒野保護協會25周年特刊劉建隆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298 基督在你心= Christ in you 艾瑞克.強生(Eric B. Johnson)作; 羅睿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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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2703 蒙古文化通訊. 2021年= Mongolian culture bulletin紀慧貞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932 2013-2021年華人地區醫務社會工作國際研討會紀念論文集[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1417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作 初版 精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2535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9982542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9982559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9982566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9982573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618 當代經營管理個案探討 許昌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危機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容彩妝造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蒙古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野保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文化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財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商務促進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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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58000 採購與供應專業術語彙編= Glossary of key purchasing and supply terms許振邦作 增修訂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1050 蓮海真味 淨宗學院編 初版十六刷 平裝 1

9789869881074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漢語拼音)菩薩戒弟子鄆城夏蓮居會集各譯 七版 平裝 1

9789869881081 地藏菩薩本願經(漢語拼音)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六版三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2911 中華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年 林寶貴, 宣崇慧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100 植物品種權研發應用與國際發展策略研討會專刊安志豪, 劉明宗, 陳哲仁, 鍾文全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400 麥子.落地: 結出子粒,反得生命= Smile with hope王秀燕, 王明仁, 全國成, 何素秋, 卓翊安, 邱玫, 洪健胤, 洪月華, 翁慧圓, 秦燕, 郭明珠, 郭東曜, 陳仲良, 陳淑圓, 曾月娥, 游育蕙, 黃玉華, 劉正文, 劉齊珠, 蕭麗華, 龍紀萱, 謝淑美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4015 天國轉化訓練手冊. I, 教會革新與社會轉化= History makers training德瑞克.施耐德(Derek Schneider)作; 林文英, 秦蘊璞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218 2020台灣網路透明報告(2017-2018)= Taiwan internet transparency report周冠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2810 物的向度: 女建築家的工作日常= The dimension of objects: everyday things of women in architecture台灣女建築家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9812 衛浴文化漫談= Toilet as culture 游明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4200 TSIEQ 2021亞洲室內環境品質、健康防疫與智慧生活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8801 石巻の今に学ぶ= The Reborn City Ishinomaki 岑崇恩, 胡詠新, 魏孝謙, 劉瑜楷, 簡斌虔, 廖品淨, 張翰文執筆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採購管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永續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市國度使徒性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人權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種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相信世代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6416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的原動力= The driving force of Taiwan technical textiles陳柔蓁, 羅中豪, 陳進來, 黃博雄, 蕭玉梅, 李欣錞, 林美秀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655 台灣當代一年展. 2021 邱品萱主編; 鄭琬儒, 鄭愉安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499 農產品GLOBALG.A.P.管理應用指引 王仁晃, 朱雅玲, 江一蘆, 李柔誼, 官青杉, 邱國棟, 唐佳惠, 孫佩勤, 徐敏記, 張為斌, 張哲嘉, 許偉玲, 陳盟松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4908 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線上研討會論文集. 2021年= The proceeding of 2021 Joint Conference on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iwain邱士華, 徐建業, 連中岳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1638 永久和平憲法標準(ISO草案)= The constitutional standards of permanent peace黃千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214 抗糖小勇士 鄧妍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835 火警探測器/撒水頭設置使用現況與故障原因之調查研究簡賢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342 建築園冶獎. 2021: 智慧綠建築.友善心環境= Yuan Ye awards. 2021: ecological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730 溪女= The nature of water,the nature of woman 洪璿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114 台日高齡教育政策概論 王子裕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158 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PMBOK® Guide)暨專案管理標準PMI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作; 王芊千, 王思婷, 王美淑, 王閔正, 朱貞佑, 江軍, 吳宗洲, 呂思穎, 李泳蓁, 李玠育, 李芬霞, 李蔚琳, 林士智, 林妍儀, 林志隆, 林宥利, 林清雅, 林瓊茹, 洪家祥, 徐偉玲, 張志昇, 張芳蘭, 張祐禎, 張越程, 莊信慧, 莊漢鵬, 許乃嘉, 許雯屏, 陳永鈞, 陳建甫, 陳瑤瑜, 陳澤民, 陳麒元, 彭金煥, 游儀欣, 馮泰元, 黃卉怡, 黃佳駿, 黃冠融, 黃綉媚, 黃議申, 葛晉澤, 董淳禾, 廖惠敏, 劉世宇, 劉俊賢, 劉家妙, 劉懿慧, 談家成, 鄭淳玉, 魯人華, 應盛煒, 戴薇庭, 薛宜蓁, 謝念霏, 叢玉帆, 聶正忠, 羅文一, 羅奕麟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888 小島的貓去哪了? Shuo Yi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6895 山裡的魷魚香 蘇寧昕, 黃詠宜文; 黃詠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0601 走讀馬來西亞 唐麗芳文; 張真輔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0640618 阿舅講古 方文利文; 方文利, 江威儒圖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台灣產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濃愛鄉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終身樂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建築經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愛胰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9789860640625 柚子花開 許芝薰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0640632 那些年 這些事 黃秀香文; 吳毓珍, 楊佳青圖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4503 用手語交朋友 社團法人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1236 絆= Entanglement 張崑陽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61243 似水年華= In search of time 張崑陽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243 似水年華= In search of time 張崑陽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250 北歐不是神話: 一套打造永續幸福國度的方法論= The Nordic model of social democracy尼克.布朗道(Nikolai Brandal), 奧文.布拉白(Øivind Bratberg), 達.艾拿.托森(Dag Einar Thorsen)著; 劉維人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861267 軌跡= Divergence 張崑陽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699 八卦山郵刊. 第66期: 八卦山郵學會成立二十六週年紀念郵展特刊[社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268 融古貫今探究竟: 南屯古文書詮釋 黃豐隆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8401 鯤鯓王先鋒官臺北代府殿 黃文博著; 南鯤鯓代天府攝影團隊, 臺北代府殿攝影團隊, 黃文博攝影團隊攝影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7841 松友會刊. 第11期 李龍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725 工程、技術與STEM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21第十屆= 2021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Techonology and STEM Education(ETS)張基成, 黃悅民, 陳懷恩, 賴槿峰, 夏至賢編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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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9142 全風險管理= All-risk management 姚大鈞, 單信瑜, 蔡衍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738 「千德爾:彩虹小隊的宇宙冒險」情感教育12堂課教學手冊社團法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632 南美展: 第六十九屆南美展特展專輯= 2021 Tainan Fine Arts Association 69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侯美雲主編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民主連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市代府殿吳府千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松山國小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美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3810 臺灣美術的當代進行式: 陪您看畫100天 潘蓬彬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9184 台灣當前重要國際法議題 謝英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0612 健康與痊癒的五關鍵: 身心靈的盼望= Five keys to health and healing: hope for body,mind,and spirit葛雷哥里.詹茲(Gregory L. Jantz), 濟斯.沃爾(Keith Wall)著; 舉手網絡翻譯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0629 不再憂鬱: 踏上終生遠離憂鬱症的美好旅程= Healing depression for life: the personalized approach that offers new hope for lasting relief葛雷哥里.詹茲(Gregory L. Jantz), 濟斯.沃爾(Keith Wall)作; 李明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0636 不再憂鬱操作手冊: 12週邁向終生安適健康的旅程= Healing depression for life workbook: the 12-week journey to lifelong wellness葛雷哥里.詹茲(Gregory L. Jantz), 濟斯.沃爾(Keith Wall)作; 李明芝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9027 嵌入式系統原理與應用: 基於ARM Cortex-M STM32F微控制器黃東芳. 王志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870903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Arduino王志中, 邱孟希, 丁榮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95340 English@work author Seraphim William Davidson, Tanya Lin, Curtis Starkey, Kelsi Wright平裝 1

9789865595425 歷屆英文大考(十年學測+篇章結構+混合題)(詳解本)王祈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595432 歷屆英文大考(十年學測+篇章結構+混合題)(試題本)王祈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595449 全民英檢全真模擬試題: 2021素養題型(題本+詳解). 初級王祈堯總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595531 English for everyday communication. 1 authors沈惠君, 林勤敏, 陳麗清, 楊錦麗, 趙雅莉 平裝 1

9789865595548 English for everyday communication. 2 authors王家音, 林怡伶, 許惠芬, 康惠晴, 程春美 平裝 1

9789865595555 English for everyday communication. 3 authors王妙妃, 李右芷, 馬蕙萱, 蔡嬌燕, 謝玉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089 Re:Play 操/演現場 吳嘉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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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84735 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 第三輯, 新詩舊集影印叢編劉福春, 李怡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184742 抗戰建國與文化建國: 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思想研究何思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759 1949年前後大陸遷臺作家的故土想像 教鶴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766 胡懷琛生平及其著述敘錄 李瓊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773 胡懷琛生平及其著述敘錄 李瓊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780 曾熙書法研究 王高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797 <<上海漫畫>>研究(1928-1930) 楊若男, 楊立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803 京劇名票錄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810 京劇名票錄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827 煙雲畫憶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841 毛<<傳>>、鄭<<箋>>訓詁中的經學建構與文本意識王誠御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秉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塔基文教企業



9789865184858 毛<<傳>>、鄭<<箋>>訓詁中的經學建構與文本意識王誠御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865 孔廣森<<禮學卮言>>研究 王元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872 劉牧<<易>>學研究 盧秀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896 劉牧<<易>>學研究 盧秀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889 劉牧<<易>>學研究 盧秀仁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4902 異端的儒學: 李贄<>研究論文集 袁光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919 先秦至南北朝家訓研究 張麗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926 魏晉玄佛二家對傳統儒家教育之批評及影響 曾美雲著 初版 精裝 14

9789865184933 六朝女教問題研究: 以才性、南北、妒教為中心曾美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4940 六朝女教問題研究: 以才性、南北、妒教為中心曾美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4957 唐君毅之哲學治療學 李欣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964 中越儒學傳統現代轉化與價值路向之比較研究: 以梁漱溟和陳仲金為例阮壽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971 華嚴發菩提心思想研究 田健(釋德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4995 詩性散文 陳劍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08 歷史真相與文藝圖騰: 延安時期<<講話>>的生成、傳播與接受商昌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15 中國當代文學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 關滄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22 19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小說懷鄉問題研究 郭名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39 大地倫理的詩意呈現: 世紀之交的中國生態文學研究張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46 「實」景「虛」構: 文化生產視域下的中國當代實景演出研究王柯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53 賈平凹長篇小說論 王春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60 詩與史之間的大學故事: 宗璞及其<<野葫蘆引>>研究康宇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077 我和舒蕪先生的網聊記錄 吳永平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5084 我和舒蕪先生的網聊記錄 吳永平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5091 我和舒蕪先生的網聊記錄 吳永平編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5107 我和舒蕪先生的網聊記錄 吳永平編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5121 「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 民國文學簡論賈振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138 「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 民國文學簡論賈振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145 自然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 基於自然主義文獻的考證智曉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152 自然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 基於自然主義文獻的考證智曉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169 巴蜀作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 彭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176 1912-1949年民國詞社研究 吳嘉慧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183 1912-1949年民國詞社研究 吳嘉慧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190 民國文學中的辛亥革命叙事(1912-1949) 豐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206 1930年代中國現代派詩歌研究 羅振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213 海派小說話語研究 劉思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220 趣味化的文化啟蒙: 良友出版研究 宋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237 黑棉褲: 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國粹電影: 1934-1937年現存文本讀解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244 黑棉褲: 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國粹電影: 1934-1937年現存文本讀解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251 抗戰文學的歷史還原 王學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268 戰時動員與方言詩運動的關係研究 胡余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275 陪都文學論 郝明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282 郭沫若翻譯文學研究 咸立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305 郭沫若翻譯文學研究 咸立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299 郭沫若翻譯文學研究 咸立強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5312 「五.四」之子: 王統照評傳 王瑞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329 王余杞評傳 王發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336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王氏家族 王瑞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343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王氏家族 王瑞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350 在文學與歷史之間: 王翔千評傳 王瑞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367 一個中國新詩人: 穆旦論集 易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374 一個中國新詩人: 穆旦論集 易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398 漢唐間南北詩人對地域意象的不同形塑: 以<<樂府詩集>>爲中心潘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404 北宋詠史詩的亂世人物書寫 謝定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41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研究 楊良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428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研究 楊良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435 辛派三家詞研究 蘇淑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442 辛派三家詞研究 蘇淑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459 毛奇齡詩學研究 滿忠訓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466 毛奇齡詩學研究 滿忠訓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480 日據台灣時期鴉片問題研究 李理, 趙國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497 日據台灣時期鴉片問題研究 李理, 趙國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503 史心與文情: 清代臺灣儒者吳子光的史論、文學觀研究蘇倉永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510 史心與文情: 清代臺灣儒者吳子光的史論、文學觀研究蘇倉永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527 臺灣「帝女花」戲曲研究 沈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534 人之初,「信」本善: 從艋舺龍山寺持蓮童子像看台灣民間中的童子圖像陳遵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541 臺灣桃園呂屋豐順腔客話研究 賴文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558 臺灣桃園呂屋豐順腔客話研究 賴文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565 從文學類型角度探討基隆文學的特色 賴桂貞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572 從文學類型角度探討基隆文學的特色 賴桂貞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589 在介入與隱遁之間: 七等生文學中的沙河象徵劉慧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596 在介入與隱遁之間: 七等生文學中的沙河象徵劉慧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602 臺灣老兵的返鄉之途: 段彩華<<北歸南回>>研究陳建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19 <<華岡禊集分韻詩>>研究 林正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33 齊地文化與兩漢文學研究 宮偉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40 北宋老莊之學與詩文研究 張記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57 <<金瓶梅>>歲時節令研究 何庭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64 <<紅樓夢>>重構問題之研究: 以說唱、戲曲為例李夢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71 <<紅樓夢>>婚姻現象之研究 丁如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88 「三言」評點教化研究 柳志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695 湯學探勝 龔重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701 湯學探勝 龔重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718 禁戲(增補本)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725 禁戲(增補本)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732 血粉戲及其劇本十五種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756 血粉戲及其劇本十五種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749 血粉戲及其劇本十五種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5763 劉熙載寓言散文研究 黃安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770 夏承燾詞學研究: 以日記、書信、論詞絕句為考察中心薛乃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794 夏承燾詞學研究: 以日記、書信、論詞絕句為考察中心薛乃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787 夏承燾詞學研究: 以日記、書信、論詞絕句為考察中心薛乃文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5800 古代文化散論 歐陽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817 <>故事研究 簡意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824 <>故事研究 簡意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848 狄宛第一期以降瓬疇曆圖與流變體釋: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三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5855 狄宛第一期以降瓬疇曆圖與流變體釋: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三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5862 狄宛第一期以降瓬疇曆圖與流變體釋: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三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5879 狄宛第一期以降瓬疇曆圖與流變體釋: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三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5886 漢代廷尉研究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893 東漢官僚的地域構成研究 馮世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909 北魏女主政治研究 苗霖霖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916 北魏女主政治研究 苗霖霖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923 信息傳遞與帝國統治: 唐代朝集使研究 于曉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930 唐宋法律考試研究 蔣楠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947 唐宋法律考試研究 蔣楠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954 馬可波羅與元初國內城市 申友良, 申東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5961 明代水利社會史研究論集 蔡泰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5985 明代水利社會史研究論集 蔡泰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5978 明代水利社會史研究論集 蔡泰彬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5992 清代買賣契約地區差異性的初步研究: 以清水江、徽州和浙東地區爲中心的考察李秋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005 教養相資: 清代書院考課制度 劉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012 教養相資: 清代書院考課制度 劉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029 粵北歷史文化研究 曾國富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043 粵北歷史文化研究 曾國富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036 粵北歷史文化研究 曾國富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6050 晚清「文化家族」的構建: 以瑞安孫氏爲中心淩一鳴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067 晚清「文化家族」的構建: 以瑞安孫氏爲中心淩一鳴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074 清代官帽頂戴研究: 以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文物為例廖伯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081 清代官帽頂戴研究: 以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文物為例廖伯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098 民族文化傳承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研究: 以yal lengc(侗錦)為例劉少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104 民族文化傳承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研究: 以yal lengc(侗錦)為例劉少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111 項穆<<書法雅言>>研究 江慧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128 民俗.生活與禮制 俞美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135 炕的歷史和炕文化 李德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142 越南雄王文化研究 裴光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159 1849-1877年間越南燕行錄之研究 阮黃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173 中國法律史研究論著目錄(2011-2020)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180 中國法律史研究論著目錄(2011-2020) 閆強樂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197 道家文獻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6203 道家文獻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6210 道家文獻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6227 道家文獻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6234 上海博物館藏上海方志敘錄 陳才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241 上海博物館藏上海方志敘錄 陳才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258 詩經國風今詁 趙恩強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6265 詩經國風今詁 趙恩強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6272 詩經國風今詁 趙恩強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6289 詩經國風今詁 趙恩強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6296 山海經通解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302 山海經通解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319 錢坫<<說文解字斠詮>>研究 王相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326 禪茶公案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333 禪茶公案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340 禪茶論典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364 禪茶論典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357 禪茶論典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6371 禪茶藝文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395 禪茶藝文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388 禪茶藝文錄 馮天春編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6401 河陽寶卷研究 李淑如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418 河陽寶卷研究 李淑如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425 <<純常子枝語>>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6432 <<純常子枝語>>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6449 <<純常子枝語>>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6456 <<純常子枝語>>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6463 <<純常子枝語>>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186470 <<純常子枝語>>校證 陳開林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186487 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二編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494 元代墓碑文研究 范雪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500 元代墓碑文研究 范雪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517 敦煌醫方整理研究 王杏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524 美國漢學視野中的宋代文人趣味 吳佩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548 殷卜辭與人相關之義近形旁通用研究 陳冠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555 殷卜辭與人相關之義近形旁通用研究 陳冠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562 甲骨氣象卜辭類編 陳冠榮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186579 甲骨氣象卜辭類編 陳冠榮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186586 甲骨氣象卜辭類編 陳冠榮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186593 甲骨氣象卜辭類編 陳冠榮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186609 甲骨氣象卜辭類編 陳冠榮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186616 甲骨氣象卜辭類編 陳冠榮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186623 <<清華伍.殷高宗問於三壽>>疑難字詞研究 薛慧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630 里耶秦簡. 壹, 文字研究 葉書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647 里耶秦簡. 壹, 文字研究 葉書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654 齊系文字字根研究 張鵬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186678 齊系文字字根研究 張鵬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186661 齊系文字字根研究 張鵬蕊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5186685 <<爾雅>>同源詞考 郝立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692 <<廣韻>>音讀研究 趙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708 湖南郴州土話音韻調查研究 尹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715 元泰定乙丑圓沙書院所刻<<廣韻>>研究 李福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186739 蔡哲茂學術文集 蔡哲茂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6

送存冊數共計：204

花園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246 見習夫妻 杜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253 現在相愛時間正好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277 賭家: 永生的新娘 琥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850 ncca凝膠指甲初級認證 卓守鈞, 李帝龍編著 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3407 跳出限制: 從想法到實際行動的指南-NLP 許英華, 蔡明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527 樸方異境: 鄧卜君的水墨藝想= A simple yet Unusual Realm: TENG Pu-Chun's ink fantasy蕭瓊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5534 存在的維度-時光詠物詩: 李光裕 楊炯杕 楊北辰聯展= The Dimension of Being-Object Poems in Time: A Joint Exhibition of Lee Kuang-Yu,Yang Jeong-Dih and Yang Pei-Chen段存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765541 A sculptor's secret garden: Lee Kuang-Yu李光裕 [by] Tan Hwee Koon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0217 奧地利瑞士自由旅行= An easy trip on Austria & Switzerland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五版 平裝 2

9789869770286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旅行= An railpass trip on Hungary & Czech.Slovakia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72988 天然香氛60款: 4大香氣基調X37款身體保養香氛X25種空間擴香配方,設計獨一無二的私屬香氛弗瑞.葛林(Fern Green)著; 黃明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2995 幼兒生活互動學習繪本: 我會刷牙,也會幫獅子刷刷牙蘇菲.薛華德(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斯(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008 天然香氛60款: 4大香氣基調X37款身體保養香氛X25種空間擴香配方,設計獨一無二的私屬香氛弗瑞.葛林(Fern Green)著; 黃明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152 幼兒生活互動學習繪本: 我會刷牙,也會幫獅子刷刷牙蘇菲.薛華德(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斯(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68 倒數六十天職場生存日記: 四十五歲的我在工作低谷,尋找人生選擇權Vito(蔣宗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75 倒數六十天職場生存日記: 四十五歲的我在工作低谷,尋找人生選擇權Vito(蔣宗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4678 (圖解)零基礎入門Excel X Python高效工作術 金宏和實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4708 (圖解)零基礎入門Excel X Python高效工作術 金宏和實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4784 小小理財家: 如何從一百元變成一百萬? 詹姆士.麥肯納(James Mckenna), 珍寧.格里斯塔(Jeannine Glista), 麥特.封丹(Matt Fontaine)作; 陳怡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4807 錯覺偵探團. 2, 鬧鬼坡失蹤案 藤江純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4814 小小理財家: 如何從一百元變成一百萬? 詹姆士.麥肯納(James Mckenna), 珍寧.格里斯塔(Jeannine Glista), 麥特.封丹(Matt Fontaine)作; 陳怡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4838 錯覺偵探團. 2, 鬧鬼坡失蹤案 藤江純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5002 燈塔水母 蕭辰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5026 燈塔水母 蕭辰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5057 吳介甫的熱賣麵包課: 經典台式.人氣吐司.軟硬歐包,46款必學美味麵包全圖解吳介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5064 吳介甫的熱賣麵包課: 經典台式.人氣吐司.軟硬歐包,46款必學美味麵包全圖解吳介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5637 童話數一數: 十隻小恐龍去探險 麥克.布朗洛(Mike Brownlow)作, 賽門.瑞克帝(Simon Rickerty)繪; 林宛如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5873 心理彈力: 戰勝低潮與逆境,讓人谷底翻身的強大力量金周煥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5897 心理彈力: 戰勝低潮與逆境,讓人谷底翻身的強大力量金周煥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712 選擇-1949 蘇張之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9729 致人生 胡志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19649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床實務參考書: 通論. 2021劉勺碧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表現工程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采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采晴出版工作室



978957951965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四, 第1冊, 小兒科. 2021葉昌泰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66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四, 第2冊, 皮膚科. 2021陳昱璁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67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四, 第3冊, 精神科. 2021周伯翰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68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四, 第4冊, 神經內科. 2021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69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五, 第1冊, 外科概論、腦神經外科. 2021陳昱璁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0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五, 第2冊, 心臟血管外科、大腸直腸外科、內分泌外科、重建整型外科. 2021陳昱璁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1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五, 第3冊, 胃外科、小腸外科、肝臟外科、膽道外科、胰臟外科、乳房外科. 2021吳柏宣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2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五, 第4冊, 胸腔外科、小兒外科. 2021劉庭軒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3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五, 第5冊, 泌尿外科. 2021王士綱, 陳宏睿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4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五, 第6冊, 骨科. 2021蘇育德, 林承寬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5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六, 第1冊, 婦科、產科、生殖內分泌、婦女泌尿、內視鏡. 2021林立德, 胡永信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62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六, 第2冊, 眼科. 2021許承儒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7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六, 第3冊, 復健科. 2021陳昱璁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8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 六, 第4冊, 麻醉科、耳鼻喉科. 2021洪瑜澤, 許越先, 吳柏宣,林逸筑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793 急診醫學醫療手冊 胡勝川編著 第八版 精裝 1

9789579519809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床實務參考書. 外科. 2021黃萓蓁, 劉明俐, 林怡岑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816 護理新人不要怕 焦點交班不費力 李彥範, 辛孟娟, 邱子瑄, 林怡岑, 曾寶慧, 游婉如編輯; 田培英, 林怡岑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9823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第2冊: 腸胃內科、肝膽內科、腎臟內科. 2021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830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第3冊: 感染科、內分泌科、新陳代謝科. 2021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847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第1冊: 心臟內科、胸腔內科. 2021曾健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9854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第4冊: 風濕免疫科、血液腫瘤科. 2021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861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第5冊: 神經內科、精神科、皮膚科. 2021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878 錄影尿動力學= Videourodynamic study 郭漢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19885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床實務參考書: 內科. 2021林昀芊, 游思紜編著 平裝 1

9789579519908 COVID-19臺大醫院診治及照護經驗 劉旺達, 潘玫燕, 葉乙臻, 陳誠萱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33419 735輕鬆讀. 國文(適康版). 3 黃士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26 735輕鬆讀. 自然(適南版). 3 寧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33 735輕鬆讀. 英語(適康版). 3 Alex Chen, Bella Wu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40 735輕鬆讀. 歷史. 3(適南版) 妍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57 735輕鬆讀. 數學(適翰版). 3 陳東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64 735輕鬆讀. 英語(適翰版). 3 Lucy Sun, Faye Chou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71 735輕鬆讀. 地理. 3(適康版) 楊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88 735輕鬆讀. 英語(適南版). 3 Sean Huang, Bella Wu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495 735輕鬆讀. 歷史. 3(適翰版) 妍喜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01 735輕鬆讀. 地理. 3(適南版) 張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18 735輕鬆讀. 地理. 3(適翰版) 柯湘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25 735輕鬆讀. 自然(適翰版). 3 詠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32 735輕鬆讀. 歷史. 3(適康版) 言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49 735輕鬆讀. 數學(適南版). 3 突為, 崇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56 735輕鬆讀. 國文(適翰版). 3 文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63 735輕鬆讀. 自然(適康版). 3 邊郁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87 735輕鬆讀. 數學(適康版). 3 蔡逸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594 新思維國文複習講義. 1-4 冊 文冰, 王瓊瑤, 惟璽, 江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00 新思維英語複習講義. 1-4 冊 陳品豪, Lucia Su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17 新思維數學複習講義. 1-4 冊 范宏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62 會考735輕鬆讀複習講義. 英語. 1-4 冊 詹仲緯, 黃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79 會考735輕鬆讀複習講義. 數學. 1-4 冊 陳東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86 會考735輕鬆讀複習講義. 理化. 3-4 冊 林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693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國文. 1-4 文冰, 王瓊瑤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09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英語. 1-4 陳品豪, Lucia Sun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16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數學. 1-4 范宏亮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23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理化. 3-4 詹志偉(理王)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30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歷史. 1-4 張晟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47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地理. 1-4 陳順文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54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公民. 1-4 孔揚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61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生物 楊鈺雲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333778 閱讀雙響炮 12年國教閱讀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金安



9789862333785 Fighting主題式. 國文考科 王嘉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792 Fighting主題式. 數學考科 張宗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3808 Fighting主題式. 英文考科 鄭撼, 詹霑, 許富展, 戴苑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89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5(適康版) Rita Hsu, Alex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096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5(適南版) Rita Hsu, Sean Hua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02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5(適翰版) Rita Hsu,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19 試題篇. 數學(適康版). 5 郭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126 試題篇. 數學(適翰版). 5 簡啟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492 試題篇. 數學(適翰版). 1 劉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08 試題篇. 數學(適康版). 1 郭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15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1(適南版) Lucy Sun, Alex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22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1(適翰版) Rita Hsu,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39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1(適康版) Rita Hsu,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46 3900應用題彙篇. 國文 金安國文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53 3900應用題彙篇. 英語(閱讀本) 金安英語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77 3900應用題彙篇. 數學 金安數學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84 3900應用題彙篇. 自然 金安自然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591 3900應用題彙篇. 社會 金安社會科編輯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07 新講義. 數學. 4 袁盛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14 新講義. 自然. 4 林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21 雙向溝通. 國文. 4(適翰版) 徐芳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38 雙向溝通. 國文. 4(適康版) 周安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45 雙向溝通. 國文. 4(適南版)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52 雙向溝通. 英語(適翰版). 4 Lucy Sun, Peter Ch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69 雙向溝通. 英語(適康版). 4 Alex Che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76 雙向溝通. 英語(適南版). 4 Sean Huang, Lynn L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83 雙向溝通. 數學. 4(適翰版) 李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690 雙向溝通. 數學. 4(適康版) 惟璽, 林上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06 雙向溝通. 自然. 4(適翰版) 李品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13 雙向溝通. 自然. 4(適康版) 易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20 雙向溝通. 自然. 4(適南版) 房角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37 試題篇. 數學(適翰版). 4 簡啟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44 試題篇. 數學(適康版). 4 郭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51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4(適翰版) Rita Hsu,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68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4(適南版) Rita Hsu, Alex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75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 4(適康版) Rita Hsu,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82 735輕鬆讀. 國文(適翰版). 4 文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799 735輕鬆讀. 國文(適康版). 4 黃士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05 735輕鬆讀. 國文(適南版). 4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12 735輕鬆讀. 英語(適翰版). 4 Lucy Sun, 孫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29 735輕鬆讀. 英語(適康版). 4 Alex Chen, Peter Ch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36 735輕鬆讀. 英語(適南版). 4 Sean Huang, 黃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43 735輕鬆讀. 數學(適翰版). 4 陳東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50 735輕鬆讀. 數學(適康版). 4 蔡逸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67 735輕鬆讀. 數學(適南版). 4 惟璽, 陳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74 735輕鬆讀. 自然(適翰版). 4 詠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81 735輕鬆讀. 自然(適康版). 4 邊郁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898 735輕鬆讀. 自然(適南版). 4 寧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04 735輕鬆讀. 歷史. 4(適翰版) 妍喜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11 735輕鬆讀. 歷史. 4(適康版) 言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28 735輕鬆讀. 歷史. 4(適南版) 妍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35 735輕鬆讀. 地理. 4(適翰版) 柯湘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42 735輕鬆讀. 地理. 4 (適康版) 楊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59 735輕鬆讀. 地理. 4(適南版) 張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66 雙向溝通. 數學. 4(適南版) 吳倢臻, 宋傳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73 考前30天. 國文 聚瀚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80 考前30天. 自然 璐雯, 林樂融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4997 考前30天. 英語 Peter Chan, Hugh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000 考前30天. 數學 陳東崙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017 考前30天. 社會 惟璽, 江海, 林志偉, 黃子祐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079 寒假學習作業 閱讀策略金頭腦 金安國語文推行委員會策劃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35086 寒假學習作業 閱讀策略金頭腦 金安國語文推行委員會策劃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1769 紫微+火象星座算命更準 法雲居士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441776 紫微+風象星座算命更準 法雲居士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441783 紫微+水象星座算命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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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7240 金剛經講記 修印法師講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1653 祖炳民Dr. John B. Tsu: 美國歷史上白宮首位華人幕僚傅中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448 慈悲三昧水懺直解 釋開藏述; 釋道涵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6422 屏東縣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439 屏東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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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3210 小資致富術: 用主題式ETF錢滾錢 陳重銘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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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8539 臺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形上形下. 幻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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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5585 貨幣銀行學: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25592 會計學: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3406 票據法: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3413 國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3420 企業管理: 企業概論、管理學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3437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 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時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剛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剛法林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93

送存冊數共計：94

金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剛山般若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榜筆記企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塊文化



9786269513444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 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3451 外幣保單: 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品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3468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農會招考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3475 銀行法: 銀行招考、金融基測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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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4305 基本電學: 電工原理(含基本電學大意) 陳達編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033 珍妮貓與七色花 Miryam文; 塔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040 未來,就蟄伏在每一個轉彎處 Meet文; Bingking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057 哇喔!全世界最棒的狗狗 Miryam文; 江小A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064 怕就是不勇敢嗎? Miryam, George文; 劉彤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071 記憶,就閃耀在每一個轉彎處 焦子瀚文; 松茸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490 自然生態觀察手冊100。桃園市龜山區 韓學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5904 後青春,真少年: 口腔保健、膳食營養 趙莉芬, 林偉民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5911 後青春,真少年: 肌力強化、功能重建 趙莉芬, 林偉民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5928 後青春,真少年: 認知促進、社會參與 趙莉芬, 林偉民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9075 阿公笑一下 有我照顧你 陳乃菁, 劉盈慧, 康宗仰, 李林, 蘇秋萍文字; 周怡蓁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082 阿嬤親一下 陳乃菁, 劉盈慧, 康宗仰, 李林, 蘇秋萍文字; 康宗仰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9099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集. 2021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33322 遍地是黃金: 循環經濟管理指南= Zero waste to landfills,it is possible!: a practical waste management guid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薛芙蕾(Isabelle Chevalley)著; 蘇家弘, 吳永富, 吳容銘, 許景翔, 車靜玫編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1518 由法院判決看透政府採購契約. 技術服務篇 陳錦芳, 陳高星, 劉時宇, 邱煌傑合著; 陳錦芳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5943 爸爸帶我出去玩 李伯峰文.圖 精裝 1

9789865675950 想織布嗎?孩子= TQBAQ SU TMINUN PALA PI?LAQI pintasan na yaki Ciwas卓惠美Aking Nabu文.圖; 張金城Cgyo Yukan族語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5967 奶奶去旅行 陳德慧文.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龍海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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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昇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晉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883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院特色藝術創作成果彙編集王源東, 朱紋皆, 李元程計畫主持 平裝 1

9789866358944 游藝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四屆= Journal of In-Art Forum潘永瑢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838 何不在黑白之間: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畢業專刊. 第八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869 EXPLORER長榮大學探索者成果. 2021. Vol.5 丁碧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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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er Hsieh平裝 第4冊 1

9789860666540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Amber Hsieh平裝 第5冊 1

9789860666557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Amber Hsieh平裝 第6冊 1

9789860666564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Amber Hsieh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64201 康康兔 安倍夜郎作; 小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270 黃金的蘋果 南谷郁作; 白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287 菁英同盟!! 岩岡美兔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294 我們的方向 渡邊加奈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324 地獄電梯 今井康繪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348 樂園之殼 如月芳規作; 豬排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393 樂園之殼 如月芳規作; 豬排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362 偶像實境放送 井冬良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16 刃牙外傳: 拳刀 宮谷拳豪作; 格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553 學園百合警 森永みるく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560 尋寶睡美人 塚本彌生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676 超絕異能妹 坂本光陽原著; 箸井地圖漫畫;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720 樂園之殼 如月芳規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4843 菁英同盟!! 岩岡美兔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267 超絕異能妹 坂本光陽原著; 箸井地圖漫畫;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275 貓手帳 生藤由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47207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395469 今宵與你的血之吻 立野真琴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5490 闇市的義式食堂 立野真琴作; 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8071 卡哇依惡魔 斑目ヒロ作; may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8149 理想的戀人 斑目ヒロ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8262 親愛的惡魔 斑目ヒロ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8316 懷念的惡魔 斑目ヒロ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8606 老師的愛情謊言 梅太郎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8613 你仍在我的記憶中 梅太郎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98637 野蠻社長 梅太郎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15640 學園愛麗絲 樋口橘作; 吳佳玲譯 初版四刷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1931 櫻桃派是A罩杯 七々倉和香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27650 飼養愛情 犬上すくね作; 水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667 飼養愛情 犬上すくね作; 水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7674 飼養愛情 犬上すくね作; 水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7681 飼養愛情 犬上すくね作; 水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7698 飼養愛情 犬上すくね作; 水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頸鹿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系



9786260027704 頑童本色 本井広海, 本澤友一郎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711 頑童本色 本井広海, 本澤友一郎作; 李重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7735 雷神 佐野貴司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27742 雷神 佐野貴司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27759 隔壁的芳鄰 倉橋蝶子作; 森月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7766 新.假面偵探 秋乃茉莉作;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7773 新逆八犬傳: 變身犬耳娘 石田敦子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780 新逆八犬傳: 變身犬耳娘 石田敦子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7797 新逆八犬傳: 變身犬耳娘 石田敦子作; 晴天瓶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7803 新娘是蘿莉又怎樣!? あきの作; kinnsa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7810 新東京保衛戰 磯本つよし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827 新東京保衛戰 磯本つよし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7834 新米俏空姐= Professional stewardess!! 蘭佳代子原作; 片山誠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858 新月碎片 花田マコ作; 曾雅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008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28022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0027919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7926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7933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7940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7957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27964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27971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27988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27995 新手巨乳妻 大井昌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28046 國王與騎士= King & knight 嶋田尚未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077 唱首戀之歌吧!= Let's sing a song of love. 屋敷由佳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121 唯我獨尊The ode to the esperides 堤抄子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145 唯我獨尊The ode to the esperides 堤抄子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152 唯我獨尊The ode to the esperides 堤抄子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169 唯我獨尊The ode to the esperides 堤抄子作; DKHATU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183 參見!!獅子王丸晶大人 東城和実作; 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190 動漫店長β': 店長候補生= The candidate for captain animate真崎はる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206 動漫店長β': 店長候補生= The candidate for captain animate真崎はる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220 動漫店長β': 店長候補生= The candidate for captain animate真崎はる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237 動漫店長β': 店長候補生= The candidate for captain animate真崎はる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251 動漫狂愛 御壺, 龍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275 動漫狂愛 御壺, 龍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282 動漫狂愛 御壺, 龍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299 動漫狂愛 御壺, 龍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305 動漫狂愛 御壺, 龍侍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28336 動漫狂店長 島本和彥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350 動漫狂店長 島本和彥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374 動漫狂店長 島本和彥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411 動漫狂店長 島本和彥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435 剪刀腳美眉 八木澤景一作; TANY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459 剪刀手安迪 倉田英之原作; 多杜匡示作畫; TA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497 偶像遊戲= The imbody idol by doll factory 柚弦作; 吳勵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28534 偵探拼圖遊戲 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541 偵探拼圖遊戲 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28558 偵探拼圖遊戲 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28565 偵探拼圖遊戲 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28572 偵探拼圖遊戲 野間美由紀作; 小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28596 偵探事務所5"= Detective office 德永富彥原作; 桐木憲一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28602 偵探事務所5"= Detective office 德永富彥原作; 桐木憲一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36843 惡夢或是淫夢 山葵マグロ作; 巫白白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6881 狂亂綻放的Ω: 未亡人Ω渴望β 楽田トリノ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6904 想熟睡在你懷裡 未散ソノオ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6928 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 2 八田鮎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7123 惡夢或是淫夢 山葵マグロ作; 巫白白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7208 狂亂綻放的Ω: 未亡人Ω渴望β 楽田トリノ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7215 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 2 八田鮎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7239 想熟睡在你懷裡 未散ソノオ作; 某批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37253 櫻桃派是A罩杯 七々倉和香作; 某批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684 那位神明是抖S むつきらん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691 再見.星期五 岡本K宗澄作; 瓜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707 寂寞難耐的抱枕 白松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714 隱密的性愛inside sex 七ノ日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721 Sugar & Mustard: 砂糖與黃芥末 はなさわ浪雄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745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8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752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9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776 負荷不了的男友. 2 星野瑞希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790 負荷不了的男友. 3 星野瑞希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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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0055899 那位神明是抖S むつきらん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05 寂寞難耐的抱枕 白松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12 隱密的性愛inside sex 七ノ日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29 再見.星期五 岡本K宗澄作; 瓜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36 負荷不了的男友. 2 星野瑞希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43 負荷不了的男友. 3 星野瑞希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50 Sugar & Mustard: 砂糖與黃芥末 はなさわ浪雄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74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8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5981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9 宮原るり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6100 惡魔的新娘(愛藏版)(1-12) 芦辺遊步作畫;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0056131 怪獸8號 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6148 Claymore獵魔戰記(典藏版) 八木教広作; 陳少怡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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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0056384 大黑暗 林田球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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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0056445 才不會愛上炮友 井伊イチノ作; lingosou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6490 哺乳類♂人科 トビワシオ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6506 晴時偶陣雨 大槻ミゥ作; 瓜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6513 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 3 紘千尋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6520 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 4 紘千尋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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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0056704 雙倍草莓的苦味蛋糕 暁作; lingosou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6711 從幕後開始打擾了。 秋葉東子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766 黑色嘉年華= Karneval 御巫桃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6260056773 極道的彆扭單戀 深椎甘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780 吸血鬼騎士memories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6797 青春播放不間斷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6803 拾獲潔白的Ω。 水稀たま作; 巫白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810 轉生惡女的黑歷史 冬夏秋春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6827 想更進一步的兩人 日下亞希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6834 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 佐野愛莉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6841 他的命運因為偷窺而改變 虻玖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858 只吃貓飯的男人 米索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865 帝都初戀心中 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6872 血界戰線Back 2 Back 内藤泰弘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56889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0056896 悖德Omegaverse さち作; 澄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902 輝夜傳 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6919 融化於你的手指 内海ロング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926 深白遊戲Dark & Rough 黑色豆腐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933 無法戰勝淫紋 小坂つむぎ作; 某批譯 平裝 1

9786260056940 雲狼之里 若月凜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957 我要開動了,吸血鬼 虻玖作; 柚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964 微光的召喚師 Gene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6971 EVENING DINER夜晚的餐館 まりぱか作; 巫白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6988 牙醫生,我硬起來了! 山崎將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6995 Coffee & Vanilla咖啡和香草 朱神寶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7008 我的快樂小惡魔! 平喜多柚也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7015 哥哥遺落的戀情行蹤 暮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7022 我與城隍的49天 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7039 無聲信箱 Ｍ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7046 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 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7053 刺客守則ASSASSINSPRIDE 天城ケ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7060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Ω 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7077 蒼藍鋼鐵戰艦 Ark Performance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0057084 偶像夢幻祭Ready For Star Happy Elements K.K原作; 南々菜奈々漫畫; 瓜子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7091 偽男友APP: 編號626男友給妳初戀般的悸動 雷亞儂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7107 在末日當舔狗的那些日子 輕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57114 在末日當舔狗的那些日子 輕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57275 王者天下. 54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282 王者天下. 55 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05 真假茱莉葉. II. 10 絵夢羅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12 草莓蛋糕蛋糕. 4 森下suu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29 理想的男朋友. 3 綾瀨羽美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36 理想的男朋友. 4 綾瀨羽美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43 Over Line: 越線 まつだいお作; 瓜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50 人氣王子的戀愛指令 青丸夏々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67 同崎課長還想再當受 由元千子作; LYT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74 如果能填補未曾擁有的愛情 せんみつ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81 殺手與自由業 秋治琢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398 跪舔求愛 山田ノノノ作; 某批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404 關於我的XXX沒有精神這件事 ko作; LYT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411 導演,身為受的我不行嗎? 吹浦萩作; LYT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428 十年之後,那天的那場雨。 幸田みう作; 揪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7855 宅系女孩carry直球年下☆戀愛未遂☆Fighting! 佐緒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081 程心程意 Mommae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58098 程心程意 Mommae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58104 我就是無法違逆S嘛 響愛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8111 我就是無法違逆S嘛 響愛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8128 Coffee & Vanilla咖啡和香草 朱神寶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8135 和社長那個啊♡: 15粒的媚藥 佐佐木柚奈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142 和社長那個啊♡: 16場戀曲的秘事 佐佐木柚奈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159 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 佐野愛莉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8166 放學後中毒 川上千尋作; 揪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8173 慵懶的戀愛了 星森雪最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8180 影子不需要戀愛。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58197 因為這樣,昨天被奪走了 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8203 霜月老師的不甜膩戀愛講座 香魚子作; 巫白白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8210 這是愛、不是戀 梅澤麻里奈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8227 這是愛、不是戀 梅澤麻里奈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8234 青春播放不間斷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8241 刺客守則ASSASSINSPRIDE 天城ケ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0058258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0058265 王者天下 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6260058272 無盡的世界(新裝版) 蛇龍どくろ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289 第10年的初戀 のきようこ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296 童貞虎與傲嬌兔 美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302 寶貝★愛情保姆 野田野陀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319 輕舔♥風俗愛無限 山田やまだ作; LYT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326 凶宅和巧克力 烏間ル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333 第10年、無法按照劇本走的戀情 椋太郎作; l 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340 桃色.派遣.遇上麻煩 にこ山P蔵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8456 Coffee & Vanilla咖啡和香草. 6 朱神寶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463 Coffee & Vanilla咖啡和香草. 7 朱神寶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470 大黑暗. 3 林田球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517 青春播放不間斷. 4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531 帝都初戀心中. 7 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548 偶像夢幻祭Ready For Star. 2 南々菜奈々作; 瓜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555 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 1 佐野愛莉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586 輝夜傳. 5 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609 Coffee & Vanilla咖啡和香草. 7 朱神寶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616 大黑暗. 3 林田球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654 青春播放不間斷. 4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678 帝都初戀心中. 7 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685 偶像夢幻祭Ready For Star. 2 南々菜奈々作; 瓜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692 輝夜傳. 5 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708 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 1 佐野愛莉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814 小晶老師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志賀乃夷織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821 再也無法品嚐的果實之味 藤峰大和作; 雛倉紗梨惠原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852 完美的緋聞. 1 菊乃杏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869 完美的緋聞. 2 菊乃杏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876 狂愛達令. 2 星森雪最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883 初戀 X 再一次. 2 華谷艷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890 初戀 X 再一次. 3 華谷艷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06 青春播放不間斷. 1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13 青春播放不間斷. 2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20 青春播放不間斷. 3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37 偶像大人的寵溺女孩!?. 2 黃綠莉央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44 喜歡的一半 織田綺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51 就只是炮友。 室多多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68 舞動初戀!. 6 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75 舞動初戀!. 7 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8982 影子不需要戀愛。. 3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19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Ω. 2 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26 輝夜傳. 4 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33 學長、養我吧! 原田唯衣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40 薔薇色的約定. 3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57 薔薇色的約定. 4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64 雖然想要妳選我 込由野志保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71 鯊魚和小褲褲. 1 八神千歲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88 S的密約 真村澪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095 謊言般的初戀: 王子大人是抖S男公關. 4 鈴井新汰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101 謊言般的初戀: 王子大人是抖S男公關. 5 鈴井新汰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118 小晶老師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志賀乃夷織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125 再也無法品嚐的果實之味 藤峰大和作; 雛倉紗梨惠原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156 完美的緋聞. 1 菊乃杏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163 完美的緋聞. 2 菊乃杏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187 狂愛達令. 2 星森雪最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194 初戀 X 再一次. 2 華谷艷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00 初戀 X 再一次. 3 華谷艷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17 青春播放不間斷. 1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24 青春播放不間斷. 2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31 青春播放不間斷. 3 水瀨藍作; 蘇涵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48 偶像大人的寵溺女孩!?. 2 黃綠莉央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55 喜歡的一半 織田綺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62 就只是炮友。 室多多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79 舞動初戀!. 6 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86 舞動初戀!. 7 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293 影子不需要戀愛。. 3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16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Ω. 1 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23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Ω. 2 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30 輝夜傳. 4 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47 學長、養我吧! 原田唯衣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54 薔薇色的約定. 3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61 薔薇色的約定. 4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78 雖然想要妳選我 込由野志保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85 鯊魚和小褲褲. 1 八神千歲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392 S的密約 真村澪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08 謊言般的初戀: 王子大人是抖S男公關. 4 鈴井新汰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15 謊言般的初戀: 王子大人是抖S男公關. 5 鈴井新汰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22 影子不需要戀愛。. 2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39 影子不需要戀愛。. 2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46 你是我的太陽 秋葉東子作; 柚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453 狂愛達令. 1 星森雪最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60 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 2 佐野愛莉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77 獻給親愛A小姐的推理. 3 森江慧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491 毫無仁義的入贅女婿. 2 佐野愛莉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507 獻給親愛A小姐的推理. 3 森江慧作; KIYO.D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0059521 怪獸8號 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9538 修女和吸血鬼 暁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59545 修女和吸血鬼 暁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59552 和社長那個啊♡: 17色的色戀 佐佐木柚奈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569 扭曲的我被溺愛了 響愛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576 ※接吻要等20歲之後 野乃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583 之後就是私人領域 後藤美沙紀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590 熱情軍官 真村澪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606 誘拐婚 椎葉奈那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613 性癖是西裝 河丸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620 醒來後就親一下吧 今澤舞衣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637 遼河社長不能這樣啦。 文倉咲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644 DEMON TUNE魔鬼音律 小玉有起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9651 DEMON TUNE魔鬼音律 小玉有起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59668 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 高瀨若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59675 有個超可愛的男孩子在家等著我 高瀨若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59682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0059699 回答我answer me. 三木原針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05 一本正經的阿壹同學 高橋躑躅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12 哥哥拿有栖沒轍 文日野ユミ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29 捕食者的餐桌 夢唄よつば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36 遲鈍&甜蜜: Dull and Sweet 端倉ジル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43 戀愛、或者是... 伊佐木李果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50 LOVE CONQUEST: 愛的獵物 風呂前有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67 我要開動了,小野狼。 小夏うみれ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798 全糖女孩DAY90減重同居 語末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804 神祕的房東先生 椰子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59811 觸動她的記憶 蔡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74242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374259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378769 折翼天使 小浪詔子作; 王冠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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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7530 不是棍子 安東尼特.波第斯(Antoinette Portis)文.圖; 郭妙芳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9987547 睡美人 荒井良二文.圖; 林真美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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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0741 住在黑白洞穴裡的鼴鼠 特瑞莎.賽迪瓦(Tereza Sediva)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0758 冷吱吱 皮帕.庫尼克(Pippa Curnick)文.圖; 黃又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0772 海盜真的來了! 約翰.康登(John Condon)文; 麥特.杭特(Matt Hu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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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8959 無相山: 洛貞水墨作品集= Mountain beyond appearance: Lo-Tsen's ink brush works洛貞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8959 無相山: 洛貞水墨作品集= Mountain beyond appearance: Lo-Tsen's ink brush works洛貞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921 八百壯士與我(復刻版全集) 楊惠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2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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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6933 羅曼蒂克romantic 西田東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6940 關係不好的未婚夫妻 鉢谷くじら作; 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957 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教會餐飲改革的悠閒修女生活柚原テイル原作; 吉村旋漫畫; 何立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6964 隨心所欲!操縱女性的智慧型手機!! クリムゾン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26971 隨心所欲!操縱女性的智慧型手機!! クリムゾン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26988 影宅 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6995 罪惡與快感 染谷ユウ作; 陳秀玟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008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7022 厄里斯的聖杯 常盤くじら作; 賴詠新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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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7046 旅行That's Journey 石坂ケンタ作; 黎維津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053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706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27077 少年的初戀是美少女♂。 小林キナ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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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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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5127107 小邪神飛踢 ユキヲ作; 洪兆賢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7114 3P開始了!! 克.亞樹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121 2.5次元的誘惑 橋本悠作; 李俊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145 金魚的初鳴 ごんたくにど作; 黎維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152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7169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 飛田二木壱作; midor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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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512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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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865127190 沐浴在相同的光芒下 ココミ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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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7213 因果性之吻 阿仁谷コイジ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220 名偵探柯南LOVE+PLUS超百科全書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268 唯愛是從! 加藤スス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275 背德的OMEGA血統 さつきあしゃ作; mido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282 局外密談 ツノナツメ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299 裏世界遠足 宮澤伊織原作; 水野英多漫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305 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 平島コウ作; 山田J太插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89

送存冊數共計：340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阿波羅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雨彤文化



9789865127312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過去成了傳說。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329 被已經不需要育成技能的勇者隊伍辭退,便試著把代替退休金拿到的領土變強黒おーじ作; 倚風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336 我要在勇者傳說底下創造英雄傳說: 顛覆王道的英雄傳ナカノムラアヤスケ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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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冊 1

9789865127350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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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512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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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5127374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7473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7480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7381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398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404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7411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7428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7435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7442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7459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7466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7497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503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510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7527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7534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7541 來自深淵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7558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望譯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565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李妮瑄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572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李妮瑄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7589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李妮瑄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7596 迷宮飯 九井諒子作; 李妮瑄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7602 媚之凶刃 池玲文作; 游若琪譯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619 媚之凶刃 池玲文作; 游若琪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626 媚之凶刃 池玲文作; 游若琪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7633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640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7657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7664 此花綺譚 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671 此花綺譚 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688 此花綺譚 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7701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官方設定集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27718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公式書Re:zeropedia 長月達平作; 許國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27725 被已經不需要育成技能的勇者隊伍辭退,便試著把代替退休金拿到的領土變強(限定版). 1黒おーじ作; 倚風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732 愛麗絲的聖杯(限定版). 1 常盤くじら作; 賴詠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749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限定版). 10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756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限定版). 20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7763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777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7787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7794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780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7817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7824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127831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127848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127855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127862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127879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127886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127893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127909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127916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127923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127930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12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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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5127954 平凡上班族到異世界當上了四天王的故事 ベニガシラ原作; 村光漫畫;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961 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 被最強隊伍放逐的廚師開設了冒險者餐廳つむみ漫畫; 君川優樹原作; 梁勝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7978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 李殷廷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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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7992 黑辣妹後宮學校 双龍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005 堀與宮村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28012 堀與宮村: 回憶紀念插畫集 page.100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雷怡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029 BATTLE GROUND WORKERS: 戰地甲兵 竹良實作; 湯伊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036 溺愛這種事絕對不承認!(特別版) 須坂紫那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043 狂賭之淵(限定版). 13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050 來自深淵(特別版). 9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067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特別版). 12 椿泉漫畫;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074 狂賭之淵雙(限定版). 10 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081 迷宮飯(限定版). 9 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098 迷宮飯(典藏版). 9 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166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8173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8104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8111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8128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8135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8142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8159 MIX 安達充作; ALATA譯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8180 山與食慾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197 山與食慾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203 山與食慾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8210 山與食慾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8227 山與食慾與我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8234 名偵探柯南: 背叛的舞台/掀起漣漪的魔法師 青山剛昌原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241 因果性之吻 阿仁谷コイジ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258 主人的屍體 藤近小梅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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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128272 三字頭的V美肉大哥哥線下約炮 凪田十子作; 曾瀞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289 厄里斯的聖杯 常磐くじら原作; 桃山ひなせ漫畫; 賴詠新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296 惑星少女 大石日日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302 單蠢女孩 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28319 盛開在籠中的陰之花 羽野ちせ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8326 異國日記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8333 異世界跟奴隸做色色事情漫畫短篇集 一迅社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340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異世界後宮生活 月夜淚原作; 月見隆士漫畫;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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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8364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3, 暗中活躍的陰影 八ツ橋皓作; 黃品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388 最強的魔導士,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為鄉下的衛兵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呂郁青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395 昴宿七星. 0 田尾典丈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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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128418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5, 堅強而虛幻的新遊戲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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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128432 金黃色的朝霞THE IDOLM@STER偶像大師 BNEI, PROJECT iM@S原作; まな漫畫; CHIKA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449 孤島部長 八海摘作; 黎維津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456 姊姊對小學女生很有興趣。 柚木涼太作; 蘇奕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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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512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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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5128487 妄想老師初體驗 春輝作; 李俊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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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8500 戀愛與國會 西炯子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517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零的執行人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郎作畫;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524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零的執行人 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次郎作畫;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531 深不可測地下迷宮攻略記: 我的異世界轉生冒險譚KAKERU作; 梁勝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548 香好同學嗅個不停 壱日千次原作; 赤秩父漫畫; 何立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555 毒之櫻 MITA原作; Yammy Yamamoto作畫; 李俊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562 關於大叔教女O中生作壞壞的事情這檔事 久川はる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579 模擬後宮體驗 齊藤祐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8586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28593 過度保護我的青梅竹馬 隈浪さえ原作; 吾田なぐさ作畫; midor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609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128616 童貞滅絕列島 川崎順平作; 林香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623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 滝川廉治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630 急戰5秒殊死鬥 はらわたさいぞう原案;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8692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28708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8715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28722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28647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8654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8661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8678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8685 路人超能100 ONE作; 陳鈞然譯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28777 home家 つゆきゆるこ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784 333 APP抹消軟體 彭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8791 變身成黑辣妹之後就和死黨上床了。 織島ユポポ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07 堀與宮村(特別版). 15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14 最強的魔導士,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為鄉下的衛兵(限定版). 2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呂郁青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21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5, 堅強而虛幻的新遊戲(限定版)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45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3, 暗中活躍的陰影(限定版)八ツ橋皓作; 黃品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38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限定版). 8山口悟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52 魔女之旅(限定版). 11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69 如果30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法師(限定版). 5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76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特別版). 5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み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890 摺紙戰士A 周顯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8913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賴俊帆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8920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賴俊帆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8937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賴俊帆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8944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賴俊帆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28951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賴俊帆譯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28968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賴俊帆譯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8975 狂賭之淵 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作畫; 賴俊帆譯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28982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限定版). 7山口悟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8999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過去成了傳說。(限定版). 2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002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作; 八雲譯 二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129019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作; Akitos, 王怡菁, 黃曉筠, 夏綠, 邱昶凱, 洪怡菁, 陳鈞然, 王筱晴, 雅惠, 詹雅惠, 唐儀齡, 葉廷昭譯二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129026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2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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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5129040 影宅 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9057 賣國機關 カルロ.ゼノ原作; 品佳直漫畫; 黎維津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9064 貓咪按摩師 久川はる作; 陳律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071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END的壞人大小姐: 走投無路!. 瀕臨毀滅篇山口悟原作; nishi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088 麗莎難以入口的餐桌料理 黑鄉滸作; C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9095 戀愛少女會做色情漫畫的夢 吉北ぽぷり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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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129118 史萊姆轉生。大賢者成為精靈養女的寵物了 わらびもちきなこ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125 異世界國家阿爾奇美拉: 最弱之王與無雙大軍蒼乃曉作; 某ㄚ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132 異世界國家阿爾奇美拉: 最弱之王與無雙大軍(限定版). 1蒼乃曉作; 某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149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過去成了傳說。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29156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過去成了傳說。(限定版). 3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163 歡迎來到難攻不落的魔王城: 認定不需負面狀態而被踢出勇者隊伍的黑魔導士,被魔王軍招攬為最高幹部御鷹穗積作; 劉仁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170 歡迎來到難攻不落的魔王城: 認定不需負面狀態而被踢出勇者隊伍的黑魔導士,被魔王軍招攬為最高幹部(限定版). 1御鷹穗積作; 劉仁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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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129194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好(限定版). 2三嶋与夢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200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29217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限定版). 11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224 原世界第1的副角色育成日記: 廢人玩家,異世界攻略中沢村治太郎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231 TRPG玩家在異世界打造最強角色: 獻給亨德森的福音Schuld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248 反派千金等級99: 我是隱藏頭目但不是魔王 七夕さとり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255 原世界第1的副角色育成日記: 廢人玩家,異世界攻略中沢村治太郎原作; 前田理想漫畫;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262 入夜之後的我 益子悠原作; 一X漫畫;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9279 上司的那裡是XL號!?: 巨根...進入中...! 可児いとう作; 林沛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286 女友轉蛋 吉宗作; 逝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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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129309 勿說是推理 田村由美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9316 少年的初戀是美少女♂。 小林キナ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29323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29330 可愛過頭大危機 城戶みつる作; 林香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347 用我的手指蹂躪妳!: ~打烊後的沙龍、被壞心眼欺負neco作; 林沛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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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5129361 狂賭之淵妄 河本ほむら原作; 柊裕一作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29378 來自深淵 官方創作集: 第二層危險的大洞 竹書房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385 坦率的執拗花 青辺マヒト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392 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注視著我上臂的二頭肌吧?高山こば作; 林沛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408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博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29415 朋友關係的情人 オオヒラヨウ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422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129439 偶像大師百萬人演唱會!BKCK STAGE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原作; mizuki漫畫; 蘇奕軒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29446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865129453 名偵探柯南 赤井秀一精選集 青山剛昌作; 李俊銘, 張正薇, 張芳馨, 王瑜平, 陳柏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460 第7年的純愛 藤谷陽子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477 與你連結的HAPPY END Arinco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484 房東的私房情事 青梅あお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29491 如果30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法師(限定版). 6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77434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短篇集 長月達平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37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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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冊 1

9789865377465 亡國的征服者 不手折家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458 魔王築城記!. 5: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市 月夜淚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77489 我才不是壞人大小姐,只是『普通』的公爵千金!明。作; 劉仁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496 貴族轉生: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強力量 三木なずな作; 倚風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502 裏世界遠足. 3, 山妖氣 宮澤伊織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77519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鴉びえろ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649 我的驍勇威震天地: 亞歷克希斯帝國昌隆記 あわむら赤光原作; 佐藤勇漫畫;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663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原作; 七緒一綺漫畫;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687 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 下條水月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694 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 下條水月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77700 我推的孩子 赤坂アカ, 橫槍メンゴ作; 林香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717 DINER殺手餐廳 河合孝典作; 譚志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377724 SHY靦腆英雄 実樹ぶをみ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731 The Grimoire of Usami秘封俱樂部異界攝影記錄ZUN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77748 上司的那裡是XL號!?: ~巨根...進入中...! 可児いとう作; 林沛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77762 小木乃伊到我家 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377779 公主騎士是我的同班同學!THE COMIC EKZ原作; NO.ブメス漫畫; 梁勝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823 在迷宮生活的原勇者THE COMIC 峰崎龍之介原作; しかげなぎ漫畫; 梁勝哲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830 加奈子的幸福殺手生活 若林稔弥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77915 用我的手指蹂躪妳!: ~打烊後的沙龍、被壞心眼欺負neco作; 林沛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77946 妄想老師 春輝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377977 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注視著我上臂的二頭肌吧?高山こば作; 林沛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78028 怪物事變 藍本松漫畫;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378035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378042 哥布林帝國的反擊 オンディ原作; 檜山大輔漫畫; 蔡曉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5337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485344 偶像大師百萬人演唱會!Road to stage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原作; mizuki漫畫; 蘇奕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5351 殺死你的旅程 淺井西作; 陳律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5375 脫不下來的聖劍妹妹 熊ノ球作; 何立心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485382 替換人生 オオイシヒロト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485399 棒球大聯盟2nd 滿田拓也作;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485405 給我作弊之力: 拿到爛作弊技能的召喚勇者只想在異世界悠閒過活温泉卵原作; 山田モジ美漫畫; 蔡曉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85412 黑暗集會 近藤憲一作; 李俊銘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85429 傾國的裁縫師蘿絲.柏汀 磯見仁月作; 潘琳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85436 新婚生活行不行 水瀨マユ作; 陳秀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85443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485450 罪惡與快感 染谷ユウ作; 陳秀玟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85467 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教會餐飲改革的悠閒修女生活柚原テイル原作; 吉村旋漫畫; 何立心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485474 落入我的手心裡 世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5498 魔女的怪畫集 晴智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485504 魔物們不會自己打掃 高野裕也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485603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485610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485627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485634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485641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485511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85528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485535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85542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485559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485566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485573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485580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485597 堀與宮村(特別版) HERO原作; 荻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485900 精靈寶可夢SPECIAL太陽.月亮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485917 貴族轉生: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強力量 三木なずな作; 倚風沐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485924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其他 第21冊 1

9789865498788 裏世界遠足 宮澤伊織原作; 水野英多漫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498795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49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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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498818 勿說是推理 田村由美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9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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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498832 一弦定音! 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498849 放學後在喫茶店 あずさきな作; 和靜清寂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98856 皇帝的隨行女官是備受期待的新娘 佐槻奏多原作; 千種あかり漫畫; 亞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98863 龍騎士的心愛之人 織川あさぎ原作; 蒼崎律漫畫; 倚風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98870 影宅 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498887 名偵探柯南: 怪盜小子祕密檔案with<> 青山剛昌原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8894 名偵探柯南: 赤井家族精選集 青山剛昌作; 李俊銘, 張正薇, 張芳馨, AKIRA, 陳柏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8900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 李殷廷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98917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 2, White Out 佐藤真登作; 譚志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30367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 2, White Out 佐藤真登作; 譚志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98931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498924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5498948 跨越銀河鐵道的夜晚: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星町篇牧野圭祐作; 劉仁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8955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498962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6263030374 ROUGH物語(新裝版) 安達充原作; 紅燒茄子翻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032064 暴食狂戰士: 唯有我突破了所謂「等級」的概念一色一凜原作; 滝乃大祐漫畫;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32071 邪劍先生十分搖擺 飛田二木壱作; midori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32095 影宅 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03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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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冊 1

9786263032118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腳本;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譯 二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6263032125 平凡上班族到異世界當上了了四天王的故事 ベニガシラ原作; 村光漫畫;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32132 座敷娘與料理人 佐保里作; 沈嘉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32149 急戰5秒殊死鬥 はらわたさいぞう原案;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0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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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6263032163 勿說是推理 田村由美作; 風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32170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032187 小林家的龍女僕 クール教信者作; 依文譯 初版 其他 第10冊 1



9786263032194 女僕.IN.非社交系少女 三角頭作; 伶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3221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3032224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第16冊 1

9786263032255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16, 我們都還不曉得為什麼要說再見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32262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16, 我們都還不曉得為什麼要說再見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32279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032286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其他 第13冊 1

978626303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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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6263032309 暴食狂戰士: 唯有我突破了所謂「等級」的概念一色一凜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32668 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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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冊 1

9786263032774 總攻(自稱)的我怎麼可能會輕易被上! 海野えび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32781 醉不可耐 加東鐵瓶作; mido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32798 裏世界遠足 宮澤伊織原作; 水野英多漫畫;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32804 貴族轉生: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強力量 三木なずな原作; 華嶋ひすい漫畫; 倚風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32811 平良先生不想受歡迎 佐木かやの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32828 可以用老師來練習SEX嗎? 麻生实花作; 陳律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32835 上司的那裡是XL號!?: ~巨根...進入中...! 可児いとう作; 林沛榛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32859 我推的孩子 赤坂アカ, 橫槍メンゴ作; 林香吟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32866 FANGS: 牙 ビリー.バリバリー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20867 大小姐也想成為戀愛喜劇的男主角!. 2 わたりさえ作; 蘇奕軒譯 其他 1

9786263222663 doggerel青澀詩篇 天禅桃子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670 男人的開關 本庄りえ作; 大和腐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687 呼叫肉食龍 環レン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694 速水君與4隻大野狼 本庄りえ作; 大和腐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700 想讓你認真起來 千葉リョウコ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717 夢見星座 草間さかえ作; 大和腐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724 壞心的手掌 大槻ミゥ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731 戀愛就是笨笨的事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何硯鈴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22748 戀愛與感情主義 橋本あおい作; 大和腐子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0002 人生遊戲的贏家法則 佛羅倫絲.辛(Florence Scovel Shinn)著; 周玉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5458 我的粉蠟筆 許智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02 出發囉!刷牙號小火車 久保真知子文.圖; 陳瀅如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5557 大象的小島 雷歐.提姆(leo Timmers)文.圖; 林敏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71 小小紙箱工程師: 創客合作大挑戰 金.史密斯(Kim Smith)文.圖; 周婉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88 最棒的樹 約翰.杜佛作; 茹貝卡.吉本繪;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656 小兔彼得過聖誕: 聖誕節倒數月曆 瑞秋.波登作; 奈爾.佛克納繪;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832 畫廊主帶您進入藝術圈: 鑑賞.從業.創作.收藏= Gallery owner take you into the art world: appreciation. practice. creation. collection李宜洲(Gary Lee)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80849 畫廊主帶您進入藝術圈: 鑑賞.從業.創作.收藏= Gallery owner take you into the art world: appreciation. practice. creation. collection李宜洲(Gary L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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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6449 早知道就這樣學修辭 彭瑜亮, 邱絲敏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43784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卷 1

9789860743692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青雲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79

送存冊數共計：368

青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亮語文創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昌



9789860743708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715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722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739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746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43753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0743760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860743777 醫妃遮天 歸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860743791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807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814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821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838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845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43852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0743869 醫品江山 元寶兒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860743876 洛陽錦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883 洛陽錦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890 洛陽錦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906 洛陽錦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913 洛陽錦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920 洛陽錦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43937 洛陽錦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0743944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43951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43968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43975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43982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43999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53004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0753011 金領嫡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860753028 福貴寶妻 紛紛和光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035 福貴寶妻 紛紛和光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042 旺夫小王妃 簡亦言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059 旺夫小王妃 簡亦言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066 冒牌小太妃 展顏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080 冒牌小太妃 展顏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073 冒牌小太妃 展顏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53097 阿十娘子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110 阿十娘子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103 阿十娘子 欣欣向榮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53127 獨寵嬌后 慕瑤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141 獨寵嬌后 慕瑤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134 獨寵嬌后 慕瑤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53158 公堂上的小嬌娘 大臉貓愛吃魚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172 公堂上的小嬌娘 大臉貓愛吃魚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165 公堂上的小嬌娘 大臉貓愛吃魚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53189 田園福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202 田園福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196 田園福妻 梨花白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53295 錯身為妃 滿城煙火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53318 錯身為妃 滿城煙火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53301 錯身為妃 滿城煙火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0753400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53417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53424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53431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53448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53455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53462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0753479 農家貴女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8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6407 小魚散步(中英雙語) 陳致元文; 張珮珊中文配音; Karla英文配音 其他 1

9789861616490 什麼唱歌: 給0-3歲的傳統兒歌 傳統兒歌, 王金選詞; 廖健宏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6506 小雨滴: 給0-3歲的律動兒歌 李紫蓉, 鄭榮珍, 張麗雪詞; 何耘之, 林小杯圖; 蘇珊, 陳中申, 張硯田曲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6513 早安晚安: 給0-3歲的自理兒歌 李紫蓉詞; 朱雲嵩, 林豊洋, 張硯田, 蘇珊曲 ; 林小杯圖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6568 花貓帽 李紫蓉等文; 何耘之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6575 小鳥和鱷魚 鄧正褀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582 你的8歲孩子: 活潑外向的三年級 Louise Bates Ames, Carol Chase Haber原著; 黃淑俐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616599 你的9歲孩子: 獨立自主的四年級 Louise Bates Ames, Carol Chase Haber原著; 戴文青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616605 小鞭炮劈啪劈: 大家來學ㄅㄆㄇ= Firecrackers,bang,bang,bang: a collection of nursery rhymes李紫蓉作; 林小杯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1616612 嗚哇嗚哇變: 大家來學ㄅㄆㄇ= Hey presto!: a collection of nursery rhymes李紫蓉作; 林小杯繪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5697 面面觀數學B總複習講義 張進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5710 面面觀數學C總複習講義 李旻哲, 喻正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6737 Super me advanced. IV 福瑞斯特文教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6550 愛、備愛、實踐愛: 保險: 財務安全、心靈平和陳玉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567 成交極大化Maximizer: 杜拜保險銷售大師Dr. Sanjay的黃金銷售循環,成交與極大化銷售教戰祕笈Dr. Sanjay R. Tolani作; 梁涵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574 點石成金的27項壽險行銷管理法則: 看似平凡的從業方法,如何帶領我們走向績優楊秀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0557 走出西拉雅的路. 4: 部落誌 高麗貞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625 零售管理: 行銷觀點 許英傑, 黃淑姿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0679632 消費者行為: 洞察生活、掌握行銷 曾光華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0679670 流通管理 許英傑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45294 沉默的老虎 微笑爺爺梁峰銘文; 張家熒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9270 戊寅份子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9287 唱家己的歌 莊佳穎文; 薛如芸, 張家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9294 揣自由的台灣烏熊 莊佳穎文; 薛如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9300 石虎的厝 莊佳穎文; 張家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9362 台語兒童公民繪本與微動畫系列 莊佳穎文; 薛如芸, 張家嘉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8019379 起造國家: 史明文物館 台日雙館紀念專刊 史明教育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9386 新編賴和全集 賴和作; 蔡明諺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019478 你無聽--過ê格林童話= Grimms Märchen Brüder Grimm原著; 邱偉欣台譯; 近藤綾(木戶愛樂)插圖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63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市西拉雅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9789578019485 幻影號的奇航 胡長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522 台語原來是這樣. 2: 台南生活的台語日常= TÂi Gí: guân-lâi sī án-ne大郎頭著; 禾日香繪 平裝 1

9789578019577 小王子(台語版)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作; 蔡雅菁譯; 郭雅瑂, 張毓棬, 高銘孝台語朗讀其他 1

9789578019584 我咧唱歌 王秀容作.講 其他 1

9789578019591 拋荒的故事: 田庄傳奇記事 陳明仁作.講 其他 1

9789578019607 拋荒的故事第二輯: 田庄愛情婚姻紀事 陳明仁作; 陳明仁, 吳國禎, 林淑期, 陳豐惠, 劉承賢, 葉國興講 其他 1

9789578019614 拋荒的故事第三輯: 田庄浪漫紀事 陳明仁作; 陳明仁, 陳豐惠講 其他 1

9789578019621 拋荒的故事第四輯: 田莊囡仔紀事 陳明仁作; 陳明仁, 陳豐惠講 其他 1

9789578019638 拋荒的故事第五輯: 田庄人氣紀事 陳明仁作.講 其他 1

9789578019645 拋荒的故事第六輯: 田庄運命紀事 陳明仁作.講 其他 1

9789578019652 挩窗去弄險: 大士爺厚火氣 鄭順聰作; 王眉, 鄭順聰, 張毓棬,鄭清鴻朗讀 其他 1

9789578019751 零下六十八度: 二戰後的台灣人西伯利亞經驗陳力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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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澤萊譯; 詹素娟註解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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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澤萊譯; 詹素娟註解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812 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3, 東突厥斯坦的獨立未來伊利夏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829 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3, 東突厥斯坦的獨立未來伊利夏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843 看哪,勇敢者 余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850 看哪,勇敢者 余杰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76057 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 1 比歐力工作室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76064 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 2 比歐力工作室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76071 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 1 比歐力工作室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76088 熊星人希堤星系迷航記. 2 比歐力工作室漫畫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7467 ㄅㄆㄇ快樂多. 聲符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7634 數字小超人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01071 海龜與海 陳樂文; 兒童島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301262 小不點快樂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279 小不點遊戲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286 小不點創意學習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1293 海龜與海(探索遊戲書)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3839 小不點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3846 海龜與海教師手冊 林玉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03907 閱讀小當家. 中年級 林佳錚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304379 國小隨堂演練. 社會. 3上 南一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803 讓我們學會說再見 喬治沃貝(Giorgio Volpe)文字; 保羅波易耶堤(Parlo Proietti)圖畫; 葉姿吟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9810 如果,鳥 貝翠斯.維達爾(Beatriz Martin Vidal)作; 林暄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9827 快樂可以是這樣的... 亞莉安納帕皮尼(Arianna Papini)文.圖; 蔡筱亭中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9618 南山子宅論= Homestead theory 黃鶴仁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9665 高座海軍工廠: 八千四百名台灣少年赴日造飛機的歷史林景淵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231 國鎮 野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南十字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山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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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7924 占星職場手冊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7948 太陽行運全書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13978 漫畫十萬個為什麼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914609 安全教育繪本 保冬妮文; 陳波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914715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西遊記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914722 絲綢之路歷險記. 1, 從文明中心出發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739 絲綢之路歷險記. 2, 漫遊三省走河西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746 絲綢之路歷險記. 3, 身歷佛都出兩關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753 絲綢之路歷險記. 4, 感受吐魯番遙想古樓蘭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760 絲綢之路歷險記. 5, 大唐安西四鎮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777 絲綢之路歷險記. 6, 塔拉斯的「冰箱」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784 絲綢之路歷險記. 7, 巴米揚的哭泣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791 絲綢之路歷險記. 8, 地下迷宮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14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物理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21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化學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38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地理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45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動物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52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昆蟲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69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人體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76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數學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883 科學超有趣 讓孩子爆笑的科學漫畫書: 宇宙 洋洋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906 趣味漫畫<>: 夏商西周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913 趣味漫畫<>: 春秋戰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4937 趣味漫畫<>: 春秋戰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4920 趣味漫畫<>: 春秋戰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14944 趣味漫畫<>: 秦漢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4951 趣味漫畫<>: 秦漢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4968 趣味漫畫<>: 三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4975 趣味漫畫<>: 兩晉南北朝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4982 趣味漫畫<>: 兩晉南北朝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4999 趣味漫畫<>: 隋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5002 趣味漫畫<>: 隋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5019 趣味漫畫<>: 五代十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5026 趣味漫畫<>: 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5033 趣味漫畫<>: 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5040 趣味漫畫<>: 遼夏金元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5057 趣味漫畫<>: 遼夏金元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5064 趣味漫畫<>: 明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5071 趣味漫畫<>: 明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5088 趣味漫畫<>: 清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5095 趣味漫畫<>: 清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5125 青蛙與蝸牛 蕭袤文; 徐開云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132 吃黑夜的大象 白冰文; 沈苑苑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231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915149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15156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15163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15170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15187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15194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門書局

南台中家扶之友會



9789864915200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915217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915224 寫給孩子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注音版)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915262 我用32個屁打敗了睡魔怪 彭懿文; 田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279 我用32個睡魔怪打敗了我媽媽 彭懿文; 田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286 一個人的小鎮 白冰文; 帕杰曼.拉米扎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293 奶奶逮到了一隻小精怪 彭懿文; 周尤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09 爸爸,別怕 白冰文; 胖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16 孫悟空打妖怪 樊家信文; 馬鵬浩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23 換媽媽 白冰文; 江顯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30 鄂溫克的駝鹿 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文; 九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47 十萬個為什麼?天氣是個搗蛋鬼(注音大字版) 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54 十萬個為什麼?生活魔法(注音大字版) 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61 十萬個為什麼?你不知道的文化由來(注音大字版)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78 十萬個為什麼?科技的祕密(注音大字版) 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85 十萬個為什麼?恐龍當家(注音大字版) 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392 十萬個為什麼?動物小夥伴(注音大字版) 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08 十萬個為什麼?植物的世界(注音大字版) 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15 十萬個為什麼?獨一無二的我(注音大字版) 崔鍾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39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大洋洲與極地: 澳洲 紐西蘭 斐濟黃宇編著; 安娜.法迪耶娃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46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北美洲: 美國 墨西哥 加拿大 古巴黃宇編著; 安德烈.隆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53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亞洲: 中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菲律賓黃宇編著; 阿里安娜.貝魯奇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6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亞洲: 日本 韓國 尼泊爾 阿聯酋 馬爾地夫 印度尼西亞黃宇編著; 陳昊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77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亞洲: 印度 泰國 土耳其 斯里蘭卡 孟加拉黃宇編著; 喬迪.桑胡安.庫尼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84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非洲: 埃及 南非 摩洛哥 衣索比亞黃宇編著; 納沃揚.塔季亞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491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南美洲: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祕魯黃宇編著; 安德烈.隆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07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歐洲: 法國 英國 比利時 荷蘭 冰島 愛爾蘭黃宇編著; 伊麗莎.史陶慈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14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歐洲: 義大利 西班牙 希臘 奧地利 葡萄牙 匈牙利黃宇編著; 迭戈.埃斯科巴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21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歐洲: 俄羅斯 德國 芬蘭 瑞士 波蘭黃宇編著; 卡塔爾.茲納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38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影響孩子一生的環球100成長旅行地黃宇編著; 安德烈.隆吉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52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小熊壯壯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69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天黑了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76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去不去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83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早春的一天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59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找媽媽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06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松果在哪裡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13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是我不小心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2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第一次過河 陳暉著; 阿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44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小狐狸 夏蕾著; 趙楠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51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起床啦 董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68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借尾巴 林頌英著; 張樂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75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和爸爸一起去海邊 陳曉婷著; 黃纓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82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還好帶了一把傘 王笑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699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我們去看花 顧淵著; 陳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05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卡卡有個大嘴巴 張月著; 王祖民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12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家 龔慧瑛著; 陳菊香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29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小時候的事 夏蕾著; 繆瀅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36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水去哪裡啦 徐斐著; 陳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43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蹦蹦蹦 王玲著; 黃纓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5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洗澡 陳曉婷著; 王超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67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黑黑的,有一個洞 夏蕾著; 鍾彧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74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誰吃了我的栗子 夏蕾著; 王超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81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小蝸牛的煩惱 張曉玲著; 鍾彧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5798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你媽媽想你啦 龔慧瑛著; 黃纓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6900 熊寶遊台灣系列 JCC作 初版2刷 精裝 全套 1

9789864916955 同窗冤家 吃貨課堂(漫畫版) 伍美珍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916979 世界文學名著 露意莎.奧爾柯特, 赫爾曼.梅爾維爾, 厄尼斯特.海明威, 查爾斯.狄更斯, 賀克多.馬洛, 米格爾.德.塞凡提斯, 小仲馬, 朱爾.凡爾納, 大仲馬, 古斯塔夫.福樓拜, 哈里特.伊莉莎白.比徹.斯托, 珍.奧斯汀, 李曼.法蘭克.鮑姆, 列夫.托爾斯泰, 夏綠蒂.勃朗特, 維克多.雨果作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864917006 超級小博士科學漫畫書 刷刷著 初版5刷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8

送存冊數共計：106

南風吹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3706 芒狗狗 我想摸一下! 楊舒婷, 劉怡聖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圖 精裝 1

9789860693713 找一找 芒狗狗在哪裡? 楊舒婷, 劉怡聖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 李巧雲繪圖 精裝 1

9789860693720 芒狗狗 你走丟了嗎?. 大賣場篇 楊舒婷, 劉怡聖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6476 新歌宣揚主作為: 駱維道教會頌讚曲. I= New songs proclaiming God's marvelous works: I-to Loh's church anthems, vol. I駱維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845 南陵書會會員展集. 第八屆: 筆情墨韻 余天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775 南華大學創校25週年紀念特刊 劉家均文字編輯 平裝 1

9789866109782 視在哈囉: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15屆= On the art road: the 15th graduation exhibition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and Design Nanhua University湯涵茹, 周詩婕, 李梵宇, 吳桂姈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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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7744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六屆 駱育萱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872 當我們同在一起: 教會服事與機構發展的靈性基礎= SPIRITUELLE GRUNDLAGE FÜR DAS MITEINANDER古倫神父(Anselm Grün), 吳信如合著; 吳信如, 鄭玉英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6403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 2 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上卷 1

9789860666410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用書). 2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上卷 1

9789860666427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手冊). 2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上卷 1

9789860666434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 2 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下卷 1

9789860666441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用書). 2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666458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散文選讀(教師手冊). 2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6267082768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小說選讀 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1

9786267082775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小說選讀(教師手冊)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1

9786267082782 中華文學經典文本教材: 古代小說選讀(教師用書)孫紹振, 孫劍秋主編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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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032 歷史的經驗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3049 南懷瑾與彼得.聖吉: 關於禪、生命和認知的對話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文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陵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廬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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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億興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2616 眼不見危境= To sea or not to see 何文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1704 國醫大師圖說小兒推拿 李業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711 雙極療術與深層冥想 蕭京凌, 柯素娥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728 二十四節氣導引 牛愛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735 國醫大師圖說拔罐 李業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742 國醫大師圖說艾灸 李業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759 趣味圍棋入門 馬媛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895 住宅美學年鑑. 2021= Living & design 2021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陳宗瑩(Jason Chen)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0607703 iF金獎精選與獲獎作品. 2021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7854 動物小知識翻翻書: 這是誰的腳印?= Whose track is it?拉德嘉.楊斯卡(Radka Janská)文; 卡門.薩爾達納(Carmen Saldaña)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861 動物小知識翻翻書: 這是誰的家?= Whose home is it?拉德嘉.楊斯卡(Radka Janská)文; 卡門.薩爾達納(Carmen Saldaña)圖; 謝靜雯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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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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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7124 伊比伊比呀 黃郁欽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131 米莎的新朋友= Meesha makes friends 湯姆.波西渥(Tom Percival)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148 小熊維尼找朋友= Winnie the Pooh finds friends 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155 奇奇蒂蒂的下午茶= Chip and Dale take the cake 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186 雲是什麼樣子 張元綺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67155 企鵝男孩: 即使前路蜿蜒曲折,我心依然充滿陽光賴育輝作;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455 農大菌物語 石川雅之著; 蔡德襄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92812 夢夢畢業紀念冊 夢夢編輯部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567 社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3581 「圖解」商品攝影的極意 南雲曉彥作; 周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3598 K-ON!輕音部 かきふらい作; 虛羽譯 3版2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93604 K-ON!輕音部 かきふらい作; 虛羽譯 3版2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3611 K-ON!輕音部 かきふらい作; 虛羽譯 3版2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3628 K-ON!輕音部 かきふらい作; 虛羽譯 3版2刷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3635 K-ON!輕音部college かきふらい作; 虛羽譯 3版2刷 平裝 1

9789571093642 K-ON!輕音部highschool かきふらい作; 虛羽譯 3版2刷 平裝 1

9789571093659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2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93666 浪人劍客. 37 井上雄彥作; 游若琪譯 3版 平裝 1

9789571093857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93864 O.B. 中村明日美子作 2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93925 GIVEN被贈與的未來 キヅナツキ作; H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93956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3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93963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3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93970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3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93987 專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4038 3月的獅子 羽海野千花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4045 3月的獅子 羽海野千花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4052 人魚之傷 高橋留美子作; 真魚譯 3版 平裝 1

哇大創意整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品客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光點



9789571094076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3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4083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3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94090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3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94106 浪人劍客. 15 井上雄彥作 3版 平裝 1

9789571094113 浪人劍客. 18 井上雄彥作 3版 平裝 1

9789571094120 浪人劍客. 20 井上雄彥作 3版 平裝 1

9789571094137 浪人劍客. 22 井上雄彥作 3版 平裝 1

9789571094144 灌籃高手(完全版)= SLAM DUNK 井上雄彥(INOUE TAKEHIKO)作; 何宜叡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4151 卒業生 春 中村明日美子作; 尤楷茵譯 3版2刷 平裝 1

9789571094168 O.B. 中村明日美子作; 尤楷茵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4175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1094182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1094199 頭文字D 重野秀一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1094243 神之雫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3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1094205 神之雫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3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4212 神之雫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3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4250 青年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4267 青年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4274 社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94281 社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94298 專務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4335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94304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94311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94328 部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94342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3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4366 東京喰種: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94403 從零開始的YouTuber實戰養成教室: 17項塑造優質自媒體的關鍵法則Gyueen Tokugawa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4519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譯 3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94526 REAL 井上雄彥作; 何宜叡譯 3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94533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作 3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94540 源君物語 稲葉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3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94557 伊藤潤二的貓日記: 小四&小六 伊藤潤二作; 何宜叡譯 3版3刷 平裝 1

9789571094564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4571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94588 東京喰種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94632 塞班打卡!此生必去海島絕美景點: 射手座麻辣女教師旅遊攻略賴怡年作 其他 1

9789571095301 茉茉在你身邊: 茉莉數位寫真書 茉莉, 艾迪作 其他 1

9789571095349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牡羊座: 口蜜腹劍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356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魔羯座: 能謀善斷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370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水瓶座: 改樑換柱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387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巨蟹座: 老驥伏櫪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400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金牛座: 求漿得酒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417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天蠍座: 潔身累行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424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射手座: 功成名就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431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雙魚座: 平步青雲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448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處女座: 獨善其身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5523 性奴養成: 透明人的調教課程 林珉萱作 其他 1

9789571095547 相愛吧 希小惟, 戊作 其他 1

9789571095554 將錯就錯的愛戀 希小惟, 戊作 其他 1

9789571095622 百變妖精: T妹數位寫真 T妹, 戴群芳作 其他 1

9789571095646 夏日恩典: 韓智恩數位寫真 韓智恩, 莉奈作 其他 1

9789571095691 初心: 陳廷軒x卞慶華數位寫真` 卞慶華, 陳廷軒作 其他 1

9789571095707 初心: 卞慶華x陳廷軒數位寫真 卞慶華, 陳廷軒作 其他 1

9789571095714 bestie閨蜜: 孟潔x菲菲 數位寫真 孟潔, 菲菲作 其他 1

9789571095837 我艾你 愛してる: 艾璐數位寫真 艾璐, 戴群芳作 其他 1

9789571096292 茉茉在你身邊: 茉莉數位寫真書 茉莉, 艾迪作 其他 1

9789571096322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魔羯座: 能謀善斷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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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96346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處女座: 獨善其身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353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射手座: 功成名就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360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雙魚座: 平步青雲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384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天蠍座: 潔身累行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391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水瓶座: 改樑換柱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407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巨蟹座: 老驥伏櫪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414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牡羊座: 口蜜腹劍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421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金牛座: 求漿得酒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438 安格斯2019星座大運勢: 雙子座: 同舟共濟之年安格斯作 其他 1

9789571096476 夏日恩典: 韓智恩數位寫真 韓智恩, 莉奈作 其他 1

9789571096544 百變妖精: T妹數位寫真 T妹, 戴群芳作 其他 1

9789571096605 相愛吧 希小惟, 戊作 其他 1

9789571096629 性奴養成: 透明人的調教課程 林珉萱作 其他 1

9789571096674 我艾你 愛してる: 艾璐數位寫真 艾璐, 戴群芳作 其他 1

9789571097336 陽光女孩: 慧慧數位寫真 慧慧Vivian, 戴群芳作 平裝 1

9789571096773 初心: 卞慶華×陳廷軒數位寫真 卞慶華, 陳廷軒作作 其他 1

9789571096780 bestie閨蜜: 孟潔×菲菲數位寫真 孟潔, 菲菲作 其他 1

9789571096810 初心: 陳廷軒x卞慶華數位寫真 卞慶華, 陳廷軒作 其他 1

9789571097350 同級生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家慧譯 3版 平裝 1

9789571097367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王詩怡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99606 救了遇到痴漢的S級美少女才發現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1健之字著; 許昆暉譯 其他 1

9789571099613 國王排名. 5 十日草輔著; 賴思宇譯 其他 1

9789571099620 異形 Alan Dean Foster著; 富海科技翻譯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99637 異形. 2 Alan Dean Foster著; 富海科技翻譯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99644 異形. 3 Alan Dean Foster著; 富海科技翻譯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99651 半澤喵樹. 1 池井戸潤, 篠丸のどか著; 黃娟芳譯 其他 1

9789571099675 異形 Alan Dean Foster著; 富海科技翻譯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99699 異形. 3 Alan Dean Foster著; 富海科技翻譯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99705 國王排名. 5 十日草輔著; 賴思宇譯 其他 1

9789571099712 半澤喵樹. 1 池井戸潤, 篠丸のどか著; 黃娟芳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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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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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10840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2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11571 獨一無二的你. 1 川上千尋著 其他 1

9786263011588 獨一無二的你. 2 川上千尋著 其他 1

9786263011595 小雞之戀. 2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694 小雞之戀. 1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700 小雞之戀. 3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717 小雞之戀. 11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731 小雞之戀. 5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748 小雞之戀. 14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762 小雞之戀. 8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793 小雞之戀. 6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823 浪漫時鐘. 1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1854 浪漫時鐘. 5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1878 小雞之戀. 9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885 小雞之戀. 12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892 小雞之戀. 4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908 浪漫時鐘. 3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1915 浪漫時鐘. 4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1922 小雞之戀. 7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946 浪漫時鐘. 2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1953 小雞之戀. 10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960 小雞之戀. 13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1991 狼少年的誘惑. 3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2011 狼少年的誘惑. 5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2066 狼少年的誘惑. 1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2073 狼少年的誘惑. 4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2103 狼少年的誘惑. 2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2158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1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著 其他 1

9786263012165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2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著 其他 1

9786263012172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3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著 其他 1

9786263012189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4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著 其他 1



9786263012196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5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02 絕叫學級. 14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19 絕叫學級. 12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26 絕叫學級. 11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33 絕叫學級. 13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40 絕叫學級. 10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57 絕叫學級. 5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64 絕叫學級. 4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71 絕叫學級. 9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88 絕叫學級. 3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295 絕叫學級. 6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301 絕叫學級. 1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318 絕叫學級. 2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325 絕叫學級. 8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332 絕叫學級. 7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2776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9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2790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7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2813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8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3193 青空POP. 5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3209 青空POP. 4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3223 NANA. 16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230 青空POP. 3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3247 青空POP. 2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3254 NANA. 12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261 NANA. 8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278 NANA. 9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285 NANA. 15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292 NANA. 17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08 NANA. 21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15 NANA. 13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22 NANA. 14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46 NANA. 1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53 NANA. 10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77 NANA. 3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60 NANA. 5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84 NANA. 2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391 NANA. 7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407 青空POP. 1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3414 NANA. 19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421 NANA. 6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438 NANA. 11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445 NANA. 4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3452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5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3469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4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3476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1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3483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2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3490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3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3506 我的狐仙女友. 8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3513 我的狐仙女友. 4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3520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7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3537 我的狐仙女友. 5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3544 我的狐仙女友. 3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3551 我的狐仙女友. 2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3568 我的狐仙女友. 6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3575 我的狐仙女友. 1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3582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6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3599 我的狐仙女友. 7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4145 桔子醬男孩. 6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152 桔子醬男孩. 1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169 桔子醬男孩. 3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176 桔子醬男孩. 7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183 桔子醬男孩. 2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190 桔子醬男孩. 5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206 桔子醬男孩. 8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275 MoMo. 7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299 MoMo. 4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12 MoMo. 6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36 MoMo. 3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43 MoMo. 2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50 MoMo. 1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67 MoMo. 5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74 孩子們的遊戲. 9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381 孩子們的遊戲. 8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398 孩子們的遊戲. 4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04 孩子們的遊戲. 1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11 孩子們的遊戲. 3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28 孩子們的遊戲. 5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35 孩子們的遊戲. 7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42 孩子們的遊戲. 6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59 孩子們的遊戲. 2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66 孩子們的遊戲. 10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4473 國王的裁縫師. 24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480 國王的裁縫師. 22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497 國王的裁縫師. 23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03 國王的裁縫師. 21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10 國王的裁縫師. 20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27 國王的裁縫師. 16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34 國王的裁縫師. 7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41 國王的裁縫師. 12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58 國王的裁縫師. 13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65 國王的裁縫師. 9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72 國王的裁縫師. 15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89 國王的裁縫師. 17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596 國王的裁縫師. 2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02 國王的裁縫師. 6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26 國王的裁縫師. 5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33 國王的裁縫師. 14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40 國王的裁縫師. 1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57 國王的裁縫師. 3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64 國王的裁縫師. 18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71 國王的裁縫師. 11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88 國王的裁縫師. 10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695 國王的裁縫師. 8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701 國王的裁縫師. 19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14718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11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25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3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32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8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49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10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56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7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63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9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70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5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87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6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794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1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800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2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817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4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14879 虹色時光. 6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4886 虹色時光. 8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4893 虹色時光. 2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4909 虹色時光. 7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4916 虹色時光. 1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4954 料理新鮮人SECONDO. 7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4947 虹色時光. 5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4961 虹色時光. 4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5005 料理新鮮人SECONDO. 5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5012 料理新鮮人SECONDO. 3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5036 料理新鮮人SECONDO. 2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5029 料理新鮮人SECONDO. 1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5043 料理新鮮人SECONDO. 6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5050 虹色時光. 3 水野美波著 其他 1

9786263015074 料理新鮮人SECONDO. 4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5623 草莓星願. 5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5654 草莓星願. 4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5685 草莓星願. 3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5708 草莓星願. 1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5739 草莓星願. 2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5760 屍鬼. 10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777 屍鬼. 11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07 屍鬼. 9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21 屍鬼. 7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38 屍鬼. 8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45 屍鬼. 1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52 屍鬼. 2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15876 株式會社LoveCotton. 5 樫之木小香著 其他 1

9786263015883 株式會社LoveCotton. 4 樫之木小香著 其他 1

9786263015890 株式會社LoveCotton. 6 樫之木小香著 其他 1

9786263015906 株式會社LoveCotton. 1 樫之木小香著 其他 1

9786263015920 株式會社LoveCotton. 3 樫之木小香著 其他 1

9786263015982 株式會社LoveCotton. 2 樫之木小香著 其他 1

9786263016019 Dancing Baby果林. 1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6194 Dancing Baby果林. 2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6415 極道鮮師. 4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422 極道鮮師. 13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439 極道鮮師. 1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446 極道鮮師. 2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453 尋找滿月. 6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6460 極道鮮師. 3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477 尋找滿月. 5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6484 尋找滿月. 4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6491 極道鮮師. 14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507 尋找滿月. 2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6514 極道鮮師 完結篇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545 極道鮮師. 6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552 尋找滿月. 7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6569 極道鮮師. 12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576 尋找滿月. 3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6583 極道鮮師. 5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590 尋找滿月. 1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6613 料理新鮮人. 15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637 料理新鮮人. 10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651 料理新鮮人. 12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668 料理新鮮人. 13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675 料理新鮮人. 6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682 料理新鮮人. 11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705 料理新鮮人. 8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712 料理新鮮人. 9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729 料理新鮮人. 7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743 料理新鮮人. 14 關家徹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6897 自殺島. 10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03 自殺島. 9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10 自殺島. 5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34 自殺島. 3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41 自殺島. 7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58 自殺島. 2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65 自殺島. 4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72 自殺島. 1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89 自殺島. 8 森恒二著 其他 1

9786263016996 ZIPANG次元艦隊. 14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09 ZIPANG次元艦隊. 13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16 ZIPANG次元艦隊. 10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30 ZIPANG次元艦隊. 11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47 ZIPANG次元艦隊. 4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54 ZIPANG次元艦隊. 9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61 ZIPANG次元艦隊. 5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78 ZIPANG次元艦隊. 6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85 ZIPANG次元艦隊. 1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092 ZIPANG次元艦隊. 12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108 ZIPANG次元艦隊. 3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115 ZIPANG次元艦隊. 15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139 ZIPANG次元艦隊. 2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122 ZIPANG次元艦隊. 7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146 王子、魔女與公主. 12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153 王子、魔女與公主. 11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160 王子、魔女與公主. 10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177 王子、魔女與公主. 6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184 王子、魔女與公主. 3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191 王子、魔女與公主. 5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214 王子、魔女與公主. 8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207 王子、魔女與公主. 1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221 王子、魔女與公主. 4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238 王子、魔女與公主. 7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245 王子、魔女與公主. 9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252 王子、魔女與公主. 2 松月滉著 其他 1

9786263017269 ZIPANG次元艦隊. 43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276 ZIPANG次元艦隊. 42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283 ZIPANG次元艦隊. 39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06 ZIPANG次元艦隊. 37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13 ZIPANG次元艦隊. 41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20 ZIPANG次元艦隊. 36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37 ZIPANG次元艦隊. 30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51 ZIPANG次元艦隊. 23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68 ZIPANG次元艦隊. 32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75 ZIPANG次元艦隊. 29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82 ZIPANG次元艦隊. 19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399 ZIPANG次元艦隊. 31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05 ZIPANG次元艦隊. 18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12 ZIPANG次元艦隊. 35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29 ZIPANG次元艦隊. 21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36 ZIPANG次元艦隊. 38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43 ZIPANG次元艦隊. 34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50 ZIPANG次元艦隊. 28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67 ZIPANG次元艦隊. 25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74 ZIPANG次元艦隊. 24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81 ZIPANG次元艦隊. 26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498 ZIPANG次元艦隊. 20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504 ZIPANG次元艦隊. 27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511 ZIPANG次元艦隊. 16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528 ZIPANG次元艦隊. 22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535 ZIPANG次元艦隊. 17 川口開治著 其他 1

9786263017610 3月的獅子. 7 羽海野千花著 其他 1

9786263017627 3月的獅子. 5 羽海野千花著 其他 1

9786263017634 3月的獅子. 8 羽海野千花著 其他 1

9786263017658 3月的獅子. 6 羽海野千花著 其他 1

9786263017641 3月的獅子. 9 羽海野千花著 其他 1

9786263017665 3月的獅子. 4 羽海野千花著 其他 1



9786263017672 赤髮白雪姬. 17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689 赤髮白雪姬. 15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702 赤髮白雪姬. 6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696 赤髮白雪姬. 4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719 赤髮白雪姬. 7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726 大奧. 13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733 赤髮白雪姬. 5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740 大奧. 7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757 赤髮白雪姬. 16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764 大奧. 8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771 赤髮白雪姬. 3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788 大奧. 10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795 赤髮白雪姬. 8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801 赤髮白雪姬. 9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17818 大奧. 14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825 大奧. 11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832 大奧. 6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849 大奧. 12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856 大奧. 9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17863 獨一無二的你. 2 川上千尋著 其他 1

9786263017870 獨一無二的你. 1 川上千尋著 其他 1

9786263017931 浪漫時鐘. 5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7955 浪漫時鐘. 1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7962 浪漫時鐘. 4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7979 浪漫時鐘. 2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7986 小雞之戀. 7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7993 浪漫時鐘. 3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8006 小雞之戀. 5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13 小雞之戀. 11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20 小雞之戀. 12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37 小雞之戀. 3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51 小雞之戀. 2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44 小雞之戀. 10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68 小雞之戀. 8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75 小雞之戀. 9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82 小雞之戀. 13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099 小雞之戀. 14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105 小雞之戀. 4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129 小雞之戀. 6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112 小雞之戀. 1 雪丸萌著 其他 1

9786263018136 狼少年的誘惑. 1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8143 狼少年的誘惑. 5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8150 狼少年的誘惑. 3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8174 狼少年的誘惑. 4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8204 狼少年的誘惑. 2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8310 絕叫學級. 3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27 絕叫學級. 4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34 絕叫學級. 10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41 絕叫學級. 5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58 絕叫學級. 1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402 絕叫學級. 7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65 絕叫學級. 14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72 絕叫學級. 2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89 絕叫學級. 11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396 絕叫學級. 6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419 絕叫學級. 8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426 絕叫學級. 9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433 絕叫學級. 13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440 絕叫學級. 12 石川惠美著 其他 1

9786263018709 星塵★眨眼. 3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723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1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730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3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754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6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778 星塵★眨眼. 4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785 星塵★眨眼. 2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808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2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822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4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839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8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846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9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853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7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860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5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18884 紳士同盟CROSS . 2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14 紳士同盟CROSS. 5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21 紳士同盟CROSS. 6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45 紳士同盟CROSS. 7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69 紳士同盟CROSS. 3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76 紳士同盟CROSS . 9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28760 紳士同盟CROSS . 11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041 紳士同盟CROSS. 8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089 紳士同盟CROSS. 4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140 紳士同盟CROSS . 10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157 神風怪盜貞德. 1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164 神風怪盜貞德. 7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171 神風怪盜貞德. 2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188 神風怪盜貞德. 6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195 神風怪盜貞德. 3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201 神風怪盜貞德. 5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218 神風怪盜貞德. 4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225 NANA. 8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232 NANA. 6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249 NANA. 7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256 NANA. 18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263 NANA. 5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270 NANA. 11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287 NANA. 15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294 NANA. 1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00 NANA. 10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17 NANA. 2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24 NANA. 9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31 NANA. 3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55 NANA. 12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62 NANA. 13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86 NANA. 17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393 青空POP. 2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9409 青空POP. 1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9416 NANA. 20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430 NANA. 21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423 NANA. 14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447 青空POP. 3 小櫻池夏海著 其他 1

9786263019454 NANA. 4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461 NANA. 16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478 NANA. 19 矢澤愛著 其他 1

9786263019485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3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9492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2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9508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1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9522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5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9515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4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9546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7 ATTO著 其他 1

9786263019553 我的狐仙女友. 2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9560 我的狐仙女友. 7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9577 我的狐仙女友. 6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9584 我的狐仙女友. 4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9607 我的狐仙女友. 5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9591 我的狐仙女友. 3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9621 我的狐仙女友. 1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19614 我的狐仙女友. 8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20009 我的狐仙女友. 9 山木鈴著 其他 1

9786263020139 桔子醬男孩. 1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146 桔子醬男孩. 2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160 桔子醬男孩. 3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184 桔子醬男孩. 5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191 桔子醬男孩. 4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207 桔子醬男孩. 6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221 桔子醬男孩. 7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252 MoMo. 2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269 MoMo. 1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290 MoMo. 5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20 MoMo. 4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37 MoMo. 7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44 MoMo. 3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51 MoMo. 6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405 孩子們的遊戲. 9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12 孩子們的遊戲. 4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29 孩子們的遊戲. 1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6902 孩子們的遊戲. 7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50 孩子們的遊戲. 3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74 孩子們的遊戲. 10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81 孩子們的遊戲. 2 小花美穗著 其他 1

9786263020498 國王的裁縫師. 12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11 國王的裁縫師. 4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28 國王的裁縫師. 11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35 國王的裁縫師. 21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42 國王的裁縫師. 14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59 國王的裁縫師. 18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66 國王的裁縫師. 20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73 國王的裁縫師. 15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80 國王的裁縫師. 3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597 國王的裁縫師. 1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03 國王的裁縫師. 16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10 國王的裁縫師. 7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27 國王的裁縫師. 24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34 國王的裁縫師. 10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58 國王的裁縫師. 8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41 國王的裁縫師. 19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65 國王的裁縫師. 22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672 國王的裁縫師. 17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719 國王的裁縫師. 6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702 國王的裁縫師. 2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726 國王的裁縫師. 5 大河原遁著 其他 1

9786263020733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2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740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3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757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11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764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4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771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9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788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10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795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6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801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5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818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7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832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8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20825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1 高須賀由枝著 其他 1

9786263062467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1版8刷 平裝 第41冊 1

9786263024809 複身犯: 電影設定集 犢影制作電影有限公司原創製作; 周于殷總編輯 其他 1

9786263024892 複身犯: 電影設定集 犢影制作電影有限公司原創製作; 周于殷總編輯 其他 1



978626302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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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 1

9786263027084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2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7107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4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7114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5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7138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3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7145 深淵融接BIORG TRINITY. 1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7442 紳士同盟CROSS. 1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27756 其中1個是妹妹!. 2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7770 其中1個是妹妹!. 1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7787 其中1個是妹妹!. 5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7794 其中1個是妹妹!. 4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7800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4 にぃと作; 朝野始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17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7 にぃと作; 朝野始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24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5 にぃと作; 朝野始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31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3 にぃと作; 朝野始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48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6 にぃと作; 朝野始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55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1 にぃと作; 朝野始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862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2 にぃと作; 朝野始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978 零之使魔. 1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7992 零之使魔. 6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8005 零之使魔. 2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8012 零之使魔. 4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8029 零之使魔. 3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8128 零之使魔. 5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28388 虹色時光. 3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395 料理新鮮人SECONDO. 5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28401 料理新鮮人SECONDO. 2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28425 料理新鮮人SECONDO. 3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28432 虹色時光. 4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449 虹色時光. 6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456 虹色時光. 2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470 虹色時光. 5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487 料理新鮮人SECONDO. 7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28494 虹色時光. 1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524 料理新鮮人SECONDO. 1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28531 虹色時光. 8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548 料理新鮮人SECONDO. 4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28562 虹色時光. 7 水野美波作 其他 1

9786263028579 料理新鮮人SECONDO. 6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28616 國王排名. 6 十日草輔作; 賴思羽譯 其他 1

9786263028715 國王排名. 6 十日草輔作; 賴思羽譯 其他 1

9786263029415 草莓星願. 4 酒井真由作 其他 1

9786263029484 歡喜冤家大戰記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9545 草莓星願. 3 酒井真由作 其他 1

9786263029576 草莓星願. 2 酒井真由作 其他 1

9786263029637 草莓星願. 5 酒井真由作 其他 1

9786263029729 草莓星願. 1 酒井真由作 其他 1

9786263029811 屍鬼. 5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9958 屍鬼. 1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9989 屍鬼. 2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012 屍鬼. 4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036 屍鬼. 3 小野不由美原作; 藤崎龍漫畫 其他 1

9786263089693 屍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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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60746 Dancing Baby果林. 2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60760 株式會社LoveCotton. 1 樫之木小香作 其他 1

9786263060791 株式會社LoveCotton. 2 樫之木小香作 其他 1

9786263060838 株式會社LoveCotton. 5 樫之木小香作 其他 1

9786263060906 株式會社LoveCotton. 3 樫之木小香作 其他 1

9786263060975 株式會社LoveCotton. 4 樫之木小香作 其他 1

9786263061071 Dancing Baby果林. 1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61149 株式會社LoveCotton. 6 樫之木小香作 其他 1

9786263061408 我的朋友很少. 4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15 永無境. I, 莫莉安與幻奇學會的試煉 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61422 我的朋友很少. 1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39 我的朋友很少. 3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46 我的朋友很少. 8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53 我的朋友很少. 6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60 我的朋友很少. 5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77 我的朋友很少. 7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84 我的朋友很少. 2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491 美食偵探王. 9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507 極道鮮師. 9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521 美食偵探王. 8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538 美食偵探王. 4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545 極道鮮師. 2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552 尋找滿月. 4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1569 美食偵探王. 13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576 尋找滿月. 6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1583 美食偵探王. 11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590 極道鮮師. 3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606 極道鮮師. 8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613 尋找滿月. 5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1620 極道鮮師. 完結篇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644 美食偵探王. 10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651 尋找滿月. 2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1675 極道鮮師. 13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682 極道鮮師. 6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699 極道鮮師. 4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705 極道鮮師. 14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712 美食偵探王. 2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729 極道鮮師. 12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736 美食偵探王. 3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743 尋找滿月. 3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1750 美食偵探王. 14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767 尋找滿月. 7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1774 極道鮮師. 7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781 美食偵探王. 15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798 美食偵探王. 5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804 美食偵探王. 12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811 極道鮮師. 15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828 極道鮮師. 1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835 極道鮮師. 10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842 美食偵探王. 1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859 極道鮮師. 5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866 極道鮮師. 11 森本梢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873 美食偵探王. 6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1880 尋找滿月. 1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1903 我的朋友很少. 9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927 我的朋友很少. 10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1934 致命病毒. 1 外園昌也作 其他 1

9786263061972 萬祝. 1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054 料理新鮮人. 11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061 料理新鮮人. 15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122 料理新鮮人. 14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146 料理新鮮人. 13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160 料理新鮮人. 9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191 料理新鮮人. 8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207 料理新鮮人. 12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214 料理新鮮人. 7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238 致命病毒. 2 外園昌也作 其他 1

9786263062245 花田少年史. 4 一色真人作 其他 1



9786263062252 料理新鮮人. 10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276 料理新鮮人. 6 關家徹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429 只有花知道 寶井理人著; 賴芯葳譯 1版24刷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62436 自殺島. 2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443 自殺島. 4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450 國王遊戲 終極. 3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474 自殺島. 3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498 國王遊戲. 5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511 自殺島. 5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528 自殺島. 8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535 國王遊戲. 1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542 國王遊戲 終極. 2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559 自殺島. 7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566 國王遊戲. 3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573 國王遊戲 終極. 4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580 自殺島. 6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597 國王遊戲. 4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603 國王遊戲 終極. 5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610 國王遊戲 終極. 1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627 國王遊戲. 2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634 自殺島. 10 森恒二作 其他 1

9786263062641 國王遊戲 起源. 1 金澤伸明原作; 山田J太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658 國王遊戲 起源. 3 金澤伸明原作; 山田J太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665 國王遊戲 起源. 2 金澤伸明原作; 山田J太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696 ZIPANG次元艦隊. 13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02 ZIPANG次元艦隊. 2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19 ZIPANG次元艦隊. 11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26 ZIPANG次元艦隊. 10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33 ZIPANG次元艦隊. 12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40 ZIPANG次元艦隊. 6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57 ZIPANG次元艦隊. 3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64 ZIPANG次元艦隊. 1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71 ZIPANG次元艦隊. 5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88 ZIPANG次元艦隊. 14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795 ZIPANG次元艦隊. 7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801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5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818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4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825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1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832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3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849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2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2856 ZIPANG次元艦隊. 4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863 ZIPANG次元艦隊. 9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870 王子、魔女與公主. 5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887 王子、魔女與公主. 11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894 王子、魔女與公主. 6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88924 王子、魔女與公主. 12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00 王子、魔女與公主. 9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17 王子、魔女與公主. 3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24 王子、魔女與公主. 8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31 王子、魔女與公主. 10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48 王子、魔女與公主. 7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55 王子、魔女與公主. 2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62 王子、魔女與公主. 4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79 王子、魔女與公主. 1 松月滉作 其他 1

9786263062986 ZIPANG次元艦隊. 31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2993 ZIPANG次元艦隊. 25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06 ZIPANG次元艦隊. 19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13 ZIPANG次元艦隊. 37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20 ZIPANG次元艦隊. 18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37 ZIPANG次元艦隊. 38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44 ZIPANG次元艦隊. 30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51 ZIPANG次元艦隊. 16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75 ZIPANG次元艦隊. 17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82 ZIPANG次元艦隊. 29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099 ZIPANG次元艦隊. 21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05 ZIPANG次元艦隊. 23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12 ZIPANG次元艦隊. 27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29 ZIPANG次元艦隊. 28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36 ZIPANG次元艦隊. 26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43 ZIPANG次元艦隊. 35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50 ZIPANG次元艦隊. 43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67 南Q阿傳. 2 光永康則作 其他 1

9786263063181 ZIPANG次元艦隊. 20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198 ZIPANG次元艦隊. 36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204 ZIPANG次元艦隊. 24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228 ZIPANG次元艦隊. 34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235 ZIPANG次元艦隊. 32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242 ZIPANG次元艦隊. 42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259 ZIPANG次元艦隊. 39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266 ZIPANG次元艦隊. 22 川口開治作 其他 1

9786263063273 南Q阿傳. 1 光永康則作 其他 1

9786263063310 3月的獅子. 8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3334 3月的獅子. 9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3341 3月的獅子. 4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3358 3月的獅子. 6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3365 3月的獅子. 7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3396 3月的獅子. 5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3525 大奧. 14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532 大奧. 6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549 大奧. 9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556 赤髮白雪姬. 6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587 大奧. 13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617 大奧. 8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624 大奧. 10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631 大奧. 7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648 赤髮白雪姬. 5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655 大奧. 12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662 大奧. 11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679 赤髮白雪姬. 4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686 赤髮白雪姬. 3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693 赤髮白雪姬. 8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709 赤髮白雪姬. 7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63747 閃耀夏祭. 4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3754 閃耀夏祭. 1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3785 閃耀夏祭. 2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4454 紳士同盟CROSS. 7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461 紳士同盟CROSS. 8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478 紳士同盟CROSS. 3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485 紳士同盟CROSS. 2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492 紳士同盟CROSS. 11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508 紳士同盟CROSS. 9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522 紳士同盟CROSS. 5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539 紳士同盟CROSS. 4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546 紳士同盟CROSS. 10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560 紳士同盟CROSS. 1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577 紳士同盟CROSS. 6 種村有菜作 其他 1

9786263064867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7 朝野始原作; にぃと作 其他 1

9786263064874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2 朝野始原作; にぃと作 其他 1

9786263064881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3 朝野始原作; にぃと作 其他 1

9786263064898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6 朝野始原作; にぃと作 其他 1

9786263064904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1 朝野始原作; にぃと作 其他 1

9786263064911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4 朝野始原作; にぃと作 其他 1



9786263064928 迷茫管家與膽怯的我. 5 朝野始原作; にぃと作 其他 1

9786263064935 其中1個是妹妹!. 3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4942 其中1個是妹妹!. 4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4959 其中1個是妹妹!. 5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4980 肯普法. 8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4997 肯普法. 2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000 肯普法. 1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017 肯普法. 4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031 肯普法. 3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048 肯普法. 6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055 肯普法. 9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062 肯普法. 10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079 肯普法. 7 橘由宇漫畫; 築地俊彦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78 零之使魔. 4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85 零之使魔. 5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92 零之使魔. 2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208 零之使魔. 6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215 零之使魔. 3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222 零之使魔. 1 望月奈奈漫畫; 山口昇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574 零之使魔. 騎士篇. 1 山口昇原作; 緋賀由香理作 其他 1

9786263065581 零之使魔. 騎士篇. 2 山口昇原作; 緋賀由香理作 其他 1

9786263066113 歡喜冤家大戰記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66748 我的朋友很少. 4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55 我的朋友很少. 3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62 我的朋友很少. 6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79 我的朋友很少. 1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86 我的朋友很少. 2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93 我的朋友很少. 7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809 我的朋友很少. 5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830 美食偵探王. 13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854 美食偵探王. 6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861 美食偵探王. 15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885 化物語. 中 西尾維新作 其他 1

9786263066892 美食偵探王. 12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908 美食偵探王. 3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946 美食偵探王. 11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960 美食偵探王. 1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977 美食偵探王. 10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6984 美食偵探王. 7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7004 美食偵探王. 2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7011 美食偵探王. 14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7028 美食偵探王. 5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7035 美食偵探王. 4 寺澤大介作 其他 1

9786263067042 化物語. 上 西尾維新作 其他 1

9786263067080 我的朋友很少. 11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097 我的朋友很少. 9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103 我的朋友很少. 10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257 萬祝. 1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264 致命病毒. 2 外園昌也作 其他 1

9786263067301 致命病毒. 1 外園昌也作 其他 1

9786263067356 國王遊戲. 1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363 國王遊戲. 4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370 國王遊戲. 2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387 國王遊戲. 5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394 國王遊戲. 3 金澤伸明原作; 連打一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00 國王遊戲 終極. 2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17 國王遊戲 終極. 5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24 國王遊戲 終極. 1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31 國王遊戲 終極. 4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48 國王遊戲 終極. 3 金澤伸明原作; 栗山廉士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55 國王遊戲 起源. 3 金澤伸明原作; 山田J太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62 國王遊戲 起源. 1 金澤伸明原作; 山田J太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79 國王遊戲 起源. 2 金澤伸明原作; 山田J太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86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5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493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2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509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3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516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4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523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1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530 南Q阿傳. 1 光永康則作 其他 1

9786263067547 南Q阿傳. 2 光永康則作 其他 1

9786263067783 閃耀夏祭. 1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7790 閃耀夏祭. 3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7806 閃耀夏祭. 6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7813 閃耀夏祭. 5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7820 閃耀夏祭. 4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7837 閃耀夏祭. 2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8698 秒速5公分ONE MORE SIDE 新海誠原作; 加納新太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68735 壞心眼循環 なつのうみ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68742 與貓戀愛的方法 鳩屋タマ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69213 特選幕之內 漥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9237 偷心小惡魔 米田菜穗作 其他 1

9786263069268 甜蜜陷阱 宮脇由季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381 第一次的戀愛新手 箕野希望作 其他 1

9786263069428 粉色情挑 蓮見游作 其他 1

9786263069497 終於和你在一起 天音佑湖作 其他 1

9786263069930 特選幕之內 漥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9947 偷心小惡魔 米田菜穗作 其他 1

9786263069954 第一次的戀愛新手 箕野希望作 其他 1

9786263069961 甜蜜陷阱 宮脇由季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978 粉色情挑 蓮見游作 其他 1

9786263069992 終於和你在一起 天音佑湖作 其他 1

9786263081246 死亡預告. 9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253 死亡預告. 8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260 死亡預告. 1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277 死亡預告. 6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284 死亡預告. 10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291 死亡預告. 4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307 死亡預告. 2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314 死亡預告. 5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321 死亡預告. 7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338 死亡預告. 3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1345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6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352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8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369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0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376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7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383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4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390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06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5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13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9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20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37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3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51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2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68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4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82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3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499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4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05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8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29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1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36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7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43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9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50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5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67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1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74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3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81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2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598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6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1741 大奧. 5 吉永史作 其他 1

9786263081758 大奧. 4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81765 大奧. 2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81772 大奧. 1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82588 死亡預告. 10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01 死亡預告. 7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18 死亡預告. 5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25 死亡預告. 3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32 死亡預告. 4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49 死亡預告. 8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56 死亡預告. 2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63 死亡預告. 6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70 死亡預告. 9 間瀨元朗作 其他 1

9786263082687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694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9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00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17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5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24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7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31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0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48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3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55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8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62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4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779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6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953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4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960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9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977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3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984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2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2991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5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004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6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011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2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028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3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035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8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042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4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059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0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066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1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110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5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127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1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134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26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165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17 若木民喜作 其他 1

9786263083189 大奧. 1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83196 大奧. 5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83202 大奧. 4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83219 大奧. 2 吉永史原作 其他 1

978626308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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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6263083295 塵砂追憶 亞次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83301 沒有名字的人: 迷失之海 FOXFOXB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4322 孤高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84339 孤高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84346 純真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4353 純真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3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84957 不想往前,為了給你來夢裡的空間 孟耿如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5343 國王排名. 7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886 我的朋友很少 社團日和 平坂讀原作; bomi, 木瓜庵漫畫 其他 1

9786263086104 3月的獅子. 1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86111 3月的獅子. 2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86128 3月的獅子. 3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86388 3月的獅子. 1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86395 3月的獅子. 2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86609 赤髮白雪姬. 1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86616 赤髮白雪姬. 2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86678 3月的獅子. 3 羽海野千花作 其他 1

9786263086708 赤髮白雪姬. 2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86722 赤髮白雪姬. 1 秋月空太作 其他 1

9786263087217 流汗吧!健身少女. 1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其他 1

9786263087224 流汗吧!健身少女. 2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其他 1

9786263087231 流汗吧!健身少女. 3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其他 1

9786263087729 流汗吧!健身少女. 1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其他 1

9786263087736 流汗吧!健身少女. 2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其他 1

9786263087743 流汗吧!健身少女. 3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其他 1

9786263088467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山田ヒツ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88535 總之就是很可愛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088566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畫冊: Café de ÉtoileKoi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573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畫冊: Café du SoleilKoi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603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Koi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088740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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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88771 扭曲仙境粉絲書 Disney fan編輯部作 1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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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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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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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89488 救了遇到痴漢的S級美少女才發現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2謙之字作; 許昆暉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587 救了遇到痴漢的S級美少女才發現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2謙之字作; 許昆暉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9686 心碎餐廳 松尾由美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9730 那年雪深幾呎 布萊恩.弗里曼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89761 天氣之子. 3 漥田航作; 新海誠原作; SCALY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792 OPUS: 靈魂之橋 月亮熊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808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一期生) 八千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815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二期生) 無胥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860 絕對雙刃. 4 成家慎一郎作; 柊★たくみ原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891 緋彈的亞莉亞. 34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07 魔裝學園HXH. 14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21 偵探已經,死了。. 2 二語十作; Ky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38 Fate/Requiem. 1 星空流星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45 一人筆談 響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52 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全新動畫封面版) 加納新太作; 陳顥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83 絕對雙刃. 4 成家慎一郎作; 柊★たくみ原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89990 Fate/Requiem. 1 星空流星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02 緋彈的亞莉亞. 34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19 魔裝學園HXH. 14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33 偵探已經,死了。. 2 二語十作; Ky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40 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全新動畫封面版) 加納新太作; 陳顥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57 一人筆談 響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95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二期生) 無胥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101 天氣之子. 3 漥田航作; 新海誠原作; SCALY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118 前進吧!!高捷少女 姬絆(一期生) 八千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156 OPUS: 靈魂之橋 月亮熊作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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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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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0279 神祇飼育: 純白神祇之戀 沙野風結子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286 闖入的愛情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293 在成為凶手之前 理查.泰勒(Richard Taylor)著;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309 父皇,萬睡萬萬睡 羽宸寰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316 疵物之戀 沙野風結子作; AKI譯 1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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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0361 少年名叫吉爾伯特 竹宮惠子作; Miyako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378 一品仵作 鳳今作 1版 平裝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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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0422 烈火的血族 夜光花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0439 虐待我的爸爸終於死了 あらいぴろよ作; 林琬清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446 花嵐的血族 夜光花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0453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60460 這份心情總有一天會遺忘 住野夜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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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0491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1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07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3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14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4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21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7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38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8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45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5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52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2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69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6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583 愛的奧特萊斯 小說 QIO奇想事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590 小學生 半澤直樹. 1 池井戸潤原作; 大沖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606 我們的重製人生. 3 木緒なち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613 阿爾蒂. 11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620 弱角友崎同學. 8.5 屋久悠樹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637 Marilyn Monroe: 風華絕代的瑪麗蓮.夢露 瑪麗亞.艾塞作; 陳小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675 祥太,我愛你! にたこ作; 陳俐忻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682 渴望靈魂雙生伴侶 相音きう作; 熊次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699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1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05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2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12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3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29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4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36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5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43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6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50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7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67 去吧!稻中桌球社(新裝版). 8 古谷實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81 愛的奧特萊斯 小說 QIO奇想事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798 小學生 半澤直樹. 1 池井戸潤原作; 大沖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804 我們的重製人生. 3 木緒なち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811 阿爾蒂. 11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828 弱角友崎同學. 8.5 屋久悠樹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835 Marilyn Monroe: 風華絕代的瑪麗蓮.夢露 瑪麗亞.艾塞作; 陳小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873 渴望靈魂雙生伴侶 相音きう作; 熊次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880 祥太,我愛你! にたこ作; 陳俐忻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897 愛的奧特萊斯 劇照書 QIO奇想事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903 愛的奧特萊斯 劇照書 QIO奇想事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910 我想說的是,給和平一個機會: 最偉大的搖滾傳奇「約翰.藍儂」生前最後一次的重要專訪大衛.薛夫著; 何佳芸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927 Ask me why 古市憲寿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934 非常男子高校. 番外篇 吾名翼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0941 本命是α 夜光花作; 艾芮卡譯 1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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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0972 數到十就親親你= นับสบิจะจบู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0989 數到十就親親你= นับสบิจะจบู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0996 數到十就親親你= นับสบิจะจบู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1009 數到十就親親你= นับสบิจะจบู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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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1023 建築、紅石、指令Minecraft神創意!達人打造的無限點子空間Project KK作; 盧品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1030 不講武德!Minecraft最強指令破格使用法 GOLDEN AXE作; 盧品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1047 阿神帶你進入YOUTUBE影音網紅金殿堂 阿神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054 教你如何用iPad Pro+Procreate畫出漫畫.插畫 多田由美作;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1061 孔武讓裡. 1: 含特典版 羽宸寰著 其他 1

9786263161078 呀撘呀搭. 1 羽宸寰作 其他 1

9786263161085 呀撘呀搭. 2 羽宸寰作 其他 1

9786263161092 扶殘醉尋 羽宸寰作 其他 1

9786263161108 孔武讓裡. 貳, 兄弟戲爹 羽宸寰著 其他 1

9786263161115 孔武讓裡. 參, 捉不到幫 羽宸寰著 其他 1

9786263161122 飛呀-飛呀飛呀亞美蝶 羽宸寰著 其他 1

9786263161139 等待,我願意 羽宸寰文 其他 1

9786263161146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6263161153 天獄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61160 Wish you: 你在我心中的旋律 Aquarius, 成道俊作; 葛增慧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1177 亡者之謎= Manner of death Sammon作; 許瑤蓉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161184 亡者之謎= Manner of death Sammon作; 許瑤蓉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61191 致未來的男孩們: 掙脫「男子氣概」的枷鎖= これからの男の子たちへ: 「男らしさ」から自由になるためのレッスン太田啟子著; 洪于琇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207 永無境. II, 茉莉安與幻奇師的天命= Wundersmith: the calling of morrigan crow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著; 陳思穎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214 永無境. III, 茉莉安與空心症的獵物= Hollowpox: the hunt for morrigan crow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著; 陳思穎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245 EVOLUTION by Alien Huang: 小鬼黃鴻升創作紀實黃鴻升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252 EVOLUTION by Alien Huang: 小鬼黃鴻升創作紀實黃鴻升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269 玩具總動員. 4: 老朋友新朋友(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1)(中英對照)娜塔莎.布查德(Natasha Bouch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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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1276 冰雪奇緣: 抓鬼記(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1)(中英對照)瑪莉莎.拉岡涅羅(Melissa Lagoneg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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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1283 你真可愛,花森同學 しおからにがい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290 圓學長想分手 黒木えぬこ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306 我男朋友喜歡的人 リッケン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313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61320 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 米代恭作; 露露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337 喜歡的東西 貓田リコ作; 張凱倫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344 愛我,就要愛我的所有 那梧なゆた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351 我的警察先生 にやま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368 香格里拉之鳥 座裏屋蘭丸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375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西本ろう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161382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西本ろう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61399 獎勵要在調教之後 にやま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405 blanc 中村明日美子作; 楊采儒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1412 blanc 中村明日美子作; 楊采儒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429 SUGAR MY BABY ツノ ナツメ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436 GATAPISHI狹縫之聲 新井煮干し子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443 愛就是金錢 熊貓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450 請當我的爸爸 緒川千世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467 亞當的肋骨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474 野狼先生不吃嗎? 小石川あお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542 虐待我的爸爸終於死了 あらいぴろよ作; 林琬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603 詭祕客. 2021 幻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610 這份心情總有一天會遺忘 住野夜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627 在成為凶手之前: 英國逾百起命案的司法精神科權威,透過犯罪心理學直擊殺人犯內心的黑暗實錄。理查.泰勒作; 甘鎮隴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696 虐待我的爸爸終於死了 あらいぴろよ作; 林琬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757 詭祕客. 2021 幻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764 這份心情總有一天會遺忘 住野夜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771 在成為凶手之前: 英國逾百起命案的司法精神科權威,透過犯罪心理學直擊殺人犯內心的黑暗實錄。理查.泰勒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788 靠近Wico: 林嘉威個人寫真 林嘉威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795 白色原味+: 小丁日常原創數位寫真 小丁作; 傑路攝影 其他 1

9786263161801 白色原味+: 小丁日常原創數位寫真 小丁作; 傑路攝影 其他 1

9786263161818 瀕臨絕種團ResCute 啞鳴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61825 紅皇后首部曲: 紅皇后= Reina Roja 胡安.高美(Juan Gómez-Jurado)作; 謝琬湞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832 沒有名字的人. 3: 失落之城 FOXFOXB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1849 Fate/Requiem 星空流星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887 這份喜歡是真的。 たき猫背作; 張凱倫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894 前輩大人說的對 晴川シンタ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917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我就抱你吧 にやま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924 要我喜歡你實在太可笑了 里つばめ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161931 要我喜歡你實在太可笑了 里つばめ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61948 鳴鳥不飛 ヨネダコウ作;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61955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62082 祭品的任務 博士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136 闖入的愛情 夏天晴作; lino繪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181 數到十就親親你. 2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KAMUI710繪;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198 數到十就親親你. 1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KAMUI710繪;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204 塵砂追憶. 3 亞次圓作; Cola繪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2211 永無境. III, 茉莉安與空心症的獵物 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作; 陳思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228 永無境. II, 茉莉安與幻奇師的天命 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作; 陳思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235 永無境. I, 莫莉安與幻奇學會的試煉 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作; 陳思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259 不講武德!Minecraft最強指令破格使用法 GOLDEN AXE作; 盧品霖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2273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練到LV MAX. 11森田季節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2297 非常男子高校. 番外篇: 男能可貴,必須知男而上吾名翼作; ツバサ繪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03 闖入的愛情 夏天晴作; lino繪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58 數到十就親親你. 2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KAMUI710繪;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65 數到十就親親你. 1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KAMUI710繪;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72 非常男子高校. 番外篇: 男能可貴,必須知男而上吾名翼作; ツバサ繪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96 永無境. I, 莫莉安與幻奇學會的試煉 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作; 陳思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402 永無境. II, 茉莉安與幻奇師的天命 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作; 陳思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419 永無境. III, 茉莉安與空心症的獵物 潔西卡.唐森(Jessica Townsend)作; 陳思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433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練到LV MAX. 11森田季節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2457 不講武德!Minecraft最強指令破格使用法 GOLDEN AXE作; 盧品霖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2846 父皇,萬睡萬萬睡 羽宸寰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860 WISH YOU: 你在我心中的旋律劇照小說 Aqaurius, 成道俊作; [葛增慧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907 WISH YOU: 你在我心中的旋律劇照小說 Aqaurius, 成道俊作; [葛增慧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027 數到十就親親你. 3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034 數到十就親親你. 4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058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5 艾迪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126 亡者之謎Manner of Death. 下 Sammon作; 許瑤蓉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140 盛夏裡的秘密: 許玲玲Sindy數位寫真 許玲玲, 達文西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218 數到十就親親你. 3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225 數到十就親親你. 4 頑鯨(วาฬกลิง้)作; 胡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232 高校制服數位寫真. 5 艾迪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300 ASK ME WHY: 然後我會說我愛你 古市憲壽作; 王美娟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317 亡者之謎Manner of Death. 上 Sammon作; 許瑤蓉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324 亡者之謎Manner of Death. 下 Sammon作; 許瑤蓉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348 盛夏裡的秘密: 許玲玲Sindy數位寫真 許玲玲, 達文西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355 瀕臨絕種團ResCute. 下 啞鳴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485 黃金神威. 22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492 黃金神威. 23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508 黃金神威. 22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515 黃金神威. 23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9247 賽局專家永遠比對手快一步的談判課= One step ahead: master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negotiation大衛.薩利(David Sally)作; 周怡伶譯 1版 平裝 1

9789865519254 應許之地: 歐巴馬回憶錄= A promised land 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著; 陳琇玲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261 商業造神 菲爾.羅森維格(Phil Rosenzweig)著; 徐紹敏,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285 Airbnb改變商業模式的關鍵誠信課= Intentional integrity: how smart companies can lead an ethical revolution羅伯.切斯納(Robert Chesnut)著; 蔡惠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308 矽谷簡報女王用數據說出好故事= Datastory: explain data and inspire action through story南西.杜爾特(Nancy Duarte)著; 顧淑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315 重練腦力: 德國冠軍腦科學家實證的數位時代大腦學習法= Das neue Lernen: heißt Verstehen漢寧.貝克(Henning Beck)著;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322 十倍力,人才的應用題= Game changer: how to be 10x in the talent economy麥可.索羅門(Michael Solomon), 瑞雄.布隆伯格(Rishon Blumberg)著; 黎仁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377 天才的關鍵習慣 克雷格.萊特(Craig Wright)著; 何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391 最強影片行銷71堂課= The visual sale: how to use video to explode sales,drive marketing,and grow your business in a virtual world泰勒.雷薩德, 馬可士.薛萊登著; 陳筱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407 矽谷最夯‧產品專案管理領導力全書 馬提.凱根(Marty Cagan), 克里斯.瓊斯(Chris Jones)著; 陳文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476 魅力領導學 陳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506 高效人生的清單整理術= Listful thinking 寶拉.里佐(Paula Rizzo)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568 思維的良率 彭建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636 討好陷阱: 心理諮商師的情緒解方: 有些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滿意,那就別再嘗試討好他們= Please yourself: how to stop people pleasing and transform the way you live艾瑪.里德.特雷爾(Emma Reed Turrell)著; 林怡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681 護胃聖經台灣版: 必知低酸飲食訣竅x176道在地食譜,營養師李婉萍告訴你如何用4週食療護胃李婉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99

送存冊數共計：1224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5519704 玩提案 黃志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742 商業模式大全= この一冊で全部わかるビジネスモデル 基本.成功パターン.作り方が一気に学べる根来龍之, 富樫佳織他, 足代訓史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9841 心靈自救手冊= A manual for being human 蘇菲.莫特(Sophie Mort)著; 黃庭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3903 Dr.禽獸與一邊看著我的臉淫叫的抖S新娘 飯島凛作; Shi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10 內射直球對決! kakao作; 堤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27 潛熱 Pennel作; 堤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34 Dr.禽獸與一邊看著我的臉淫叫的抖S新娘 飯島凛作; Shi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41 內射直球對決! kakao作; 堤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58 潛熱 Pennel作; 堤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89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2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96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1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06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1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13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2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20 動情騷兔 SAVAN作; 堤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44 跟你做色色的事 きくらげ著; 熊次郎翻譯 1版 平裝 1

9786267049051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3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68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4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75 花樣少女的魅肉 いつつせ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82 愛上內射機關槍! kakao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99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3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05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4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12 花樣少女的魅肉 いつつせ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29 愛上內射機關槍! kakao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87471 日本奇妙知識不思議: 為什麼餐廳都提供客人冰水但壽司店會給熱茶?平安時代的女性一年只洗一次頭!?超有梗的日本潛規則與豆知識百選梅用知世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4662 喚醒財富腦= Awaken the wealthy mind 陳芳誼(Rosie C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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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4761 瑜伽乾坤: 陰陽頤養至道書= Universe yoga: the way of yin yang nurture廖英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785 鑽石心光: 宇宙奧義成功心法 瀧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4808 香蔥屋 舒雲小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815 喜歡當你的天使 神樂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839 少年捕手魯俊傳奇 魯秋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860 攝影理論入門 楊椀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4028 戀聲的時光 丁凌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035 當你走入我的故事 沾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042 不小心約到上司怎麼辦 希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576 被月亮禁錮的時光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958 天亮之後相愛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996 赤瞳者. 3, 宿主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紳士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麥浩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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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POPO出版



9789860686807 如果櫻花盛開 築允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838 日落燦陽 雨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890 謊言後遺症 Mi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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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78947 桃園之美術史續編: 從地方學出發的美術史與其脈絡姜昌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478954 圖現台灣環島圖鑑: 從文化各面相出發的圖像解讀= 図鑑台湾さんがくおう姜昌明, 李翰文, 林育慶, 賴學論 , 陳鈺鋐, 卓育玄,黃有毅, 傅大中作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50443 戲精守護者 五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0467 戲精守護者 五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0450 戲精守護者 五軍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50573 分手過渡期 蒼梧賓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870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顧懿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50900 天子豈無愁 崔羅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0979 爆了 楚寒衣青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082 回形針俱樂部 114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143 貌合神離 困倚危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266 良姻 不認路的扛尸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495 精打細算 花滿篩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501 熱搜預定 靠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570 皇恩浩蕩 白芥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587 浮生夢 白芥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624 獵光 靡寶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631 一覺醒來聽說我結婚了 木瓜黃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648 天驕 白芥子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655 江山許你 白芥子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51686 金玉王朝. 第十部, 對流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1709 金玉王朝. 第十部, 對流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1693 金玉王朝. 第十部, 對流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51716 2084 麥庫姆斯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723 夕陽紅 七英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730 我嗑了對家X我的CP PEP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747 US Sarina Bowen, Elle Kennedy著; 曾倚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778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顧懿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51785 魔王與終焉雪. I, 初雪降誕 拆野拆替著; 紫未染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51792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 異世界冒險篇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51884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顧懿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51891 弟弟不是拿來做的 撿寒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907 靈魂的約定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952 強行入侵 洛玥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1969 強行入侵 洛玥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1976 霸凌成癮 彌安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1983 尖刺上的玫瑰 怒放月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1990 尖刺上的玫瑰 怒放月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2003 醫品奴才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52010 醫品奴才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52027 年獸來襲請注意!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2034 不負 一個精神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2041 轉學來的壞傢伙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52072 監禁倉庫 Killa+Whale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52102 我的嚮導他總是面無表情 哈哈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姜昌明美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城鄉風貌工作室



9789865052119 我的嚮導他總是面無表情 哈哈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369 客家文學與文史客家論集 黃子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521 技術型高級中學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四冊= Tourism & hospitality English conversation何美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221 村長手記: 我的美和村長故事 曾喜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02221 村長手記: 我的美和村長故事 曾喜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02269 人間晚晴: 談說客家諺語 林松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691 新細說高中數學教學講義. 4A 羅添壽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9543 包裝低減加速裝櫃作業及零組件配料及儲位規劃許勝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9550 倉儲儲位配置規劃與揀貨動線合理化 許勝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9567 水五金群聚式研發及O2O商業模式構建= Clust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O2O business model construction in water hardware許勝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524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20第16屆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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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43930 大學入試歷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詳解. 英文考科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947 精準制高中學測英文總複習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954 大學入試高效英文演練閱讀測驗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961 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數學複習講義. A 朱正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978 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數學複習講義. B 朱正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985 全方位英文看圖.圖表寫作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3405 女子: 從天上被踹下來的女子。 黃路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806 靈學: 揭開人體第三眼天眼之謎與靈界奧妙法則許衡山靈學研究中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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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44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善天下心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持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很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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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9728 須臾美學 何凭融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262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鍾耀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9293 最致命的敵人: 人類與殺手級傳染病的戰爭= Deadliest enemy: our war against killer germs麥可.歐斯特宏(Michael T. Osterholm), 馬克.歐雪克(Mark Olshaker)著; 潘震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708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一, 雪的重述.萌陳列, 楊逵, 葉石濤, 柏楊, 莫那能, 陳政子, 伐依絲.牟固那那, 鄭新民, 張光直, 楊牧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715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二, 地下燃燒藍博洲, 林書揚, 黃素貞, 陳明忠, 吳聲潤, 陳英泰, 林易澄, 葉怡君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722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三, 她的花並不沉重季季, 唐香燕, 陳勤, 藍博洲, 王培五, 蔡烈光, 吳俊宏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739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四, 原地流變蔡德本, 施儒昌, 顏世鴻, 林傳凱, 吳易叡, 謝聰敏, 廖建華, 李世傑, 高麗娟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5746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五, 失落的故鄉劉宏文, 胡子丹, 周志文, 杜晉軒, 郭于珂, 鄭鴻生, 陳榮顯, 彭明敏, 唐培禮, 謝聰敏, 高金郎著;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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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0633702 靈魂與灰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33733 致富的特權: 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陳虹宇, 吳聰敏, 李怡庭, 陳旭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8967 新寶島= The Formosa exchange 黃崇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5811 大逆轉: 金融擴張如何推升不平等= Divested: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finance林庚厚, 梅根.尼利(Megan Tobias Neely)著; 許瑞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9788 真相製造: 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劉致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653 天皇蒙塵= 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 大塚茱麗(Julie Otsuka)著; 向淑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660 中美爭霸: 兩強相遇東南亞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314 閱讀生命政治 黃涵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321 國家如何反彈回升=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 夏琳.蓋瑞特(Shaylyn Romney Garrett)著;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3433 恆星占星全書: 探尋人生的主題與靈魂的目的魯道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440 無名驅鬼師 梁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3488 占星手帳. 2022: 一手掌握水逆、月相、全年星座運勢Amanda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24316 天道三十六講 蘇鳴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590 成佛的正法: 先天觀音大道 蘇鳴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06 西川滿台灣小說選: 雲林記、秀姑巒島漂流記西川滿著; 鄭正浩, 顏慧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13 瓜田歲月 鍾鐵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37 台灣現代詩選. 2020年 江自得, 鄭烱明, 利玉芳, 莫渝, 林鷺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44 只是近黃昏 王希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51 鏡像人生 劉溪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68 南方情懷 蔡文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75 林邊手記: 預約一個花海 翁少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82 青春倒影 許寶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699 快跤: 應變與防護 林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05 現代詩階梯 丁旭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12 2020的那一年 陳明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98 地方理論與社會人文對話: 2020年第一屆屏東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蕭新煌, 賀瑞麟, 李錦旭, 張義東, 劉澤佳, 郭東雄, 佐藤敏洋, 楊政源, 賴晋毅, 連憲升, 周明傑作; 李錦旭主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4708 再見的練習 林小杯文.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拾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是路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暉



9789860610345 21世紀汽車革命= The last driver's license holder has already been born: how rapid advances in automotive technology will disrupt life as we know it and why this is a good thing馬里奧.赫格(Mario Herger)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011 全宇宙最後一隻貓 醉飲長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09028 全宇宙最後一隻貓 醉飲長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14312 全知讀者視角 sing N song(싱숑)著;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14329 全知讀者視角 sing N song(싱숑)著;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522 亞伯拉罕.伊本.伊茲拉: 智慧的開端= Avraham Ibn Ezra: the beginning of wisdom梅拉.埃普斯坦(Meira B. Epstein)英文譯註; 羅伯特.漢(Robert Hand)英文編註; 邢欣中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96005 每一次因果,都是人生最好的練習: 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 Foundation stones to happiness and success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6081 關於咖啡的一切.800年祕史與技法: 窺探咖啡的起源、流佈、製備、風俗和器具發展,一本滿足嗜咖者、咖啡迷、業餘玩家、專家達人!= All about coffee威廉.H.烏克斯(William H. Ukers)著; 華子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098 關於咖啡的一切.800年風尚與藝文: 比一千個吻還令人愉悅的生活情調,從老咖啡館、文學、繪畫、工藝到歷史遺物!= All about coffee威廉.H.烏克斯(William H. Ukers)著; 華子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128 全新低醣燃脂聖經 艾瑞克.威斯特曼(Eric C. Westman), 史蒂芬.芬尼(Stephen D. Phinney), 傑夫.福萊克(Jeff S. Volek)著; 邱文心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173 你的思想決定業力: 你的靈魂深處有什麼,就吸引什麼!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林許文二講 其他 1

9789865496180 所有境遇都有福報: 通往豐足喜樂的大智慧,這世上沒有真正的地獄!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197 只用10%的薪水,讓全世界的財富都聽你的 喬治.山繆.克雷森(George Samuel Clason)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203 健康、財富、愛與完美自我表現的人生祕密 佛羅倫斯.斯柯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227 想像力是完美人生的剪刀 佛羅倫斯.斯柯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258 話語!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 佛羅倫斯.斯柯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272 賺錢的科學練習 華萊士.華特斯(Warace D. Wattles)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296 有錢人才知道,財富就在家裡面 羅素.康維爾(Russell Conwell)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302 暗示療法的奇蹟 愛彌爾.庫埃(Émile Coué de La Châtaigneraie)作; 陳昭如譯; 林許迦恆朗讀其他 1

9789865496319 神奇的西瓦心靈圓夢術 = The Silva mind control method荷西.西瓦(José Silva), 菲利浦.米勒(Philip Miele)著; 陳師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6326 神啊!我要怎麼問你問題? 王崇禮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340 從卑微到偉大的斜槓偉人富蘭克林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364 打破人生幻境的四個約定 唐.米蓋爾.魯伊茲(Don Miguel Ruiz), 珍妮特.密爾斯(Janet Mills)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371 暗示自我的力量 賽勒斯.哈利.布魯克斯(Cyrus Harry Brooks)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395 碘的奇蹟: 40多年來人體健康最被忽略的重要營養素琳恩.法洛(Lynne Farrow)著; 蕭寶森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6401 話語!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暢銷紀念版): 幸與不幸,都是你自己說出來的!= The power of the spoken word佛羅倫斯.斯科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著; 陳師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6418 願望煉金術 珍娜維弗.貝倫德(Geneviève Behrend)作; 林許迦恆朗讀 其他 1

9789865496432 塔羅攻略(暢銷經典版): 從偉特系牌圖透析塔羅奧祕星宿老師Farris Li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6449 每一次因果,都是人生最好的練習 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蕭寶森譯 其他 1

9789865496456 從卑微到偉大的斜槓偉人富蘭克林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劉恩麗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2186 氣噗噗的可樂兔 劉美琪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330 貓格心理測驗: 解密喵星人在想什麼? 艾麗森.戴維斯(Alison Davies)文; 愛麗莎.列維(Alissa Levy)插圖; 朱姿瑜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385 顛倒夢想: 張尚為的左書世界 張尚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392 大人的寫字書: 靜心練字寫<<心經>> 寫字小組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4430 台北,詩leh著災: 陳胤台語詩集 陳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602 違反校規的跳投 鮭&鯊漫畫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星空凝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柳河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柒拾陸號原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柏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4686 學齡前兒童性侵害初級預防: 以家長為中心的社會工作介入簡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4693 幼兒教具設計與運用 林士真, 張世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1608 銀髮活動帶領手冊. 頭腦體操篇 余金燕, 林婉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1615 社會工作理論: 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 宋麗玉, 曾華源, 施教裕, 鄭麗珍合著; 宋麗玉主編五版 平裝 1

9789860641622 社會心理學 程千芳, 游一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41639 榮格取向藝術遇療: 療癒原理與效應 徐玟玲, 吳雅琪, 曾彥茹, 買怡貞, 葉菀婷, 陳奕璇, 洪瑩懿, 秦于絜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646 國際視角中的社會工作行動: 參與式社區工作方法林秉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653 台灣幼兒家庭照顧給付政策的實施經驗與反思蔡培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480 台灣地區大型店鋪總覽. 2021 劉淑玲主編; 蘇聖雄採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7003 十二首歌(特別珍藏版) Middl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010 月亮前方三公里 伊與原新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119 世界第一簡單!3分鐘懶人BOX麵包 齋藤由郁里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577 奔走在日光大道 三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706 超簡單!秒上手!世界第一美味甜點 藤原美樹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768 反蘇格拉底 伊坂幸太郎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775 惘然記 張愛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3337782 少年陰陽師. 54, 沉滯之殿 結城光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799 思念的長河 三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829 當你夠強大,才能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張小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836 相信今天會有好事發生: 書寫中的心想事成 彭樹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843 哈利波特. 7, 死神的聖物(繁體中文版20週年紀念)J.K.羅琳(J. K. Rowling)著; 林靜華, 張定綺, 彭倩文, 趙丕慧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850 棄子 傅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867 隨機死亡 凌小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874 喪鐘為你而鳴 王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881 10分鐘OK!輕鬆做出暖心又暖胃の湯便當 有賀薰著; 林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904 簾幕= Le rideau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翁尚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966 逆女 杜修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7973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短篇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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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編集I香月美夜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7980 時光照相館 柊彩夏花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8000 時光照相館 柊彩夏花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017 聖誕小豬 J.K. 羅琳(J.K. Rowling)著;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繪;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055 思念的長河 三毛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3338079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 3 綾辻行人原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8086 永遠的寶貝 三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8093 還是要抱著溫暖的鍋子說晚安 彩瀨圓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109 如果我的腦袋正常的話...= 私の頭が正常であったなら山白朝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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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3338123 少年陰陽師. 55, 祈願之淚 結城光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130 極樂饗宴 路易斯.費南多.維里西默(Luis Fernando Verissimo)著; 呂玉蟬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154 末日告白指南 蘇乙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178 張愛玲譯作選: 無頭騎士.愛默森選集 張愛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8185 張愛玲譯作選. 二: 老人與海.鹿苑長春 張愛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8215 Another 2001 綾辻行人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222 逃亡小說集 吉田修一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277 法官和他的劊子手= 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著; 趙崇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284 遺忘.刑警 陳浩基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8291 8分鐘變出3道菜!平底鍋の料理魔法= 朝8分ほったらかし弁当 フライパンで3品同時に作れる魔法のレシピ川崎利榮著;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314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穏やか貴族の休暇のすすめ。岬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流通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123 西元2022虎年運程 洪正忠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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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499407 印如精舍珍藏: 王小松= Yinru Vihara art collections: Wang Xiansong黃健亮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42977 美髮. Ⅳ 呂美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3608 升科大四技: 機械群專業一專業二歷屆試題 陳重銘, 洪兆亮, 李逸琪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43622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洪寶玩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3721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 王金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3738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增光工作室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3745 升科大四技: 程式設計實習總複習 陳建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3752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689 Back to 1919: 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產.新北= Taiwan's architectural heritage.New Taipei蔡佰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344 光色合一系譜與辯證: 黃敏俊「新光色論」創作的再發現黃敏俊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5956 先於能知之力: 尼薩迦達塔.馬哈拉吉的臨終教言= Prior to consciousness: talks with Sri Nisargadatta Maharaj尼薩迦達塔.馬哈拉吉(Sri Nisargadatta Maharaj)作; 鍾七條, 智嚴, 張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963 禮物: 哈菲茲詩集= The gift 哈菲茲(Hafez)作; 孫得欽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15970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尤迦南達(Paramhansa Yogananda)作; 劉粹倫譯; 周寧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0680409 聲音的故事=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lectures deliver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愛德華.麥克杜威著; 謝汝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0416 罪惡感的代價: 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的記憶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作; 鄭明宜, 周如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0423 躍入永恆: 帕帕吉訪談錄= Papaji: interviews 彭嘉(H. W. L. Poonja)作; 李智紅, 孫躍如, 智原, 顧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2296 100個爸爸送給你的成功語錄(中英對照) Jonathan Brody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1880 你不問,還真不知道的為什麼: BBC生活科學講堂. 2<< BBC知識 >>國際中文版作; 甘錫安, 高英哲, 劉子瑄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031 生物學學理解碼. 2 蔡任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5342 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秋冬音樂遊戲書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95359 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秋冬音樂遊戲書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95366 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秋冬音樂遊戲書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95373 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春夏音樂遊戲書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95380 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春夏音樂遊戲書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95397 歡樂音樂藝術學園: 春夏音樂遊戲書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科技島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魚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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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科友

皇家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育旺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紅通通文化



9786269512300 兒童音樂活動本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12317 兒童音樂活動本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12324 兒童音樂活動本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9512331 兒童音樂活動本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9512348 兒童音樂活動本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9512355 兒童音樂活動本 曾琤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9512362 titita玩音樂: 成長作品集 曾琤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12379 titita玩音樂: 成長作品集 曾琤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12386 titita看世界: 成長作品集 曾琤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12393 titita看世界: 成長作品集 曾琤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16407 錢花光了 美育研發部著作.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6414 翻翻樂= The multi-tasking handbook: brain virtuosity before your 1st piano lessonJoseph Reiser作 精裝 1

9786269516421 創意遊戲節奏卡 崔麗君, 許珮玫, 楊麗玲繪圖 精裝 1

9786269516438 Left & right 美育研發部著作.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4773 心像練習: 解鎖心流、超越天賦的致勝心理學= Mind gym: an athlete's guide to inner excellence蓋瑞.麥克(Gary Mack), 大衛.卡斯蒂芬斯(David Casstevens)著; 吳郁芸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01937 Mosa & Nasa's big jump(student book) by Melody Editorial Team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801944 Mosa & Nasa's big jump(student book) by Melody Editorial Team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801975 Mosa & Nasa's big jump(student book) by Melody Editorial Team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801982 Mosa & Nasa's big jump(student book) by Melody Editorial Team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608861 Mosa & Nasa's big jump: CLIL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08878 Mosa & Nasa's big jump: CLIL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09103 Mosa & Nasa's big jump: CLIL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609110 Mosa & Nasa's big jump: CLIL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585655 Super me phonics: Willy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1147 Super phonics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491161 Super phonics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491185 Super phonics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491956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2A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1963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3A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1994 My words(red)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4018 My words(yellow)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4032 My words(blue)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4179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 red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4193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yellow 1st ed. 平裝 1

9789865494216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blue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0371 這樣學好好玩!第一本親子互動數學遊戲 全嫕菻著; 李潔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0388 專為孩子設計的親子互動遊戲大全集: 7大增能領域X153款遊戲提案,滿足好奇心、玩出同理心、提升社交力!崔延朱, 丁德榮作; 陳聖薇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8439 更深經歷耶穌基督(新編註釋版) 蓋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作; 亞洲先鋒事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8453 四十天禱告手冊: 只要你願意,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就開始你的禱告都不嫌晚！黃以諾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32965 陳茂萱鋼琴奏鳴曲= Chen Mao Shuen piano sonatas陳茂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332972 陳茂萱鋼琴奏鳴曲= Chen Mao Shuen piano sonatas陳茂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0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樂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凡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0

美藝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耶斯列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3102 閱讀一間宮廟: 探討台灣客家移民的宗教信仰形式與變遷 以二岡坪與天花湖兩庄為例徐清景著 平裝 1

9789865573171 自然與社會的對話 戴東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644 ボクは野良犬 古城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9154 想想看怎麼說: 初級日語會話= 考えて話そう: 初級日本語会話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54070 インカ老師說故事: おもしろい昔話(手機版) 孫寅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54087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暨外語學院日本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年: 跨領域學術研究:時間與空間的匯流 論文集方献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162 第二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テシマウ」の習得過程簡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179 一目惚れ、台湾: 台湾観光十二選. 下 孫寅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193 『記紀』の文芸的研究: 歌謡.説話.老人像からのアプローチ鄭家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247 日台文化交流對談集 小室敦彦編著; 吳國禎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4254 越境装置としてのAKB48 南雄太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0754278 現代日本語の複合動詞の意味用法: 共起表現を中心に馮寶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285 現代日本語の[[Ｘ]動詞連用形]複合語の連続性及び非典型性に関する研究葉秉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292 サブカルx文学の想像力: テクストとジャンル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沈美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2679 漱石文學の探究: 新たな作品論への試み 曾秋桂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3295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學創新、跨域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2020鄭淑玲, 陳汝珊, 吳米淑, 莫康笙, 謝松益, 劉尚鳴, 王玫, 黃菲菲, 林健群, 劉亦欣, 姚振黎, 王怡云, 羅珮瑄作; 毛嘉莉主編; 陳穎慧, 陳宏杰執行編輯平裝 1

9789860619638 東南亞語言、教學與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 2021= Proceedings on 20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Teaching and Culture商貿外語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9614 創新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Design proceedings王年燦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519 永恆的中港 黃鼎松, 廖綺貞, 吳正賢撰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809 精彩竹森 鍾兆良撰稿; 陳羽鵑, 陳怡安彩繪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60558 孤毒日記 李建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0565 解憂呼吸法: 25種簡單練習,克服負面情緒、睡眠問題、身體疼痛,達到全方位身心平衡艾希莉.尼斯(Ashley Neese)著; 陳毓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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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原孝彥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0947 你有多獨立,就有多美好 王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029 江湖夜雨讀金庸 馬大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050 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 上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067 那天開始的美好時光. 下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111 牠不是普通的狗: 海豹隊員與軍犬開羅走過戰火、相互療癒的故事威爾.切斯尼(Will Chesney), 喬.萊登 (Joe Layden)著; 蕭季瑄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715 食罪者 梅根.坎皮希(Megan Campisi)著; 羅慕謙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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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奧克(J. W. Ocker)著; 陳思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2002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61937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61999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致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栗縣竹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致理科大創新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栗縣在地文化推廣協會



9789865061951 喬家的兒女 未夕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1968 喬家的兒女 未夕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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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062033 沉睡時光裡的愛 木小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2040 活在我們的星球=　Ａ life on our planet 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 喬尼.休斯(Jonnie Hughes)著; 陳思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057 活在我們的星球 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 喬尼.休斯(Jonnie Hughes)著; 陳思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2170 就算前路迷茫,我仍執意向前 鄧楚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248 集體倦怠: 沒有熱情、沒有夢想、沒有未來,這就是千禧世代生活的殘酷世界= Can't even: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安妮.海倫.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著; 陳莉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255 行動冥想: 擺脫不安與煩惱,隨時隨地享受獨處的靜心術白取春彥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262 生活需要高級感 *小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309 老子說放下得失,人生更從容: 不計較、不強求、不執著,大家反而來成就你的正向生活指引羅大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316 難哄 竹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2330 難哄 竹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2323 難哄 竹已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62354 精進思維: 讓每一次思考都能躍出框架的人生增量心法采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361 我被總裁反套路 車厘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62378 我被總裁反套路 車厘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62385 我被總裁反套路 車厘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62392 我被總裁反套路 車厘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62415 人獸 吳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439 袋子麵包: 免烤箱、不沾手、不用揉麵團,搖一搖就能做出美味麵包的懶人烘焙法= ポリパン!ポリ袋でつくる、オーブンのいらない世界一かんたんなパン梶晶子著; 賴芯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446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62453 Sweet home 金坎比文字; 黃英璨圖片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62460 10天瘦7公斤,風靡全美的綠果昔排毒法 珍妮佛.史密斯(Jennifer (JJ) Smith)作; 陳思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2491 極簡心理學: 5位心理學大師的成長故事,揭開精神分析的思想亮點月半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521 人生苦短甜長 安思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2538 人生苦短甜長 安思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2552 目光 陶勇, 李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590 以你為名的小時光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2606 以你為名的小時光 東奔西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2644 過得還不錯的謊言 金理律著; 朴雲音繪; 陳姿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668 自帶幸福的體質: 心理諮商師的72場知心對話,養成情緒自處、情感自主的快樂體質青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675 打住就是本事 馮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682 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 新週刊雜誌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699 隱身黑暗的少女= Invisible girl 麗莎.傑威爾(Lisa Jewell)著; 吳宜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712 我的第一本iPad手帳: 從製作到裝飾,用GoodNotes與Procreate打造更適合自己的專屬電子手帳Sharky, 栗子, DT GoodNote作;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804 你好,鸚鵡夫君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859 內心暴雨的乖孩子,以為不用操心的大人: 諮商室裡的16個真實故事,療癒青少年的煩惱與傷痕,重建身心健康與快樂孫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873 複製人妻= The echo wife 莎拉.蓋利(Sarah Gailey)著; 蕭季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880 厭世診療室= Dinosaur therapy 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文; 羅米(K Roméy)圖;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552 字體的技藝: 從字體選擇、文字編排到版面形塑,當代字體排印大師30年的美學實踐= The elements of typographic style羅伯.布林赫斯特(Robert Bringhurst)著; 陳中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576 我是這麼說的= My own words 露絲.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瑪麗.哈爾內特(Mary Hartnett), 溫蒂.Ｗ.威廉斯(Wendy W. Williams)著; 游淑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583 現代佛教之父 楊仁山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1590 佛教的改革者 太虛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04 宗師、人師、經師 歐陽竟無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11 禪宗的傳燈者 虛雲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28 慧劍斬凡塵的勇士 弘一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35 淨土宗的一代祖師 印光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42 傳統佛教的導航 圓瑛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59 當代佛學的泰斗 呂澂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66 漢藏文化一肩挑 法尊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473 台灣佛教的先驅 慈航 洪啟嵩, 黃啟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3019 黃金草原= The meadows of gold 馬蘇第(Masudi)著; 莫宗堅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3026 日本刀劍物語 月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53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苔米青文化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9405 海裡來的沙,山頂吹的風: 行動陶藝美學館 倪婉萍, 葉育男, 黎翠玉, 孫福昇專文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92759 男主角養成法則 陌櫻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865 藥師偵探事件簿: 請保持社交的距離 牛小流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896 空繭 游善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902 假如兇手是月亮 葉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919 殺人是件嚴肅的事 馬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926 我選擇的那一個人 筆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992933 觀劇之魔女 有馬二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022 殺人是件嚴肅的事 馬卡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77 為你寫一首名為閃亮的歌 烏瞳貓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084 午夜前的南瓜馬車 牧童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091 我所不存在的未來 楓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107 午夜前的南瓜馬車 牧童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114 我選擇的那一個人 筆恩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121 為你寫一首名為閃亮的歌 烏瞳貓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138 觀劇之魔女 有馬二著; Demahmw繪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9126 <<西敏信條>>研讀本 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392 不圓的圓 方序中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0740 上上籤 季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757 我的鄰居有陰陽眼: 廣播劇劇本書 季堤, 小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34839 新版兒童正音ㄅㄆㄇ拼音書 風車編輯部編輯 其他 1

9789862235614 歡迎光臨!小貓洗衣店!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21 五隻小魚的探險旅程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38 上車吧!幸福巴士到站了!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45 這是什麼形狀?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52 How's the weather?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69 我的笑臉與哭臉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5676 My day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83 這是我可愛的臉!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90 Come with me!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6031 世界各國童話繪本 Eom Hye Suk, Lee Sang Kyo作;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6048 我的互動學習翻翻書: 有趣的日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236055 我的互動學習翻翻書: 有趣的數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236062 我的互動學習翻翻書: 有趣的英文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236079 ㄅㄆㄇ有聲互動學習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6086 童謠歡唱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6093 FOOD超人趣味收銀機有聲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6109 FOOD超人神奇小汽車有聲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6116 我的幼幼認知有聲學習書. II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6178 FOOD超人新編學生國語辭典 風車編輯群編著 五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車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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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陌上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迦南翻譯出版社



9789862236185 FOOD超人小學生標準國語辭典 風車編輯群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236192 新編兒童益智手工大全: 折紙大全 風車編輯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36208 新編兒童益智手工大全: 黏土大全 風車編輯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36222 FOOD超人ㄅㄆㄇ錄音魔法有聲書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6239 FOOD超人我的兒歌歡唱歌謠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6246 FOOD超人歡唱雙鼓麥克風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6451 小手按按有聲書: 英文歌謠 葉佩娟編輯; 楊惠婷繪 精裝 1

9789862236468 小手按按有聲書: 歡唱兒歌 葉佩娟編輯; 楊惠婷繪 精裝 1

9789862236475 小手按按有聲書: 交通工具 葉佩娟編輯; 楊惠婷繪 精裝 1

9789862236482 小手按按有聲書: 可愛動物 葉佩娟編輯; 楊惠婷繪 精裝 1

9789862236499 小手按按有聲書 葉佩娟編輯; 楊惠婷繪 精裝 全套 1

9789862236925 FOOD超人中英台點讀百科 風車編輯群作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0681 創意包裝這樣來: Good Ideas好設計的奧義 gaatii光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8503 重返訂製的霓裳時代: 裁縫師的衣帽間 純純電影音樂咖啡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9330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9347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9354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9361 四大名捕走龍蛇(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9385 四大名捕骷髏畫(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9682 老舍作品精選. 6, 老張的哲學 老舍著 平裝 1

9789863529699 老舍作品精選. 7, 貓城記 老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705 老舍作品精選. 8, 茶館 老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767 陳墨: 藝術金庸 陳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9774 陳墨: 藝術金庸 陳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9866 三閒集 魯迅著 三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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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9288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9295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89301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589318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589325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589332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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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589493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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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9486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589523 活佛藏獒 楊志軍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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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25055 卡內基洞悉人性弱點的公關之王 林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5062 驚艷一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25086 驚艷一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25079 驚艷一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中冊 1

9786267025109 霧都孤兒 狄更斯著; 王桂林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雅存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9786267025116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7025123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7025130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7025147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7025178 傷心小箭(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25192 傷心小箭(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25185 傷心小箭(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新版 平裝 中冊 1

9786267025208 有效管理你的情緒 陳功全著 平裝 1

9786267025215 卡內基給女人的成功心法 陶樂絲.卡內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5222 明將軍傳奇之外傳 時未寒著 平裝 1

9786267025239 朝天一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25246 朝天一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25253 朝天一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7025260 朝天一棍(武俠經典新版) 溫瑞安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599 瑞比和安弟的樹洞狂想= Fantastic tree cave adventure謝欣芷, 周羿辰文字; 哇哈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55148 終極輪回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5155 終極輪回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5162 終極輪回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6299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7104 不敗武神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7418 武道通神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157654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7685 大周仙吏 榮小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7753 百萬倍攻速 碎月流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157807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157876 蒼青之劍 幽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7883 蒼青之劍 幽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7890 蒼青之劍 幽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8057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8095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8088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8217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8224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8231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8248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8323 黎明之劍 遠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8330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8347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58354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8378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8385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8415 爛柯棋緣 真費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8439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8446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8538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8545 蘭若仙緣 糖醋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8675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158682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8699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8705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8712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8743 江山如夢 自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9184 江山如夢 自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49

風潮音樂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燕文創



9789865158798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8804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8811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8828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8972 少年心理師 風念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9085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9054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9061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9078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159092 不敗武神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159139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159146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159153 星際涅槃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9160 星際涅槃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9177 星際涅槃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9207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9214 都市至尊戰神 驚蟄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9283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159290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159306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159320 國民老公帶回家 葉非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159337 重生之醫手遮天 肥尾蠍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159375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9382 妖怪紀元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159498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159504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159511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159528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159559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159603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59610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9627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9634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9696 你看我會魔法喲 妍小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159702 你看我會魔法喲 妍小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159719 你給的甜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59726 你給的甜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159733 黎明之劍 遠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159740 黎明之劍 遠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159764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10151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159818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159825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159832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159849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159863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9870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9894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159900 神魔書 血紅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159917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159924 寒門修仙傳 豬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159955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159962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159979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3110021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110465 瓊明神女錄 劍氣長存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110045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10052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10069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10083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10090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10106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10113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3110120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3110137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3110144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3110175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10182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10199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10205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10267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0274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0281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0298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0304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6263110311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6263110328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6263110335 終極輪回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10342 終極輪回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0359 終極輪回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0366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6263110373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6263110380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6263110397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3110403 聖武時代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3110427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10434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10441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10458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10519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0496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0502 許你萬丈光芒好 囧囧有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0571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3110588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3110595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6263110601 神醫凰后 蘇小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10663 沉睡的方程式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10748 大荒人仙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10755 大荒人仙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10762 大荒人仙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10779 大荒人仙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10861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3110878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3110885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6263111073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3111080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3111097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6263111103 大俠等一等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6263111110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1127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1134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1141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1158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6263111165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6263111172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6263111189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6263111219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1226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1233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1240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1257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1264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1271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1288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1295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1301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1318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1325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1332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3111349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3111356 萬華仙道 小龍捲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3111363 第一神醫 手握寸關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11370 詭秘之主 愛潛水的烏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11394 穿越變蘿莉(新裝版) 白日幻夢作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11400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1417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1424 神國之上 見異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11431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1448 九陽武神 我吃麵包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11530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1547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1554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1561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1585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1592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1578 仙道方程式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1622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1639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1615 白首妖師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1660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1677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1684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11653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1721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6263111738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6263111745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6263111752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6263111769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6263111776 全職公敵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3111820 絕世神醫 油炸花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6263111851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6263111868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6263111875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6263111882 最強贅婿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6263111905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1912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1929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11899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1936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6263111943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6263111950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6263111967 玄門醫聖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6263111974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1981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11998 太乙 霧外江山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12025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2032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2049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12018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2063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2070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2056 玄星仙帝 姬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209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6263112100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6263112117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6263112124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6263112131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12148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112155 鏡界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112223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12230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12247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12179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2186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2193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2209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2216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12254 終極輪回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2339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6263112346 偷天修羅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6263112407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12414 重裝基兵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112483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12490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112506 棄宇宙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112568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2575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2582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2599 赤心巡天 情何以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2605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12612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12629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12636 賞金獵手 蝦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13169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13176 九星之主 育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542 啟動更新的能力 張茂松著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276 蛋&豆腐 最愛料理140道 程安琪, 陳盈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97283 聽師傅們說淮揚菜的故事 李阿金, 李阿樹, 李阿祿, 李阿興, 李阿進, 林麗娟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36 平底鍋的71款美味: 輕鬆用平底鍋做出各國的美味;法式、美式、英式、泰式-----等。讓您盡情享受幸福好食光!于美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43 名師親授經典蛋糕: 一次學會傳統古味、時尚潮流全部收錄許正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50 細說北方菜: 咀嚼北方飲食文化的轉變 郭木炎, 岳家青作 平裝 1

9789860692167 細說蘇杭菜: 品嚐比美天堂味的鮮美 徐文斌, 岳家青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2174 煮一碗幸福的湯 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1404 土地法規3Point!: 學習重點+關鍵考題+破題教戰 三合一林育智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5704 公共管理精修 龍奕編授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45711 公共管理精修 龍奕編授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6

送存冊數共計：253

飛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首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席經典名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6704 生命本來如此: <>與人生 釋悟因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297 天地大美: 王萬坤影.饗 王萬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3103 半朵花: 生命探索故事101 覺年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3110 月光寺.華光初照 佛光山月光寺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4920 擁抱幸福13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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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4285 TM6「模」力全開 Vorwerk International & Co. KmG.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7999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短獨白,附詳盡解析. 2 Amanda Cho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509 新制多益閱讀題庫: 文法+單字附詳盡解析 Amanda Cho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516 雅思聽力聖經 Amanda Cho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530 雅思口說聖經 Amanda Cho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554 魔鬼訓練: 新托福單字120 Amanda Cho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561 魔鬼特訓: 新托福單字120 Amanda Cho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578 雅思寫作聖經: 大作文 Amanda Cho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585 雅思寫作聖經: 大作文(英式發音) Amanda Cho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592 魔鬼訓練 新托福聽力120 韋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113 國土安全 汪毓瑋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404 <<春秋三傳>>史事纂集暨春秋人物言行錄 鄭立中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783 台仔窪神話 吳國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190 股價X線: 股價技術性分析的極限 許金華著 第拾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179 國際擔保信用狀與銀行保證函 余森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179 國際擔保信用狀與銀行保證函 余森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維克樂智

香光莊嚴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金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森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國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汪毓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72 失序-思緒: 柯適中作品集. 二 柯適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555 龜毛機構設計: 講究與將就= Design secrets for mass production陳正倫著 4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185 最新會計審計法規研析 姚秋旺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965 歲月隨花: 蕭璽詩與歌.畫集 蕭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058 秋瑟.迷芒 蕭木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886 河洛語哲詩文學: 台語經典哲理詩句篇 洪國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043 秋菊饗宴攝影集 郭王寶梅, 郭英雄合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9386 圖解刑法入門 劉振鯤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369393 圖解保險法入門 劉振鯤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379552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二十七版 平裝 1

9789574379569 實用民法概要(圖解民法入門) 劉振鯤著 二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077 萬萬齋文集 廖慶六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305 初級俄語 陳兆麟編著 6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92 何惠珠: 行旅弦音= Debby Ho: my music in Journeys何惠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50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林鈺雄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木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秋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璽

柯適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正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惠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鈺雄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廖慶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兆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振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5944 周宜吉與張瓊鶯邁向金婚專集 周宜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592 金廈漳泉區域協同發展實錄. 2014-2015年 王水彰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73 淬煉、翱翔: 教會: 看見、更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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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4449 叢林學院. 2020 林幸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579 招.術= Welcome: the art of invitation 游本寬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84 國際貿易實務分析與操作=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analysis and operations謝宗興著 第七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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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244 緣起性空思想淺說 陳錦德(松蔚)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281 光耀臺灣 林忠勝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624 韓戰留下的台胞印記 閻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738 急救實務基礎八講 牟永平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39 一輪明月: 見性成佛 釋惟全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本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宗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秀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幸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宜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水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牟永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釋惟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忠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嘉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錦德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763 周興立民歌作品系列: 民歌有韻: 新校園民歌21世紀= A series of Dr. Hsing-Lih Chou’s campus folk songs: Songs of rhyme: Taiwan campus folk songs in the 21st century周興立作詞作曲; 楊清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465 彭鴻欽玉石收藏特展專集 彭鴻欽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098 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道德自我教育法 劉紀盈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3863 三貓俱樂部. 六 咪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600 周福番90語文暨畫集= The collected paintings & writing at ninety year olds of Chou Full-Fun周福番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427 醫院也瘋狂. 11: 新冠病毒COVID-19防疫篇 雷亞(林子堯), 兩元(梁德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978 麗莎車禍100天全紀錄 吳昭華(麗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022 柳川論藝研討會論文集. 2021= Liuchuan Conference on Art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126 夢中嘉園: 鄭炳煌六十創作回顧展作品集 鄭炳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193 製簫與調理 陳順先編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452 越界藝展. 2021 李麗萍策展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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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福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子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紀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雨琦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清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鴻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百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炳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順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寶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168 台灣 漢語俳句短歌. 第四集 吳昭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398 臺灣(Formosa)自治政府(PAJF)參議院成立大會議程: 米西太日帝臺島參院四期曾勁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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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572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本土例證 郭國興著 1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428 悅讀花蓮 廖高仁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958 花言花語: 李增宗88獻禮= The presenton my 88 birthday李增宗ohs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916 達摩祖師論集.真實義 山海慧法師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589 依教奉行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3596 覺路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090 我國海域犯罪與執法防制 伍姿蓉編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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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4272 逐步東行: 留聲記憶 莊昇諺, 劉覲瑢主編 平裝 1

9789574394791 逐東攝影集 趙佑瑜主編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984 誰在那頭聽我說?: 與上帝爸爸的對話練習簿 卓志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高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增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文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國興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勁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卓志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伍姿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崴媽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同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堂宇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506 恐懼先生 潘柏霖作 增訂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046 請不要阻止我彈鋼琴. 2: 發展音樂感的動覺教材= Don't stop me from playing the piano. 2: for musical kinesthesia development徐珮菡, 劉佳傑策劃 平裝 1

9789574394401 整合學習的34個教學筆記 徐珮菡, 劉佳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869 哩賀,保長散散步!: 回味過溪仔的舊時光 曾美珍執行計畫主持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357 魑魅魍魎修理屋,赤字中 決明2.0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940 金錢卦初階懶人包 林蔚青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313 宣教旅程: 台灣教會增長之研究: 小組門訓方法與策略林榮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777 周易大義 魏元珪著 修訂三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745 研究方法,技術報告與專業實務報告寫作技巧 郭德賓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16 新約十二使徒系列信息: 耶穌的生命傳承 戴文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197 與上師同行: <>覺心偈-快樂的工具書 克里虛那(Krishna)講述; 詩麗.詩麗.若威香卡(Sri Sri Ravi Shankar)詮釋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053 青色貓咪愛畫畫= Cyan kitty loves to draw author Alice & Lily Che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0190 職場與法律= Workplace and law 鄭津津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574385973 法律倫理學 鄭津津作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蔚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榮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曾美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決明2.0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柏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佳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Alice and Lily Che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津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文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光淨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志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德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490 白髮客流浪詩稿 羅景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599 心經 藥師經 大悲咒 早晚課 修行本 覺世, 梵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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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0663 長者適性健身運動指導手冊= Elderly fitness exercise instruction manual黃新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550 生之樂趣: 陳麗娟繪畫集= Thepleasures of life: Li-Chuan Chen's album of paintings陳麗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686 心月造境: 卓麗秋(心月)山水青花瓷專輯 卓麗秋(心月)創作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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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738 英文實力躍階全書 李盛光編著 平裝 1

9789574395255 司特三等英文用書 李盛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119 恭賀張達禮教授九秩晉六華誕祝壽文集暨張老師論半世紀來船舶設計建造技術發展面面觀王偉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690 狗狗的悲歡歲月. 四 党象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黃新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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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景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岳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慧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震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允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麗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光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588 粧佛神韻巧藝:台江清滔巖鎮殿祖師雕作 柯錦中創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626 樂遊義大利: 跟著歌劇去旅行 連純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548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測驗對策: 阿美語初級中級中高級綜合模擬試題全集張月瑛Eyko Angay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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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961 原住民阿美族 'Amis 家鄉情 O 'orip iniyaro' 楊進德 Panay 'Amina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257 府城將學. 二, 白龍庵家將精選集 鄭小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682 行政警察人員歷屆試題專輯 鄭家強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343 我所認識的易經. 五, 晉明夷至夬姤十卦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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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2957 懷璞琴譜. 卷二 劉育瑄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15 一位中高年生的旅行散記 劉先昌著 平裝 1

9789574388615 一位中高年生的旅行散記 劉先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960 春秋文集 陳履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3657 山岳詩集 陳履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61809 學校教評會運作與教師法律救濟: 行政法院裁判解析翁國彥著 初版 平裝 1

張貴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文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家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一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進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連純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yko Angay(張月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翁國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先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蓉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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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育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071 八音九歌十番集 劉惠月詩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718 iT-jo.'s Mental Test author iT-jo., Hsun Hui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460 良民證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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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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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4394982 蕅益大師教淨土法門 (明)蕅益智旭大師著述;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5422 佛陀本懷: 蕅益大師之<>註解 (明)蕅益智旭大師著述; 林中華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6535 念佛心要: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歷代集解林中華編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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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6338 問神個案資料庫: 台灣神明的道德勸化 張孁之, 張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338 問神個案資料庫: 台灣神明的道德勸化 張孁之, 張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912 貓會跳舞的小鎮 Agathe Xu圖; 老王編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708 小畫家與大畫家 Audrey Yeh, Judy Wang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714 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注音版) 謝耀德作 其他 2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惠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胡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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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昭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勳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玉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君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耀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明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徐佩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339 滴天髓精注案例解 刘丙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844 特種作戰之關鍵打擊 蘇茂賢著 平裝 上卷 1

9789574392476 特種作戰之關鍵打擊 蘇茂賢著 平裝 下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286 王宣曆詩集. Ⅰ: 當故事等待破題 王宣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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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319 儒雅鴻志一書生: 陳校長雅鴻博士紀念專輯 陳小雀, 陳慶煌, 彭春陽, 莊壽男, 陳雙喜, 劉坤原, 王秀琦, 林正惠, 卓忠宏, 黃任佑, 黃富娟, 郭韋見作; 陳小雀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714 映象2021: 千禧攝影聯誼會會員創作攝影集 周國璽等31位千禧攝影聯誼會顧問及會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314 Soliloque: blueprint for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by James C. Lin 平裝 1

9789574390151 Claritism: remove humanity to rebuild it and repair earthauthor James C. Li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534 阿岳和麗莎的假期= Alexander's and Lisa's holiday杜岳作 平裝 1

9789574393770 大壞狼= The big bad wolf 杜岳作 平裝 1

9789574393862 環境污染=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杜岳作 平裝 1

9789574393954 亞歷山大.帕特里克.杜岳.麥格雷戈的有趣、完美、可預測的未來、未來主義、未來派的故事: 海灘豪華渡假別墅的故事= The Alexander Patrick Du Yue McGregor's funny perfect predictable future futurism futuristic stories: the beach luxury holiday house story杜岳作 平裝 1

9789574394289 亞歷山大.帕特里克.杜岳.麥格雷戈的有趣、完美、可預測的未來、未來主義、未來派的哈利波特故事: 哈利波特特快列車到植物學灣的哈利波特樂園渡假村= The Alexander Patrick Du Yue McGregor's funny perfect predictable future futurism futuristic Harry Potter story: the Harry Potter express train to the Harry Potter Land resort of botany bay杜岳作 平裝 1

9789574394296 亞歷山大.帕特里克.杜岳.麥格雷戈的有趣、完美、可預測的未來、未來主義、未來派的故事: 菲律賓冒險的故事= The Alexander Patrick Du Yue McGregor's funny perfect predictable future futurism futuristic stories: the Filipino adventure story杜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295 路遙書篆書春聯 蕭世瓊作 平裝 1

9789574394678 行書千字文 蘭亭序(合輯) 蕭世瓊作 平裝 1

9789574395699 路遙草書千字文 蕭世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867 台灣玉之父 廖學誠教授紀念文集 溫紹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江炫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茂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家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杜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小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孟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宣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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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林瑪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温紹炳



9789574392278 金甲玫瑰. 3, 黑色石板= Rose armor 鐵柱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94814 金甲玫瑰. 1, 來自大武山= Rose armor 鐵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007 天使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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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2803 葉老師十堂課教你學會剪髮 葉釗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46 AI機器人簡單做 許永昌, 李國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551 21世紀柴電潛艦戰術與科技新知. II 王志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516 您將蒙福!泰伯爾和另外48個故事= Be blessed! Taipal and 48 more storiesF.Sabo L. Ulechong作 平裝 2

9789574391516 您將蒙福!泰伯爾和另外48個故事= Be blessed! Taipal and 48 more storiesF.Sabo L. Ulechong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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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879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法藏釋義; 清淨明晦品(摘錄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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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633 識與阿賴耶識之難處根本頌(中藏對照) 宗喀巴大師作; 法喜法師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359 風雲金門.鄉訊人物 陳永富作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66 我是誰 邱貴榮, 蔡旻秀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138 太極拳勁氣解析 王世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79767 臺灣語音字典(註釋皆有羅馬字注音) 許榮祥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釗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國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戴鴻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永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旻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劉昆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映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志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F.Sabo L. Ulecho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世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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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574391875 愛天母戀美西= Love Tianmu like 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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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1905 設施管理手册. 第三册, 設施應變準備暨安全防災策略=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handbook林世俊, 蔡龍貴, 林佳燕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842 隔離 悍兔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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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015 The singing technology author Huang, Yu-Chi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435 黑暗的世界: 猴硐礦工回憶錄= Way back to memoirs of Houtong coal miners周朝南, 李依倪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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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695 職場經濟學: 東海經濟65周年紀念 劉宗聖, 王翊全, 劉佩雯, 吳孟庭, 朱震文, 張明珠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182 西洋棋好好玩 練習冊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90199 西洋棋好好玩 練習冊 薛如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90205 西洋棋好好玩 練習冊 薛如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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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4112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C=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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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悍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子珊

稻埕聖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林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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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翊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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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宗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朝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凱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志榮



9789574384549 泰雅風情: 陳志榮自然攝影集 陳志榮著作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191 逆流: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高教深耕課程「宗教與在地:新城神社舊址古蹟之活化呈現與實踐」小組作品集= Upstream徐悅玲, 曾子穎, 曾櫳震著; 徐悅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761 和孩子一起插花吧!: 美好日常的自然採集＆親子共學花草設計= Flowers arrangement for kids陳淑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754 財務計量2.0: 自由使用自由軟體gretl 楊奕農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877 行者 吳先健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4969 在無限的星空下: The Universe系列短篇小說集湯皓茹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355 蜂蜜子 費子軒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171 雜典 葉登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324 何氏瞬效特殊耳穴療法 何武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084 我今虔誠朝拜 翟金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3169 依靠信德天天得勝. 第四冊 翟金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3176 依靠信德天天得勝一至四冊編輯手札 翟金誠原作; 梁克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3183 基督徒的失眠手冊 翟金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522 大總統= The president 吳方摯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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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5645 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 英語教與學的革新= The six-colored structure analysis of english sentences: revolu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張瑞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7588 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 英語教與學的革新= The six-colored structure analysis of english sentences: revolu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張瑞釗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奕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先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櫳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淑娟(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翟金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吳方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葉登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武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湯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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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瑞釗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751 美雅細緻 光彩富麗: 鄭晟繪畫作品專輯 林鄭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509 邂逅於美麗 胡鼎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5942 用按的治百病: 百案傳承 林振山(威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048 虛實整合與互動科技應用開發 莊昌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123 浮游 蔣雅文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529 判斷早期腎功能異常新指標之研究 林元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602 Shoestring: a slingshot to Mars by A.B. Chang-Sinai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872 Letters from Heavenly Father (enlarged print) author Hanna Sara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864 劉培相四體部首書寫範本 劉培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871 劉培相三體心經書寫範本 劉培相著作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888 劉培相詩詞譜曲 劉培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895 中華文字書 劉培相撰書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901 劉培相古典詩集 劉培相著作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918 劉培相平仄詩韻作品詩集 劉培相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925 劉培相居家應用聯書寫範本 劉培相著作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6932 劉培相書撰古典詩韻詩四體書寫範本 劉培相著作編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701 The writings of a dreaming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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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923 太極拳心法 林靜雄編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昌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蔣雅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鼎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振山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鄭晟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李欣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若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anna Sara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培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元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lain Brian Chang-Sinai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069 職業工會運作之見解與論述集 胡和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151 讀通<> 程定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229 通路商對獨立藥局行銷策略與加盟之研究= A study of the marketing strategy and franchise of independent pharmacics by distributors黃文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236 Lovehand: primal body magic written by Gyan Ami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328 生趣个客家漫畫 劉芳郁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823 袋鼠不轉彎= Go bravely 李亞臻文.圖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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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035 平面桁架感應線應力分析及繪製= Analysis and drawing of influence line stress of plane truss曾炳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318 Лучше и больше= 更多更好: 現代俄文詩集Антон Лу(呂元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424 邱榮茂采藝油畫創作集= Qiu Rong Mao's oil painting exhibition邱榮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943 文化棲地: 在心中建立一座美術館= Create an art museum in mind謝思盈, 姚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981 軌道交通前沿 林忠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芳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亞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文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Gyan Ami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和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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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思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忠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元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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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炳榮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148 滄桑回顧錄 周紹賢, 周復漢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186 後天派陰陽宅必應 吳友聰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476 笪歆魂. 第一部, 無靈界 糖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483 笪歆魂. 第二部, 返鄉 糖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490 笪歆魂. 第三部, 逐神 糖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89506 笪歆魂. 第四部, 真我 糖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766 誓鴻印集 洪誓鴻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803 風的日記: AmelieHsieh謝耘耘插畫作品集 謝耘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821 雲城飛鴻 趙秀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45 光复民国之天地根基: 兼述香港反共之道 何常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07 台灣痛慟: 校長的時論 鄭文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090 吳偉烈回憶錄. 一, 墨海遊龍: 吳偉烈硯田一世耕吳偉烈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106 吳偉烈回憶錄. 二, 詩: 吳偉烈詩聯選輯 吳偉烈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113 吳偉烈回憶錄. 三, 書: 吳偉烈書法選輯 吳偉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120 吳偉烈回憶錄. 四, 畫: 吳偉烈畫作選輯 吳偉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0137 吳偉烈回憶錄. 五, 印: 吳偉烈治印選輯 吳偉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168 大海去哪兒? 湯瑞雯Rabe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175 貓島x狐狸村x日本打工度假寫真書 黃楷傑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耘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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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翼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洪誓鴻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振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友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楷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偉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湯瑞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文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756 受: 陳欣琪藝術創作暨作品解析= Receive 陳欣琪作 精裝 1

9789574394050 陳欣琪藝術創作聯展合集 陳欣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397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招考與學習成效分析暨課程精進建議: 以「中藥炮製及藥材學」課程為例陳乃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403 建築構造施工 張先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472 就是愛現: 姚芳現代水墨創作專輯= Love to show off: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s of Yao Fang姚淑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892 老子逐字逐句釋義之參考書 游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90908 孫子兵法逐字逐句釋義之參考書 游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748 Shana加食療法: 越吃越瘦! 蔡維珊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219 深林森靈= Môo-sîn-á 柯情, 林品妤作; 林品妤繪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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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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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1097 我所遇見的你= Coeur crystalline 承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103 寫給蕭若元的香港家書: 2021集體回憶= Letter to Hong Kong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欣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維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品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淑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乃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俊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承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若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管中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乃華



9789574391295 鳥面: Doppelganger 陳俊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363 自然醫學與綠色醫療產業發展= Natural medicine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medical industry陳良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400 憐憫: 蠻蠻2007年電影長篇劇本創作. I 蠻蠻著 平裝 1

9789574391479 手: 蠻蠻2008年電影長篇劇本創作. II 蠻蠻著 平裝 1

9789574391554 林葉莊: 蠻蠻2009年電影長篇劇本創作. III 蠻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462 光陰的故事: 我的前半生 朱子明作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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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1608 自然而然 草系.花設計= Flower arrangment 謝垂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653 莊博士魔髮書: Q&A秘笈 莊麗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660 帶著菜刀去流浪 江冠明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707 論警察補充性原則 蔡佩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745 喔咿喔咿喔 謝金興, 黃立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813 萬物與空無= De Tout et de Rien Ekki Neyvno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882 驀然回首,望盡來時路 焦中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良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育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冠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垂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羽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朱子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庭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媜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焦中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蔡佩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金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974 小提琴教本. 1, 提琴貓與唱歌鳥= Violin book. 1, fiddle cat & chirping bird苗庭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407 呆爸的家書. 1, 那一聲,拔~~~(彩色印刷版) 王晃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056 岳宗自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Herald Pei 岳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049 唐醫師的五色養生 唐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209 九天玄女嫡傳五術正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193 開心的酵 連美娟, 吳念庭, 何先珍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223 老詩,我有問題! 陳鴻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230 你妳 可以擁有健康、財富與幸福 李泰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2247 人類未來新文明 靈性覺醒地球一家 李泰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155 虎尾創生: 生活首都: 哇!不是蓋的,文創建設秀虎尾林文彬著 其他 1

9789574393992 林文彬時論: 從虎尾看世界 林文彬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53 爵士試聽間= In a sentimental room 周靖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77 小提琴手工製作技法= The techniques of handmade violin龍暐, 黃聖彥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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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晃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鴻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泰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欲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連美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裴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釋洞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文彬(雲林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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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2469 走著走著就到了=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貝殼腳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520 大量客製化設計研究與實務 陳明熙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568 每年回來的抹香鯨 夏尊湯文; 吳品嫻Penny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05 小豬皮克掉進急流中?從哭泣中長出內在力量 安.威斯考特(Anne Westcott), 胡嘉琪(Alicia Hu)作; 郭晉榜(Ching-Pang Kuo)繪; 胡嘉琪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43 不經意的造訪 周明仕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36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 陳淳文, 吳庚著 增訂七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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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2681 當下印象: 62-72十年旅遊攝影= Moment-impression: 62-72 ten years of travel photography葉藤庚攝影.文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98 一秩夢地= A decade of dreams 羅祤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59 回憶樹降下來的雪 南宮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42 警察社群媒體經營與實作專題 邢台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沈宗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彭靖(桃園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淳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銘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嘉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明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夏尊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幸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宮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邢台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藤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祤絹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80 古今繪話: 林幸男八十彩墨創作專輯. 二 林幸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797 抑鬱症: 一個正常人,邁向抑鬱症的過程 易文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810 藝與憶: 賴淑梅油畫集: 紀念夫婿陳瑞文 賴淑梅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827 電影剪輯創作報告: 數到十讓我變成沈曉旭= Creative editing report of film "an angel at my table"滕兆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896 相不象: 四季協奏曲= Perception: concerto of seasons陳加峯作 平裝 1

9789574392902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Nowhere to come from and nowhere to go陳加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889 柬單紀錄= When in Cambodia 車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114 掌牛達愛寫文藝 黃永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3565 掌牛達講台灣客家 黃永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107 運用數位科技融入課程之創新教學=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for designing innovative instruction王寶惜作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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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268 應用雲端服務於客服管理平台實踐前瞻計畫數位建設周棟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459 金谷園詩意人生 金谷園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671 柚見童玩: 拍干樂 劉惠蓉文; 陳永正圖; 常修樂插畫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文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永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寶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加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車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俞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滕兆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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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谷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永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魏文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棟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688 林氏家譜 林詞成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732 愛咪阿嬤的ABC= Granny Amy's ABC 陳寶桂文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749 引光築影: 林靖祐照明設計作品. 2014-2021= Illuminating the beauty of shadow林靖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817 觸事而真: 吳恭瑞作品集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824 李水仙大悲心願百佛畫冊 林李水仙著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848 愛珍小品 孫愛珍(蓮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855 崎頂隧道神祕事件 林慧玲作; 林明華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947 素養導向營建材料領域教學與產業人才培育 許鎧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074 半熟的餅 陳儀裕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111 嬰兒塗鴉: 培養聰明大腦的方法= Toddler scribbles林慧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227 紀律或寬容: 約翰加爾文的教會觀 江孟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203 風雨之聲: 夜聞風雨之聲,難安蓆枕。 戴煜(興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林詞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寶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慧玲(苗栗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鎧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李水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孫愛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靖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恭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儒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孟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儀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慧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241 德甫揪論: <<群書治要>>與<<易經>>之相遇 洪儒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371 特色化與情境化的圖書館空間計畫與設計 賴明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456 今夜,酒店是我的歸宿 鍾東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531 Exercises練習 奇亞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500 關於一切不確定的因子: 於顯匿之間 黃怡雯著 平裝 1

9789574395248 關於一切不確定的因子: 黃怡雯作品選輯 黃怡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746 一起去散步 李琬婷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739 看見彩色的音符: 天馬行空畫音樂 洪孟筠作; 吳金薇繪; 王韻雅作曲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951 和牛一起長大 鄭大昕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920 旅程 王永輝, 賴瑛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944 品格教育大繪本: 為特殊教育學童設計的繪本= Picture book design for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陳黎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187 與夢的你 雪翼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347 世界采窗: 王仲榮個人攝影展攝影作品專輯 王仲榮, 黃子綺總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明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孟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大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怡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琬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耿榮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佳穎(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蘇清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仲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永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黎枚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330 十個神奇的聖經故事 蘇建政, 康潔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293 頭範ê大官 謝美燕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507 劇變之後: 月妹未了情: 一件隨機殺人案被害家屬復原歷程的敘說張介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576 易經錯了幾千年: 世界唯一。易經宇宙觀卦論。31火天大有卦林永昌著 平裝 1

9789574396108 易經錯了幾千年: 世界唯一。易經宇宙觀論卦。41雷天大壯卦林永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583 迢遞山河美: 楊雪嬰水彩作品專輯= Yang Syue Ying watercolor collection楊雪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545 心智圖解TOEIC核心詞彙 徐千賀(Jennifer Hsu)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668 靈數的魔力 吳太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353 樹德金字招牌 修平點亮未來: 校友專刊. 第二輯陳美菁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346 百年吟詠 如詩如歌: 導讀手冊(中日對照)= 百年を詠い.詩の如し歌の如し江美玲編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5866 衝破封印的心靈魔物: 奧姆真理教事件未解之謎NHK特別節目採訪組作; 劉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5873 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 固力果.森永事件未解之謎NHK特別節目採訪組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5880 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 固力果.森永事件未解之謎NHK特別節目採訪組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65897 衝破封印的心靈魔物: 奧姆真理教事件未解之謎NHK特別節目採訪組作; 劉冠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80201 源來如此: 形塑韓國文化DNA的經典傳說(中韓對照)= 한국민속이야기 원산지李正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545 燕子航空= Swallow Air Lines MOTOYASU KEIJI作.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49552 蠟燭書 慶惠媛作.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美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太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雪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千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介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剛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修平科大博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凌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1699 遇見,在生命轉折處: 從出生到臨終的護理相伴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團隊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909 延緩失能安全照護全書 郭外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3930 打造50歲後的蔬療養生力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高齡整合照護科及營養師醫療團隊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947 超前攔截.癌症止步: 終結消化道早期癌 王威迪, 李宗頴, 林宛姿, 卓庭毅, 胡炳任, 許斯淵, 黃世斌, 黃唯誠, 黃洸偉, 葉人豪, 葉秉威, 鄭以勤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954 甲狀腺結節診治照護完全解析Q&A！鄭凱倫醫師甲狀腺結節健康大解密鄭凱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954 甲狀腺結節診治照護完全解析Q&A！鄭凱倫醫師甲狀腺結節健康大解密鄭凱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978 當忍則忍,當狠則狠,人生不該撐著過 林峰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985 跨國界白袍紀事: 半世紀臺大國際醫療史 吳明賢總策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992 這些藥不能一起吃！ 花蓮慈濟醫院藥劑部團隊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0668100 竹內失智症照護指南: 掌握水分、飲食、排泄、運動,半數以上失智症狀改善竹內孝仁著; 雷若莉, 賴彥妤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0668117 甲狀腺結節檢查.診斷.治療Q&A 鄭凱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8131 世紀大瘟疫後的變與不變: 西班牙流感的歷史借鏡蘿拉.史賓尼(Laura Spinney)著; 陳芳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2219 營養.免疫.長壽= Nutrition.immunity.longevity 陳昭妃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6269517558 ICU重症醫療現場. 2: 用生命拚的生命 陳志金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0149 無罪之聲 吐崽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10956 小兒子. 1: 阿甯咕大戰想像蟲 LONLON, 漢寶包, 夢田文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0963 棄形記. 1 薪鹽, 袁建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0987 無罪之聲 吐崽子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0645903 怪物社會 爛貨習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5910 打倒勇者 楊政諭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45989 地獄遊行 布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75405 一起搭捷運,好嗎? SALLY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75429 墨世曙光: 十個太陽回來了 劉育樹, 方月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75443 狗臉的歲月: 記1629梯= Military memoir of class 1629: my life as a dog李鴻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290 玩單簧管: 單簧管初級教本 宋威德編著 再版 其他 第1冊 2

9786269522705 長笛好好玩: 長笛初級練習曲 林仁斌, 陳惠湄, 翁倩芳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6269522705 長笛好好玩: 長笛初級練習曲 林仁斌, 陳惠湄, 翁倩芳編著 再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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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84200 E21: logical of image 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原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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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72854 日本設計大師研究室 SendPoint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861 羅浮宮給世界的藝術課 程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878 主廚的料理法則= 101 things I learned in culinary school路易斯.埃瓜拉斯(Louis Eguaras)作;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885 好城市的空間法則= 101 things I learned in urban design school維卡斯.梅塔(Vikas Mehta)作;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892 藝術家帶你玩上癮的畫畫課 瑪莉安.杜莎(Marion Deuchars)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922 廣告人的行銷法則 崔西.阿靈頓(Tracy Arrington)作;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 江元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939 當代設計進化史(精彩視覺版) 拉克希米.巴斯卡藍(Lakshmi Bhaskaran)著; 羅雅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946 當代名導的電影大師課= Moviemakers' master class: private lessons from the world's foremost directors勞倫.帝拉德(Laurent Tirar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960 手繪世界建築漫遊史: 建築大師梁思成弟子,100座世界建築故事一次講透!張克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977 手繪中國建築漫遊史: 建築大師梁思成弟子,300個中式建築故事一次講透!張克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991 日本文化の圖解小百科 山本素子著; 小川花梨繪; 李佳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8608 走進自然,愛上北歐建築 謝宗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8639 好產品的設計法則= 101 Things i learned in product design school張誠(Sung Jang), 馬汀.泰勒(Martin Thaler)作;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8660 風格師給你-居家空間布置85法則 王雅文Wing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426 即興= IMPRO: improvisation and the theatre 凱斯.強史東(Keith Johnstone)著; 饒昊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夏恩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0

原點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9789 English roots. 2 written by Toby Shaw 1st ed. 平裝 1

9789869899796 Student's book. step 6 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1201 Super skills book. step 6 writer Tom Woodhouse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51218 Workbook. step 6 writer Mark Rogers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715 Sentence master. Book 3, Verbs written by Matthew Lee Richey 平裝 1

9789860628722 Sentence master. Book 3, Verbs (i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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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5404 成為21世紀的專業父母 劉艾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5411 成為21世紀的專業父母 劉艾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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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8513 南風印社. 第四輯 蔡孟宸主編 平裝 1

9789869818520 蔡明讚著作集. 書史卷, 古代書法述要 蔡明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537 蔡明讚著作集. 書論卷, 台灣書風論集 蔡明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544 蔡明讚著作集. 書壇卷, 台灣書壇聞見 蔡明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551 蔡明讚著作集. 書家卷, 台灣書家述評 蔡明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568 蔡明讚著作集. 文房卷, 文房雅趣賞翫 蔡明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18575 蔡明讚著作集. 吟詠卷, 律詩絕句千首 蔡明讚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2709 李飛鵬醫師詩圖集: 悲傷的建築 李飛鵬作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765 水草造景的生物美學= Aquarium fish & water plants layoutAqua Net編著; Aqua Net, Pisces, 周旭明攝影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442 我國國民中學社會科課程發展之回顧與前瞻 陳玉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480 戲說雜技: 臺灣特技團的身體圖像 郭憲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503 戲說雜技: 臺灣特技團的身體圖像(彩色版) 郭憲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558 海歸學生圓學夢: 跨國銜轉學習服務資源手冊吳樹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879 素養導向數學臆測教學模式之理論與實務 林碧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909 70s銀領人生的現場: 橫觀董蓉生音樂照顧指導士的活躍老化郭金芳, 郭憲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916 窮兒求學記 一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7796 Style syllabus單字句型手冊: 適用2021~2023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408 JET syllabus單字句型手冊: 適用2021~2023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415 兒童英檢練習手冊. 第一級=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1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家百濃教育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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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娜伊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宸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展元文創



9789860603422 兒童英檢練習手冊. 第二級=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2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439 兒童英檢練習手冊. 第三級=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3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446 兒童英檢練習手冊. 第四級=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4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453 兒童英檢練習手冊. 第五級=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5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460 兒童英檢練習手冊. 第六級=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6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3477 GEPT全民英檢初級聽力一本通 杜哲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03484 Reading workbook. 2= 兒童閱讀練習本. 2 師德出版部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0611045 圖像式文法練習本 彭若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052 迷你閱讀練習本. 1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五刷 其他 1

9789860611069 迷你閱讀練習本. 2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0611076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1 龔玲慧作 初版七刷 其他 1

9789860611083 Gail's Tail author Archir Yang, Ian Yang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090 韻文發音練習本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003 Super KK音標. 1 郭文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010 Super KK音標. 2 郭文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027 Start to talk. 1 Jeremy Walen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034 Start to talk. 2 師德出版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041 Reading workbook. 6= 兒童閱讀練習本. 6 師德出版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058 Reading workbook. 5= 兒童閱讀練習本. 5 師德出版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065 閱讀高分秘笈. 1 師德出版部編 初版十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072 兒童文法測驗本. 1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七刷 平裝 1

9789865599089 Reading workbook. 3= 兒童閱讀練習本. 3 師德出版部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089 Reading workbook. 3= 兒童閱讀練習本. 3 師德出版部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119 兒童聽力測驗本. 1 = Vocabulary workbook. 1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四刷 其他 1

9789865599126 Reading workbook. 1= 兒童閱讀練習本. 1 師德出版部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133 Reading workbook. 4= 兒童閱讀練習本. 4 師德出版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140 兒童單字測驗本. 1 = Vocabulary workbook. 1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157 Sight words to reading. 1 written by Archie Yang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164 Sight words to reading. 2 written by Archie Yang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171 圖像式發音拼讀練習本. 1 白珮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188 JET Practice tests. level A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865599195 圖像KK音標快學: KK音標練習本(第二版) 白珮玉作 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5599225 聽力高分秘笈. 1 = Listening fun Mark Riley作 初版十三刷 其他 1

9789865599232 First writing workbook. 1 Tanya Dalgleish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249 First writing workbook. 2 Tanya Dalgleis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256 看圖寫作練習本(第二版)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294 兒童聽力測驗本. 2 = Vocabulary workbook. 2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四刷 其他 1

9789865599300 兒童單字測驗本. 3 = Vocabulary workbook. 3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331 閱讀高分秘笈. 2 = Reading fun 師德編輯部編 初版九刷 平裝 1

9789865599355 JET Practice tests .level C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599362 閱讀高分秘笈. 5 = Reading fun 師德編輯部編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5599379 閱讀高分秘笈. 4 = Reading fun 師德出版部編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865599386 兒童文法測驗本. 6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393 JET Practice tests. level B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5599430 兒童聽力測驗本. 3 = Vocabulary workbook. 3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五刷 其他 1

9789865599447 兒童單字測驗本. 4 = Vocabulary workbook. 4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454 兒童單字測驗本. 6 = Vocabulary workbook. 6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461 幼兒聽力練習. 1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四刷 其他 1

9789865599478 聽力高分秘笈. 2 = Listening fun Mark Riley作 初版十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492 兒童單字測驗本. 5 = Vocabulary workbook. 5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508 聽力高分秘笈. 4 = Listening fun Mark Riley作 初版九刷 平裝 1

9789865599515 聽力高分秘笈. 3 = Listening fun Mark Riley作 初版十刷 平裝 1

9789865599522 兒童聽力測驗本. 6 = Vocabulary workbook. 6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599539 兒童聽力測驗本. 5 = Vocabulary workbook. 5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5599546 兒童聽力測驗本. 4 = Vocabulary workbook. 4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四刷 其他 1

9789865599553 幼兒聽力練習. 2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599553 幼兒聽力練習. 2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599560 聽力高分秘笈. 6 = Listening fun Larkin Phillip Geoffrey作 初版六刷 其他 1

9789865599577 聽力高分秘笈. 5 = Listening fun Jeremy Hannah作 初版七刷 其他 1

9789865599584 兒童文法測驗本. 2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5599591 兒童文法測驗本. 3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五刷 平裝 1



9789865599607 兒童文法測驗本. 4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5599614 兒童文法測驗本. 5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865599621 閱讀高分秘笈. 6 = Reading fun 師德編輯部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645 國中英語閱讀學片語: 國中必備300片語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690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A冊 1

9789865599706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B冊 1

9789865599706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B冊 1

9789865599652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599652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599669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599669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599676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599683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599683 Fun House authors Amy Lin, Isabella Yuan, Doris Chang, Katniss Hsiao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599713 全民英檢中高級全真題庫(2021新制) 孟慶蓉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99720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一本通 蘇秦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99768 全民英檢滿分寶典: 初級閱讀測驗. 2021新題型陳明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775 JUST write Hamilton House Publishers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99782 JUST write Hamilton House Publish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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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4726 蚵仔煎的秘密 黃建芳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4654 塔納托斯的夢境 薛西斯(Xerses)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613 少年維特的煩惱=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約翰.沃夫岡.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原著; 梁羽晨編著; Tiya Wu插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9620 小氣財神= A Christmas Carol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原著; 阮聞雪編著; 小坦克熊插畫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525 搶飯吃的外星人 張冬梅文; 梅羽圖 精裝 1

9789869912532 搗蛋的「噴嚏」精靈 張冬梅文; 梅羽圖 精裝 1

9789869912549 用電動積木玩出60種有趣的動力組合 小悅讀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6931 Steamy buns Misaki Kawai[作] 其他 2

9789869726948 ISBN 978-986-97269-4-8 Son Ni[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0900 培育世界等待的人才= Educating for eternity 喬治.奈特著; 方錦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2253 與佛對話. 如來篇 慧深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260 淡海散記 陳文六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83

徐木笛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悅讀名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挪石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悅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樂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85402 南渡北歸: 南渡. 第一部 岳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85419 南渡北歸: 北歸. 第二部 岳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85426 南渡北歸: 離別. 第三部 岳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85433 南渡北歸 岳南作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85464 大明長歌. 卷四, 小重山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5471 大明長歌. 卷五, 大明歌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5488 大明長歌. 卷六, 大明歌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5501 生為自己,我很開心 凱特王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525 面對乳癌,你不孤單: 抗癌鬥士米娜的11堂課 米娜(潘怡伶)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556 唐朝的想像力 蒲實, 丘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5587 京都歷史迷走 胡川安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600 那些做自己的女人,和她們的餐桌: 走進6個女主人的家蔡佳妤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723 讓腸胃動起來 郭大維, 王瑞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5785 與世界一流接軌!經理人必讀的經典. 管理篇 齊立文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808 曹老師說歷史 曹若梅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822 我不要完美,只要完整: 成為自己的25堂課 丁寧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846 故事力: 打造動人表達力的15堂課 余懷瑾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860 人生好難!?: 16個自我省察的社會學觀點 薄懷武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884 「懂事」總經理的12個關於工作.生活.人生的思考謝馨慧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884 「懂事」總經理的12個關於工作.生活.人生的思考謝馨慧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5907 棋如人生: 對弈人生必備的八項能力 周俊勳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6003 貓劍客. 江戶篇, 十二命花魁 葉羽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6263 流浪巢間帶 徐禎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287 克魯曼戰殭屍經濟: 洞悉殭屍經濟的本質,揪出政經失能的本源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454 PAINT: 面試完美父母 李喜榮(이희영)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492 典範與激勵: 趙守博八十感恩親師尊長錄 趙守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6720 上不了的諾亞方舟 騷夏作; 賀武瓊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6737 禮物 朱嘉漢作; 李英立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6768 細軟 馬翊航作; 李英立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6775 傍晚五點十五分 夏夏作; 孫德萍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6829 誰說輪胎不能是方形? 愛德華.狄波諾(Edward de Bono)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386874 在家 何亭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935 貓劍客. 江戶篇, 十二命花魁 葉羽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942 宋代讀書人與他們的鬼 蔡宗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959 後巴菲特時代科技股女股神: 凱薩琳.伍德的「破壞性創新」投資致富策略陳偉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966 你說的不應該,是我用盡全力的想望 達達令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6973 在家 何亭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980 給覺得丟臉而討厭自己的你 斯提凡.倪德威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997 折疊者思維: 做個好軍師,將領導者天馬行空的發想落實,成為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設楽悠介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7000 打造創業型政府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017 麻煩主管,請不要再找我碴!: 說服、超前、力推、換位、跳脫,用五招「出色溝通」管理你的頂頭上司莊舒涵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7123 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 王天寛作; 李英立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7130 我與貍奴不出門 黃麗群作; 孫德萍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7154 孤獨課 亞然作; 李英立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7178 失戀傳奇 羅浥薇薇作; 賀武瓊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7222 兩個女人一起住: 非關愛情的同居時代 金荷娜(김하나), 黃善宇(황선우)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253 雪潤群芳: 周雪雯傳藝錄 周雪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284 恍惚書 鄧小樺作; 賀武瓊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7321 獨角獸回來了 艾倫.布雷比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352 中國數谷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369 勇者系列. II, 屠龍勇者與龍族 黃色書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383 比爾.布萊森的大不列顛碎碎唸: 原來,英國跟你想的不一樣!比爾.布萊森著; 李奧森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1387451 男人囧事: 這事,那事,都是我朋友的事兒 王蓉, 王偉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468 既然哭也改變不了任何事,不如就更堅強的活著: 10道憂鬱傷痕,陪你一起放下痛苦,救回自己劉力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499 甜蜜編年 王俊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505 科學大師們的失誤 楊建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598 文案的基本修煉 東東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604 觸碰美洲豹: 直面危機,化恐懼為積極行動的動力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611 經濟殺手的告白 約翰.柏金斯著; 黃亦如譯 二版 其他 1

時報文化



9789571387666 裡面的裡面 朱嘉漢作; 鄭師誠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7857 馴羊記 徐振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888 隱形牢籠: 監控世代下,誰有隱私、誰又有不受控的自由?彼德.布隆(Peter Bloom)著; 王曉伯, 鍾玉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901 我的姑姑三毛 陳天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918 到老師府辦桌: 台北老家族的陳家菜 陳玠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925 彈性習慣 史蒂芬.蓋斯著; 江威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932 如果上帝有玩Tinder 王天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963 文藝少女的矽谷進擊 王文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970 馴羊記 徐振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007 失去心跳的勇氣 黃健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021 白鯨記 赫曼.梅爾維爾著; 馬永波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038 一翻就懂,99%的人都能使用的英文自學寶典 Nicole蔡馨慧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8045 讓我參一咖: 感受被愛,尋求認同,建立歸屬感的心靈探尋(療癒升級版)艾蜜莉.懷特著; 沈維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052 我要當快樂的媽媽,也想成為有價值的自己: 讓失去自信與夢想的妳,重新找回自我肯定感松村亞里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069 隱形牢籠: 監控世代下,誰有隱私、誰又有不受控的自由?彼德.布隆(Peter Bloom)著; 王曉伯, 鍾玉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076 誰偷走了農地?: 影響每一個人的台灣農業與農地公平正義彭作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8151 太宰治請留步 黃文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212 全部皆可拋 中野善壽著; 黃菁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267 光天化日搶錢: 稅賦如何形塑過去與改變未來?多米尼克.弗斯比(Dominic Frisby)著; 王曉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410 如果上帝有玩Tinder 王天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434 花豹與白兔 蔡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557 破天荒不死鳥: 平價時尚眼鏡OWNDAYS永不放棄的再生傳奇= 破天荒フェニックス オンデーズ再生物語田中修治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8595 修身與我,有時還有小牛 梁正群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88670 你的一切 艾瑪.達德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687 當你出生的時候 艾瑪.達德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694 川普和川普主義: 分裂的美國 關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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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1388762 洞察鬼滅之刃暗藏的心理現象 林萃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786 瀟灑走一回,自在人生: 傳奇蔡合城 蔡合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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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iko Kimura)著; 楊裴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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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鈺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854 移民臺灣!你不可不知的事: 一本精通申辦移民的法令須知與實務徐健麟, 蔡政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8915 活出率真: 本來的你,就很好 福森伸著; Crystal Tsai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939 你怎麼可能交不到女朋友 Mr.P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004 一人份的熱鬧 尹維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011 豬豬去觀光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著; 黃筱茵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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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吳書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042 台灣人意象: 凝視與再現,香港與大陸影視中的台灣人倪炎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059 台灣人意象: 凝視與再現,香港與大陸影視中的台灣人倪炎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097 鏡夢與浮花: 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 鍾正道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389103 棒球人生賽5th 蠢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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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1389196 成為書寫的人: 普魯斯特與文學時間 楊凱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202 關於一九八四 D.J.泰勒(D. J. Taylor)著; 徐立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226 聊天紀錄 莎莉.魯尼(Sally Rooney)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295 在殘酷的世界中挖掘生命的美好: 一行禪師弟子教你利用正念,找到耐挫與靜心的力量提姆.戴斯蒙(Tim Desmond)著; 盧思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301 生活中,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 謝雪文(雪兒CHER)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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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穿偽善與謊言羅賓.德瑞克, 卡麥隆.史陶斯作; 陳繪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332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許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431 喜劇攻略: 卡米地的脫口秀心法 張碩修(Social)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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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김지은)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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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추적단 불꽃)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479 駭客ing: 網路犯罪世界的第一手紀實 凱特.法茲尼著; 王惟芬譯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9486 我的努力,只為自己的海闊天空 石雷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516 駭客ing: 網路犯罪世界的第一手紀實 凱特.法茲尼著; 王惟芬譯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9530 愛滋味 詹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578 當呼吸化為空氣 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著; 唐勤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138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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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138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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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138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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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阿拉納(Marie Arana)著; 楊芩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752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羅煒茜(Paris L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783 一輩子很長,要活出自己的姿態 吳靜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790 透光練習 黃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806 愛上不完美的自己 女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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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875 放鬆、舒壓,365天的休養書: 給身心疲憊的你一劑暖暖療癒術小池弘人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882 千年拉丁美洲: 白銀、刀劍、石頭的殖民苦難,史上最大文明衝突與種族文化大滅絕瑪利.阿拉納(Marie Arana)著; 楊芩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899 秋天的約定 林文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912 秋天的約定 林文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936 戰疫浮生錄: 新冠病毒威震八方的省思 莊錦豪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9943 好命整理 廖文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89950 民主的價碼: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茱莉亞.卡熱(Julia Cage)著; 潘信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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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陳玉娥譯 三版 其他 1

9789571389981 民主的價碼: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茱莉亞.卡熱(Julia Cage)著; 潘信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055 改變成真: 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心理,從心擁抱改變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116 夏物語= 夏物語 川上未映子著; 陳嫺若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161 冷便當聖經 林育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178 末日儲藏室 白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185 怪獸大阪 李清志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192 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 陳國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222 末日儲藏室 白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246 劉炯朗開講: 3分鐘理解自然科學 劉炯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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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13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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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1390307 赴死之人的祈禱 中山七里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376 熬夜和想你,我都會戒掉 雲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406 小王子 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作; 黎家秀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0413 人性的弱點: 暢銷不墜的成功學經典,向卡內基學習交心溝通術與好感度人際學戴爾.卡內基作; 劉開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0505 野蠻法國行 派崔克.德威特(Patrick deWitt)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529 我們(還在初戀的島上) 陳玉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567 野蠻法國行 派崔克.德威特(Patrick deWitt)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574 我在.瑞芳學 施岑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581 我們(還在初戀的島上) 陳玉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642 我們(還在初戀的島上) 陳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666 家的夢想,無限大 大家房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680 第一次認識.YURI: 樂天女孩-陳怡叡散文寫真書陳怡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840 萬事問培根: 你的人生煩惱,塵世哲學家有解方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 談瀛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871 白色說書人與微塵望鄉 詹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0970 海不揚波: 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 布琮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1175 經濟殺手的告白. 3: 不願面對的金融真相 約翰.柏金斯著; 黃中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1205 妳就好好當妳自己 璽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1229 不勉強自己,把日子過成喜歡的樣子 金秀顯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1335 台北多謝Taipei,to-siā 男子的日常生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1359 沙蟲駭客: 全球最具侵略性和破壞性的黑客組織,如何掀起新時代網路戰爭安迪.格林伯格(Andy Greenberg)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1366 沙蟲駭客: 全球最具侵略性和破壞性的黑客組織,如何掀起新時代網路戰爭安迪.格林伯格(Andy Greenberg)著; 蔡耀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1632 試錯,我不想你失敗: 10堂千金換不到的創業人生課張凱鈞, 陳鴻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1717 綠野仙蹤 李曼.法蘭克.包姆作; 郭子琳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2059 百鬼夜行誌. 怪談卷 阿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134 蒙古國: 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著; 苑默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219 三十三歲的逆襲: 在不夠完美的人生裡,我允許自己軟弱卻依然認真生活= 33의3徐妍珠著; 張雅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288 樂觀者的遠見: 在莽撞決斷的時代,我們如何克服短視、超前思考?= The optimist's telescope: thinking ahead in a reckless age比娜.文卡塔拉曼(Bina Venkataraman)著; 蕭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332 三十三歲的逆襲: 在不夠完美的人生裡,我允許自己軟弱卻依然認真生活徐妍珠著; 張雅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2363 攝影.詩. II: 從心出發,相由心生 曾進發文字.影像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2424 BCG問題解決力: 一生受用的策略顧問思考法 徐瑞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455 攝影.詩. II: 從心出發,相由心生 曾進發文字.影像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486 孔子真面目: 2500年來的謊言 黃文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554 個性: 不只成為自己,更要超越自己= Individuation: Wie wir werden, wer wir sein wollen. Der Weg zu einem erfullten Ich克莉絲蒂娜.伯恩特(Christina Berndt)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585 致不在場的他們與遲到的我 李璐作; 郭子琳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2608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作; 邱佩轝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2622 童女之舞 曹麗娟作; 許采琳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2646 鏡中奇緣 路易斯.卡洛爾作; 劉小芸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2660 大亨小傳 史考特.費茲傑羅作; 劉開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2738 木天蓼鎮的貓日和= マタタビ町は猫びより 田丸雅智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769 在世界看見臺灣的力量: 超越三十載國際援助路,李栢浡親證回憶錄李栢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790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 黃暐婷作; 賴昱菱, 林聖詞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2820 在麵包店學資本主義: 從人文角度看數位時代的資本家、勞動者的改變= 우리가 빵을 먹을 수 있는 건 빵집 주인의 이기심 덕분이다 인문 감성으로 자본주의 공부하기朴貞子著; 陳姿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899 最後一次用力擁抱,然後轉身遠行 閆曉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943 意識形態階級鬥爭: 中華民國的認同政治評析劉立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950 麻醉不思議 蔡勝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967 我的事我自己會操心 崔大鎬作; 陳品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974 全穀蔬食烘焙時間 金妏柾作; 陳品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2998 櫻 鄭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100 艾爾摩沙的瑪利亞 曹銘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117 關係修復力：心理學大師教你從衝突、裂痕中培養更高的適應力，重拾人與人的連結艾德.托尼克(Ed Tronick), 克勞蒂亞.高德(Claudia M. Gold)著; 盧思綸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3124 改變性別,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 日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為性少數、性別認同障礙者打破成規,改變社會!上川礼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3155 改變性別,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 日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為性少數、性別認同障礙者打破成規,改變社會!上川礼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223 水裡的靈魂就要出來 游善鈞作; 薛綸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3247 名為世界的地方 蕭熠作; 邱佩轝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3261 小物會 夏夏作; 跳舞有時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3285 瑕疵人型 林新惠作; 劉小芸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3292 轉大人微焦慮求生指南: 年輕人的心靈陪伴之書,陪你挺過成長過程中的不安,學會如何不尷尬地長大布麗迪.蓋勒格(Bridie Gallagher), 蘇.諾莉斯(Sue Knowles), 菲比.麥克艾文(Phoebe McEwen)著; 張國儀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3353 看不見的影響力: 華頓商學院教你看穿自己如何受影響,做出最好的決定= Invisible influence: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behavior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著; 許恬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3360 1000歲歐巴桑的10年機車環島夢 彩色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407 愛.死了 米蘭歐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452 神婆的歡喜生活 努努伊.茵瓦著; 罕麗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469 沙漠化為一口井 蔡適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476 一起出發、一起到達!一個人可以跑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跑更遠......趙心屏撰寫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3520 台積電為什麼神?: 揭露台灣護國神山與晶圓科技產業崛起的祕密王百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537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李志綏著; 戴鴻超英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93551 春潮 伊凡.屠格涅夫著; 駱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3575 自主學習: 10個培養孩子提高學業品質的超強學習法石田勝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612 年輕人為何憤怒: 暴力組織的危險誘惑以及我們能做什麼賈米爾.吉瓦尼(Jamil Jivani)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643 絕歌: 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前少年A著; 蘇默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3650 白T 吳緯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667 愛.死了 米蘭歐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3728 決勝內在領導力: 隱藏在世界領袖中的人格特質與內在領導張曼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780 世界末日時,有空喝杯咖啡嗎? 何則文圖.文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3797 一次搞懂量子通訊 神們自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803 算癌症: 運用大數據、五運六氣、易經八卦,治療癌症於發生之前!樓中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3834 時光電廠 陳雨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841 算癌症: 運用大數據、五運六氣、易經八卦,治療癌症於發生之前!樓中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858 傅柯關於性事論述的十二堂課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撰寫; 李沅洳譯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93872 漢森初馬訓練法: 第一次跑馬拉松就完賽 盧克.漢弗萊(Luke Humphrey), 凱文.漢森(Kevin Hanson), 凱斯.漢森(Keith Hanson)撰寫; 劉宜佳譯一版 其他 1

9789571393896 醒悟無常: 證嚴上人的42堂心靈修習課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926 讓可愛的錢繼續滾進來: 28種財務自由的方法,讓你的錢比你會賺錢瑞秋.李察斯(Rachel Richards)作; 陳映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971 聚型創業 阮丞輝等作; 林憶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995 你喝對水了嗎? 陳君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008 你喝對水了嗎? 陳君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015 聚型創業: 如何實現財富套現？7種能力一次公開阮丞輝; 周念暉; 徐橖檒; 林柏誌; 陳桂芬; 呂采莉; 吳宣芃作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053 生存革命 楊志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077 戰時燈火 麥可.翁達傑著; 李淑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084 讓腸胃動起來 郭大維, 王瑞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107 我是公主,我有病呻吟: 我與可惡的乳癌和動輒得咎的自我意識拚鬥的人生覃正萱(公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114 最後一個人 金息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152 讓可愛的錢繼續滾進來: 28種財務自由的方法,讓你的錢比你會賺錢瑞秋.李察斯 (Rachel Richards)作; 陳映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251 故宮應該這麼逛: 一探北京故宮繁榮盛世,用不同角度全面玩味故宮歷史吳駿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268 大秦考: 許衛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299 成為甘霖 張正駿, 謝瑤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305 實用居家漢方美容 沈瑞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312 被晚安豢養的人 曉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381 薇若妮卡想不開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著; 劉永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4398 實用居家漢方美容：穴位按摩.養顏食譜.日常保健.美顏針灸,不侵入、不動刀也能給你超強的逆齡美容法沈瑞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435 念念 江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473 沒有Email的世界: 過度溝通時代的深度工作法= A world without email: reimagining work in an age of communication overload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著; 蕭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497 快樂醫學 洛桑加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510 與父母相處不內傷: 擺脫憤怒與內疚，與年邁爸媽和平共處的70個實用法則保坂隆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534 與父母相處不內傷 保坂隆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565 人脈致富 王勵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572 走在世界 我的時尚人生: Club Designer創辦人高秋鴻的機遇選擇與豐盛之旅高秋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602 歐也妮.葛朗臺 巴爾札克著; 傅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4619 歐也妮.葛朗臺 巴爾札克著; 傅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664 一百則旅行諺語,一百個你該旅行的理由 田臨斌(老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4725 Deep Work深度工作力: 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暢銷新裝版)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著; 吳國卿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4732 區塊鏈完全攻略指南: 區塊鏈是什麼?會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 Basic blockchain: what it is and how it will transform the way we work and live大衛.史瑞爾(David L. Shrier)著; 鍾玉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749 翻轉你的數學腦: 數學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Plussen en minnen: Wiskunde en de wereld om ons heen斯蒂芬.布伊斯曼(Stefan Buijsman)著; 胡守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756 翻轉你的數學腦: 數學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斯蒂芬.布伊斯曼(Stefan Buijsman)著; 胡守仁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831 動物同性戀: 同性戀的自然史= Animaux homos: 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osexualité芙樂兒.荳潔(Fleur Daugey)著; 陳家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848 六極物理 嚴伯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855 培育你的素養力!: 臺大、哈佛畢業生拆解新課綱,打造最適合你的讀書攻略曾文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862 不倒翁健走運動 郭健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886 棒球人生賽6th 蠢羊編繪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893 棒球人生賽6th 蠢羊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923 薇若妮卡想不開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著; 劉永毅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1394954 親愛的圖書館 蘇珊.歐琳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978 影癒心事 : 他的家庭你的傷痕,心理師陪你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黃柏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985 股市之神: 是川銀藏投資準則與傳奇一生 呂理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074 澳洲認真使用須知: 一枚資深澳客的真情分析與不完全採樣二花小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098 日頭浮海照亮的所在: 照護台灣東部醫療的真心英雄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凃心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135 商業服務業年鑑. 2021-2022: 疫情新常態下的臺灣商業服務業發展經濟部商業司,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142 2022虎年開財運賺大錢 陶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159 咖啡癮史: 從衣索匹亞到歐洲,從藥物、祭品到日常飲品,揭開八百年的咖啡文明史史都華.李.艾倫(Stewart Lee Allen)著; 簡瑞宏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95227 超強懶人投資術: 聰明買ETF年年賺30% Dr.Selana楊倩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241 小資懶人投資術: 聰明買ETF年年加薪30%：跟著Dr.Selena投資ETF，從每月3000元開始，讓你輕鬆致富！楊倩琳(Selena)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5357 煩事問莊子: 苦苓的莊子讀書筆記 苦苓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5395 生活中,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 謝雪文(雪兒CHER)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5470 用最舒適的樣子,與你相遇 楊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487 四遊記 蕭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494 愛恨帝王家: 中國古代宮廷女性的愛慾情仇. 春秋戰國篇葉言都作.朗讀 其他 1

9789571395555 紫微攻略. 4: 財富 大耕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562 新台灣精神: 林麗蟬從柬埔寨到台灣的文化融合與在地耕耘林麗蟬口述; 李世偉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623 迷宮之鳥 陳怡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630 中美爭鋒: 誰將左右世界領導權= Le leadership mondial en question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661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繪圖本)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著; 恩佐繪圖; 周惠玲譯四版 平裝 1

9789571395739 我們成了消耗品: 全球化海嘯中被吞噬的中產階級= The expendables: how the middle class got screwed by globalization傑夫.魯賓(Jeff Rubin)著; 聞翊均, 楊元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777 拿回我們的未來: 年輕氣候運動者搶救地球的深度行動= How to change everything: the young human's guide to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each other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麗貝卡.斯蒂夫(Rebecca Stefoff)著; 區立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791 謝沅瑾虎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史上最萬用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算二0二二農民曆、流年流月,一書在案,平安加持財旺運開!謝沅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784 德意的一年 賴以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845 原來大腦可以這樣練: 提升學習抗壓力,成功者的大腦運動訓練課程洪聰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876 BMW身心治療法: 降低壓力賀爾蒙的流量,有效解除焦慮、疲勞與慢性疼痛蓓兒.帕瓦(Bal Pawa)著; 劉宗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883 與泥結緣一甲子: 水泥工藝領航者 亞泥張才雄回憶錄張才雄口述; 趙愛卿採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890 看懂風濕免疫: 教你正確對抗風濕、應變新冠病毒!張德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906 美麗只是一朵花,女人值得永遠精彩 高愛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982 婚姻生活 塔雅莉.瓊斯(Tayari Jones)著; 彭玲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057 失樂少女: 一位娼妓倖存者告白 喵妹(顧紫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101 我不想當媽媽: 18位頂客族女性的煩惱、幸福與人際關係崔至恩著; 梁如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118 喂!不要玩文物: 魔性哏圖懶人包 馮翰寧文字; 王驄穎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132 都柏林人 詹姆斯.喬伊斯著; 辛彩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6279 走訪市民生活美學空間: 跟著建築師逛逛全球創意文化場館黃宏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6323 朕說歷史, 春秋篇 黃桑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422 朕說歷史. 戰國篇 黃桑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460 穿越臺灣趣歷史: 從猛獁象到斯卡羅,考古最在地的臺灣史賴祥蔚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6507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2022: 詹老師獨創東方星座開運書,全方位解析流年紫微密碼,讓你在2022年如虎添翼,平安富貴發大財!詹惟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668 悲傷吧,沒有關係 孫嘉蕊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6729 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 拉薩魔法師= A Matt Lester spiritual thriller: the magician of Lhasa大衛米奇(David Michie)著; 王詩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736 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 神祕咒語= A Matt Lester spiritual thriller: the secret mantra大衛米奇(David Michie)著; 王詩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866 一起走過愛的蠻荒: 讓瞭解安撫恐懼,從思覺失調症體會被愛的失落與期盼文國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6989 淘氣阿隆: 分享24位名人的童年往事 王興隆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7061 文學家的父親 柯姆.托賓(Colm Tóibín)著; 謝志賢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4683 大方廣圓覺經要解 典璧尼嘛仁波切講述; 釋照明恭錄整理 初版 平裝 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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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59117 動物們的讀書會. II: 繪本職人的閱讀地圖. 4 賴嘉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9131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7, IELTS listening Andrew Guilfoyle[作] 其他 1

9789574459148 Collins新制多益聽讀測驗高分策略= Skills for the TOEIC test: listening and reading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作; 強勇傑譯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9186 CSEPT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第一級全真測驗=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lementary郭慧敏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9445 詩人托夢 張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483 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 周逸昌的劇場藝術與社會實踐. 上卷, (30年)文獻.憶述.專訪石婉舜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490 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 周逸昌的劇場藝術與社會實踐. 下卷, (演員訓練)梨園戲科步.動中定劉守曜, 安原良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506 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 周逸昌的劇場藝術與社會實踐石婉舜, 劉守曜, 安原良主編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459513 幽遠寂滅 喧嘩人間: 周逸昌的劇場藝術與社會實踐石婉舜, 劉守曜, 安原良主編 一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2256 房地產買賣Q&A 陳冠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12263 最新法國葡萄酒全書 周寶臨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8542 被誤解的上帝: 如何閱讀約伯記= How to read Job華爾頓(John H. Walton), 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作; 柯美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603 疫情神學: 在愛與盼望中邁向後疫情時代 魏連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610 羅馬書動起來! 洪中夫, 蔡宇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634 神學旅人: 神學人的朝聖之旅 林鴻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672 青少年門徒力: 未來教會的增長關鍵 莊舒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702 為青少年立界線: 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 Boundaries with teens: when to say yes, how to say no湯森德(John Townsend)作; 秦蘊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719 九型人格的成長練習: 成為自己,從看見上帝眼中的你開始= The road back to you: an Enneagram journey to self-discovery庫恩(Ian Morgan Cron), 史塔比(Suzanne Stabile)作; 羅吉希, 汪瑩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740 我如何思考基督教: 認識魯益師返璞歸真的信仰魯益師(C. S. Lewis)作; 徐成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764 愛教會到底?: 以神學視野反思教會醜聞 謝木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818 世界也撼動不了: 羽球戰將周天成的生命見證校園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832 認識主禱文的7堂課: 與賴特一起學禱告= The Lord and his prayer賴特(Tom Wright)著; 楊璿, 郭秀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849 給所有人的摩西五經導論: 歷史、文學、神學的閱讀指引= Encountering the Pentateuch: its history,literary features and theology吳仲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870 21世紀教會成長學: 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新異象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何明珠譯 其他 1

9789861988894 對觀福音心理敘事研究= A psychological narrative study of the synoptic gospels曾思瀚著; 曾景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8917 我如何思考基督教: 認識魯益師返璞歸真的信仰魯益師(C. S. Lewis)作; 徐成德譯 其他 1

9789861988924 永不失敗的神: 士師記解密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藍慈理, 姚傳信譯 其他 1

9789861988931 詩篇是我的嚮導: 詩人教我的靈修學= Psalms as my guide: what I learned from the Psalmists謝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317 點......點: 李明學個展 李明學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奴舒奴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306

送存冊數共計：307

晁明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框外森林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9110 100個日常正念瑜珈: 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練習的瑜珈、近100篇研究論文搭配實際操作的瑜珈= 100 daily mindfulness yoga practices: yoga for anytime, anywhere , almost 100 scientific reports and articles to support 100 yoga practices李怡如Sangeeta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1059 聽上帝在說話: 操練屬靈聽力的秘訣= Discerning the voice of God: how to recognize when God is speaking普莉希蘭.夏爾(Priscilla Shirer)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066 幸福達人全攻略: 福長手冊= Get ready for your happiness group: the leader's handbook馮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073 真理不怕挑戰: 受洗前,BEST最常問的18個問題楊錫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9985 改變世界的偉人: 四大藝術家: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梵谷、高更徐梓寧, 趙美惠, 索爾比埃文; 路跑樂, 朱瑟雷夫, 湯馬斯圖; 吳倩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9992 紅髮安妮 蒙哥馬利文; 夏琳娜圖; 陳文美譯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76004 五分鐘真的好久(才不會呢)(真的久) 莉茲.卡東.史康隆(Liz Garton Scanlon), 奧黛莉.維尼克(Audrey Vernick)文;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圖; 何俊宏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011 如果愛是答案,問題是什麼? 陳玲玉文; 林蔚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6028 偉大音樂家: 巴哈、莫札特、貝多芬、路易斯阿姆斯壯張玲玲, 王欣榆, 劉思源, 殷麗君文; 丹尼斯, 佛米娜, 維達利, 佛朗索瓦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6035 彼得潘 巴利文; 克拉迪奧圖; 劉思源譯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76066 環遊世界八十天 凡爾納文; 杜邁松圖; 陳文美譯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76073 我不要睡覺! 格拉本斯坦(Chris Grabenstein)文; 埃斯皮諾沙(Leo Espinosa)圖; 楊雅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080 四大聖哲: 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孔子、耶穌傅佩榮, 郝廣才, 符芝瑛文; 朱瑟雷夫, 保羅艾坦, 張世明, 麥克努雪夫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6110 偉大文豪: 莎士比亞、安徒生、馬克吐溫、阿嘉莎克莉絲蒂劉思源, 張麗容, 貝西歐文; 麥克努雪夫(Alexander Mikhnushev), 契魯許金(Kirill Chelushkin), 安德烈亞(Andrea Di Gennaro), 伊莎貝拉( Isabella Labate)圖; 趙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6127 白鯨記 梅爾維爾文; 朱里安諾圖; 余治瑩譯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76134 生氣量表 東山颯太文; 塚本靖圖; 張玲玲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76141 生日快樂 郝廣才文; 朱里安諾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6158 誰要過生日 郝廣才文; 米列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6165 HERO 張政婷, 楊雲琦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6172 人魚女孩 唐娜.喬.納波里(Donna Jo Napoli)文; 大衛威斯納(David Wiesner)圖; 張政婷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576189 爸爸,牽手嗎? 費爾德肯卜(Tjibbe Veldkamp)文; 托爾普(Wouter Tulp)圖; 郭騰傑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196 愛自己,不生氣 郝廣才文; 朱里安諾(Giuliano Ferri)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02 我,最勇敢 克羅德杜柏(Claude K. Dubois)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19 因為她,我愛看書 海瑟漢森(Heather Henson)文; 大衛司摩(David Small)圖; 陳郁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33 巴司計畫 范恩兄弟(The Fan Brothers)文; 何俊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40 從音符看見自己 吳承澐文; 林岳宣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71 溫頓列車 彼得席斯(Peter Sís)文.圖; 楊雅鈞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973 問話絕技: 問話能力,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仕事の問題解決力が劇的に上がる コンサルタントの「聞く技術」松本幸夫著;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90980 讀心溝通術: 如何從「口頭禪」判斷對方個性?掌握七大技巧,立刻看穿各種人!= 一瞬で人間関係を作る技術エマジェネティックス中村泰彥, 中尾信也作; 張婷婷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281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高中數學. 四, A+課堂講義吳汀菱, 林淑娥, 洪瑞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2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 B. 四: Focus焦點講義陳家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34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 IV, 電磁現象一傅祖怡, 蔡志申, 蔡銘賢, 陳忠誠, 胡家瑒, 羅焜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41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A+課堂講義. III許靖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58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A+課堂講義. III鄭楷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65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傅祖怡, 蔡志申, 顏宏聿, 楊盛智, 陳忠城, 羅焜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7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A+課堂講義. III, 波動、光及聲音邱世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89 微攝創視界= Miniature photography 大喜視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89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運動與健康李彩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0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高中歷史課堂講義. 一韓子耘, 王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1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休閒生活= Health and leisure蔡新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2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陳閔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33 PODCAST節目播客! 王伯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40 看TED-Ed學數學(教師用) 葉子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格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格林文化

桑吉塔靜心空間工作室



9789865692957 EXCEL在數學上的應用(教師用) 許技江, 賴申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64 普通型高級中學道德思辨bar Grace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71 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五冊王鍵銓, 余春盛, 林侑瑋, 柯玉貞, 洪國銘, 曾月如, 許銘雄, 楊仁豪, 謝孟媚, 蘇靖雯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988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領域選修生物. IV, 生態、演化與生物多樣性林元露, 王秀觀, 童禕珊, 趙振寰, 林峻緯編著; 張永達主編再版 平裝 1

9789865692995 普通型高級中等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授課指引游鎮烽, 許瑞榮, 饒瑞鈞, 楊懷仁, 吳美琍, 曾建元, 林宗祺, 黃雅琪, 蔡望生, 林孟勳. 鄭妙靜. 劉厚均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0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授課指引 趙祐志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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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嘉興, 高貫洲, 張永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2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授課指引傅祖怡, 蔡志申, 陳忠城, 蔡銘賢, 顏宏聿, 賴文哲, 羅焜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3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A+課堂講義詳解本. III, 波動、光及聲音邱世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4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中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王尊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5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A+課堂講義. IV, 電磁現象一邱世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62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強心針A轉B類 王志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79 物理說圖 王建揚, 孫秉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086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強心針B轉A類 王志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072209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數學甲習作簿. 上林玉惇, 林鈺傑, 洪志瑋, 林怡寶編著 平裝 1

978986072210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數學選修數學乙上習作簿林玉惇, 林鈺傑, 洪志瑋, 林怡寶編著 平裝 1

978986072211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休閒生活授課指引= Health and leisure蔡新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12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授課指引. 上冊歐陽德林, 周閔惠, 易常騏, 邱鴻明, 柳炯名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14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習作簿. IV, 電磁現象一陳智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15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實驗一把罩. IV, 電磁現象一湯郁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16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習作簿.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陳智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17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授課指引. 第一冊尤聰銘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192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A+課堂講義. IV許靖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20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授課指引蕭景芳, 朱秋倫, 呂雅智, 林秋萍, 林雅韻, 翁玉華, 陳采妍, 黃照晴, 謝伶麗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215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A+課堂講義. V許靖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25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中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詳解本王尊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26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授課指引林元露, 王秀觀, 童禕珊, 趙振寰, 于小雅, 林峻緯編著委員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54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授課指引. 上林麗雲, 簡俊成, 張懿品, 林宏維, 陳上瑜, 田憶萍編著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550 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授課指引. 第五冊尤聰銘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56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授課指引. IV, 電磁現象一傅祖怡, 蔡志申, 蔡銘賢, 陳忠城, 胡佳瑒, 羅焜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57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實驗一把罩.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湯郁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581 年表看歷史= History chronicle 公立高中名師群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2260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說圖 陳子雨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611 高中物理習作簿 張志維, 洪柏育, 葉紘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62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習作簿吳嘉鴻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63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授課指引. 上冊李睿瑋, 方美琪, 洪汶溶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64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閱讀趣. 一 蔡宗憲, 林顯穗, 諸葛伶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659 我的青春不孤獨 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66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游鎮烽, 許瑞榮, 饒瑞鈞, 楊懷仁, 吳美琍, 曾建元, 林宗祺, 黃雅琪, 蔡望生, 林孟勳, 鄭妙靜, 劉厚均, 高仲仁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67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地球科學學習歷程活動手冊: 地質與環境游鎮烽, 許瑞榮, 饒瑞鈞, 楊懷仁, 吳美琍, 曾建元, 林宗祺, 黃雅琪, 蔡望生, 林孟勳, 鄭妙靜, 劉厚均, 高仲仁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68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及天文游鎮烽, 許瑞榮, 饒瑞鈞, 楊懷仁, 吳美琍, 曾建元, 林宗祺, 黃雅琪, 蔡望生, 林孟勳, 鄭妙靜, 劉厚均, 高仲仁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697 國際情勢亞太區域補充本 鄭繼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22703 普通型高級中學技術型高級中學科學領域生活科技授課指引= Living technology李佳恩, 賴冠呈, 曹朱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71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地球科學學習歷程活動手冊: 大氣、海洋及天文游鎮烽, 許瑞榮, 饒瑞鈞, 楊懷仁, 吳美琍, 曾建元, 林宗祺, 黃雅琪, 蔡望生, 林孟勳, 鄭妙靜, 劉厚均, 高仲仁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727 科技大補帖 岳彩萱, 李佳恩, 曾俊霖, 施順鵬, 賴冠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734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A+課堂講義詳解本. Ⅰ, 力學一邱世寬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74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FOCUS焦點講義詳解本邱世寬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2278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選修數學乙Focus焦點講義. 上冊陳家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072279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習作簿. IV, 生態、演化與生物多樣性朱純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80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素養題本.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洪瑞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81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習作簿.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泰宇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82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素養題本. IV, 生態、演化與生物多樣性陳維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833 Fun心升大學 劉華真編著; 薛凱方, 魏君潔修訂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22840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乙上FOCUS焦點講義詳解本陳家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2857 Fun心探索趣 林斐旻, 薛凱方, 陳思琪編著; 陳又華, 蕭典義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0722871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全)實驗一把罩洪碩靖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2713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物理說圖.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孫秉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748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A+課堂講義詳解本.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邱世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2

送存冊數共計：72

海穹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9659 光明繼承者LIKADO 子藝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69673 無以名狀、恐懼及貓的消失 羽澄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69680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之路。. 上, 空性傳承法屋阿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9697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之路。. 中, 我輩巫者法屋阿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7400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之路。. 下, 大道無言法屋阿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7417 成巫之道: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之路。 阿尼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67462 無以名狀、恐懼及貓的消失 羽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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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1203 熱力學與熱機: 認識航空發動機= Thermodynamics, heat engine, aero-engine and rocket engine周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210 完全以實驗講解顯微鏡和望遠鏡: 探究與實作最佳範例--透鏡成像與組合= Understanding a microscope and telescope through experime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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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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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22940 你的演技不錯,尤其是假裝快樂 練出馬甲線的阿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008 中國第一逍遙書: 莊子 秦榆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3015 加薪申請書 哈羅德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3022 挺經: 詭道的最高境界是「不巧用」 曾國藩作; 盛琳譯解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046 一本書讀懂中醫養生 劉榮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053 阿德勒教育心理學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劉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060 原來,什麼事都跟錢有關 蕭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077 洛克菲勒自傳 約翰.洛克菲勒作; 徐建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084 比爾.蓋茲給青年的9個忠告 高紅敏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923091 是的,你就是想得太多 愛喝可樂的金叔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107 江恩華爾街45年: 巴菲特點評版 威廉.江恩作; 榮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114 用思考致富 拿破崙.希爾作; 李慧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121 巴菲特給青年的9個忠告 郭硯靈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923138 一本書讀懂成語歷史、典故、釋義、出處 劉元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145 大學生一定要做的100件事 真敬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3152 原來,什麼事都跟心理學有關 王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169 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 2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作; 劉麗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176 史上最強股市操盤手回憶錄 愛德溫.勒菲佛作; 榮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183 我就是要教你詐 陳意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190 我們都曾不堪一擊,我們終將刀槍不入 吃麵都加醋的老張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206 找個奮鬥的正確姿勢 寧寧的摺耳貓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213 塔木德: 猶太人的致富寶典 趙凡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220 你一定想看的日本史 傅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237 一本書讀懂史記故事 劉曼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244 鬼谷子,研習者常建奇功 鬼谷子作; 陳實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251 一本書讀懂四書五經故事 清寧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268 一本書讀懂資治通鑑故事 張靈慧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275 一本書讀懂二十五史故事 張承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282 明治時代的聖書: 自己拯救自己 塞謬爾.斯邁爾斯作; 靜濤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299 你一定想看的韓國史 楊益, 鄭嘉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05 墨菲定律: 為什麼會出錯的事情總會出錯? 陳立之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312 你一定想看的法國史 楊益, 鄭嘉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43 圖解: 道德經 唐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67 圖解: 素書 黃石公作; 唐譯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74 吃貨們想知道的那些事: 千古食趣 君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3381 一本書讀懂國學 曾愛仕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98 你一定想看的美國史 劉觀其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海峽前鋒文化



9789863923879 我就是要教你玩陰的 章岩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1450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 孫易新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161467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 孫易新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161474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 孫易新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161481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 孫易新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161498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 孫易新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650952 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 零基礎入門篇 孫易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707 Day off 每日青菜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87714 百日青 鹿場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87721 山在虛無縹緲間 尼西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87738 邪惡紳士= Wicked gentlemen 吉恩.海爾(Ginn Hale)作; 葉旻蓁翻譯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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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32325 轉法輪 Hongzhi Li[作] 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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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7707 參贊興作 梅慧玉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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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678338 加密貨幣政治與經濟: 比特幣、以太坊、穩定幣和臉書幣將如何改變全球金融系統= Cryptocurrency: how digital money could transform finance吉安.沃爾皮切利(Gian Volpicelli)作; 翁尚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8345 噓,別讓顧客知道原來你用了這一招!: 讓顧客開心又能提高單價和成交量的潛意識消費心理學= What your customer wants and can't tell you: unlocking consumer brains with the scienc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梅莉娜.帕默(Melina Pal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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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75513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7冊 黃勁連總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75520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9冊 黃勁連總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75537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11冊 黃勁連總編輯 三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6075544 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 第1冊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編撰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75551 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 第3冊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編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75568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一冊(臺羅版) 李勤岸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75575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一冊 李勤岸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浩域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留守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益群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真元宮參贊堂管理委員會



9789866075582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五冊(臺羅版) 徐建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599 國民小學客家語. 第五冊 吳秀美, 徐汎平, 徐敏莉, 賴玉英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605 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 第五冊 吳秀美, 徐汎平, 徐敏莉, 賴玉英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612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五冊 徐建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1166 每天多愛祢+1點: 閱來閱Like主耶穌,阿國傳道的神國亮光手記陳思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1173 每天多像祢+1點: 閱來閱Like主耶穌,阿國傳道的神國亮光手記陳思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90 藝采台文: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年刊. 第三輯 鄭純丰, 吳榮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58799 藝采台文: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年刊. 第五輯 郭人瑜, 翁苡軒, 杜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58812 第二十五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林宗源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劉沛慈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805 第十二屆台菲日國際學術研討會: 跨域政經、語言與文化 論文集劉鴻暉, 蘇淑卿, 林冠汝, 吳秦芳, 錢鴻鈞, 蔡維民執行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7818 此方淨土: 果如法師<<三時繫念講記>>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7509 建黨百年 奮鬥百年: 中共的力量來自何方 戚嘉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971 馬組紀事 王柏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11988 夔州農夫: 杜甫的農事與生活 王柏鐺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6703 專屬我的鉛筆素描練習本: 從基礎到進階!逐步練習結構、光影、質感、動態與空間感,一枝筆畫出70款實境寫真趙惠林, 李佾善作; 林千惠, 杜佩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9146 EQ學園. 第1集, 好人氣養成班: 提升孩子的情緒力與人際力. 上冊楊俐容, 張黛眉, 張嘉紋, 黃春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9153 EQ學園. 1, 好人氣養成班(學習手冊). 上冊 楊俐容, 張黛眉, 張嘉紋, 黃春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1838 自我時代優勢練習: 成長,成事,成為極少數!更要成就自己的6堂行動蛻變課帥健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1852 股市操盤手的SOP 陳榮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1869 最強保險搭配法則 吳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1876 百萬點擊的寫作法則 慎益秀作; 陳思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1883 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2021年最新法規增訂版)鄭惠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1890 股票買賣初學入門 張真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9409 人人都學得會的網路大數據分析入門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9416 美國公債 美元教會我投資的事 吳盛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真哪噠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紙印良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心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祖國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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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真理大學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財經傳訊



9789860619423 專為初學者設計的股市致富系統 陳卓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656 不適任: 兒童不應因走入校園而失去人權 人本教育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663 親子QA: 教養解憂柑仔店 人本教育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82670 親子QA: 教養解憂柑仔店 人本教育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4353 日常生活裡的人智學 Rudolf Steiner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4360 色彩 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作; 林韋苓, 蔡仁芳譯 平裝 1

9789869904377 東亞天文農曆. 2022壬寅年= East Asia astro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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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860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10學年度解從琳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594 ITIS產業分析師教你解密AI產業化 陳右怡, 謝孟玹, 石立康, 黃仲宏, 李爾芳, 劉曉君作 平裝 1

9789862643600 美國50州區域優勢與廠商掃描. 2020年 石育賢, 游佩芬, 王昱達, 李文馨, 吳亭嫻, 吳伊雯, 鄭羽珊, 李宜臻等作; 石育賢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723 臺灣產業群聚發展地圖. 2021= Taiwan cluster mapping陳嘉茹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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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4895 ME Bench經管效能評量平台技術手冊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901 快速換模與防錯裝置指引手冊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912 土地價值的公平分配: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黃國義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3037 孫中山與宋慶齡論集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006 懷愛綿綿: 教於真,育於誠 慈濟大愛幼兒園二十周年吳心心, 林秀盈責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人本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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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地政研究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676 瞭望童心 陳雅惠, 王定正, 李子薏, 呂佳育, 沈寶莉編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88676 瞭望童心 陳雅惠, 王定正, 李子薏, 呂佳育, 沈寶莉編輯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8461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中等素養題庫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68478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中等素養擬真題本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68485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中高等素養擬真題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4810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修訂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4827 期貨交易法規: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修訂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4834 財務分析: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3 修訂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4841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修訂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4858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修訂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904865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修訂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904872 投資學: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9904889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4 修訂二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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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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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2413 資訊易讀檢核手冊: 天天易讀.生活自如 楊美華, 陳薇薇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802420 2021防疫大作戰(易讀版) 楊美華主編 平裝 1

9789869802437 家庭生活品質(易讀版) Robin McWilliam原文作; 楊美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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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7502 杜連魁=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原作; 王大閎譯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939 愛如花如種: 世界宗教博物館20周年紀念專刊 王乙甯, 陳莉諭文字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3946 Heart touching hearts: encounters with Shihfu edited by Maria Reis Habito, Naomi Hunt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048 台北電影節節目專刊. 2021第二十三屆= 2021 Taipei Film Festival catalogue台北電影節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太和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心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蘭啟智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中鼎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電影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9427 臺北客家農場耕種城事: 客庄 文化 田園學 葉昆杰, 陳菁茹, 張煥鵬撰文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4909 傑出大陸台商獎專輯. 第八屆= Outstanding awards潘金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275 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作品集. 2021第十一屆: 小水滴大冒險= 2021 11th Climate change painting competition: the wonders of water楊子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8108 ~台西~希望教室 李欣薇, 黃馨慧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2035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21年版余適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042 理財規劃: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2021年版 余適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127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21年版蕭善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134 信託法規與稅制. 2021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141 信託業務總整理. 2021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158 信託原理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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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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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92219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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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92257 貿易金流實務疑難Q＆A 葉清宗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4606 小人物大故事: 高雄中會90周年紀念 高雄中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0106 林仔街的教會: 員東路教會見證集 員東路教會小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9826 台灣設計研究院年報. 2020= Taiwa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2020 annual report張基義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9023 黃豆春秋 楊英武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5208 輪水番: 番仔寮水圳的故事 黃亞星, 黃羿翰, 林泰亦, 王家榆, 李庭妤, 吳睿恩, 白宇佑, 吳政原, 邱佑婕, 吳佳穎, 吳羽宸, 吳文成, 林佳宜, 黃雅婷, 曉涵繪; 繁華國小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林家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甘泉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員東路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設計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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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19405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dialogue with social innovationeditor in chief Julian Chow, Pei-shan Yang,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1st ed. 平裝 1

9789578819412 發展性社會工作: 與社會創新的對話 周鎮忠, 楊培珊,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8819429 發展性社會工作: 與社會創新的對話 周鎮忠, 楊培珊,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主編初版 其他 1

9789578819436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dialogue with social innovationeditor Julian Chow, Pei-Shan Yang,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00461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優秀論文獎專輯. 第五屆= 5th PTRI Graduate Student Paper Award蕭耀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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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14975 上座部佛教每日巴利課誦=Theravada Buddhist daily Pali chanting智行尊者(Bhante U Nyanacara), 觀淨尊者(Bhante U Sopāka)編; 瑪欣德尊者(Bhante U Mahinda)等譯精裝 1

9789579414982 佛陀略傳=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bridged version)覓寂尊者(Bhaddanta Santagavesaka)編著 精裝 1

9789579414135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 黃念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7909 相遇文學風華: 向台灣文學作家致敬: 林耀堂版畫選集林耀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0204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黃英傑總編輯 第13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4701 活下去 周大觀, 周進華, 郭盈蘭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378 長征: 米星如基督教文學選= The long march: selected works of Mi Xingru's Christian literature米星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385 耶穌的生與死: 從伯利恆到各各他 周聯華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392 基督信仰入門 周聯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721 英雄與掙扎: 華格納歌劇唐懷瑟&崔斯坦與伊索德: 戲劇音樂深度解析理查.華格納作; 詹益昌, 王子謙編譯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6735 看不見的溪林大湖溪: 蘭陽平原最後一段野溪羅東社區大學植物班, 利澤國中師生共同創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呂邱刊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印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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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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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夜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聯華紀念基金會



9789869876742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論壇彙編. 第34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644 大商之道: 台灣第一代實業家走過民營化之路= Light up goldsun magnate林孝信口述; 蔡玉真編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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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6902 流浪的土地公: 北投保德宮的神明地誌學 徐文瑞, 梁廷毓, 曾韻潔, 劉姍姍, Elloitt Cheung, 張依諾撰文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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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1064 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汪芳國, 何佳玲, 高棟梁, 鄭鎮樑執筆 修訂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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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0840 四分律比丘尼戒說戒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0857 沙彌尼戒說戒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0864 懺摩儀軌(化制二教懺悔行法)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0871 授五戒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0888 增益受沙彌尼戒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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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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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2957 走讀南鯤鯓 黃文博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51255 洪觀時代: 洪建全基金會50年 第1版 精裝 1

9789570351262 植栽一座文化森林: 洪建全基金會50年 簡靜惠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529 映河= Reflection of rivers 歐晉德總策劃 平裝 2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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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洪建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鳳甲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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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齊柏林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846 超凡: 佛畫大師夏荊山傳 財團法人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9144 Dreaming shalom: journeying together for peace in Asiachief editor Huang Po Ho 平裝 1

9789869829151 旅.轉身與啟程: 神學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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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98852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9年 平裝 1

9789579498852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9年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564 神仙媽媽說故事: 跟孩子相遇在故事的迴旋曲中張宜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1506 靈異事件: 真實的見證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513 灵异事件: 真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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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8963 紡織產業年鑑. 2021 閩潔, 李信宏, 巫佳宜, 王冠翔, 陳冠宇, 楊宜蓁, 駱春梅, 俞玲華, 葉乙昌, 林仁豪, 陳宏一, 安大中, 林俊宏, 邱聯華, 梁瑋芩, 蘇英傑, 劉珊姍撰稿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764 動物的生死博奕= Life and death: Animals' gambit of survival徐仁修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0320 珍奇藝繡: 「高英士先生刺繡蒐藏展」特刊 黃靖慧, 簡易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7800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60週年紀念特刋 金湘斌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3064 第三代半導體科技趨勢觀測 陳仕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071 臺灣學術圖書館Open Access現狀與意象初探 林孟玲, 李家寧, 顏惠專, 潘姝琪, 陳紹麗, 曹婷婷, 江奐儀作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088 創業生態系統中的學研創業團隊發展: 以科技部創業培育計畫所培育出的起步期團隊為例湯凱傑, 李可風, 徐晏誼, 許薰方, 萬兆亞, 詹德譯作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095 國際量子科技發展策略研析 賴志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101 中央政府科技研發績效彙編. 109年度 徐玉梅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6193163 2020我國社會課題調查研究: 以第11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關聯課題為核心林岱緯, 林品華, 莊裕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187 台灣學門領域研究能量分析 紀凱齡, 陳明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194 次世代生物經濟: 以合成生物學為核心之科技趨勢觀測林海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200 我國重點產業博士級科技人才供需現況調查: 以通訊設備製造業為例王怡惠, 張書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217 後疫情下新興技術之總體趨勢與影響分析: 以自駕車為例葉芳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224 國際學術發表動態觀測 洪文琪, 劉暄儀, 莊裕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3231 科學投資對技術的影響: 以機器人技術為例 王宣智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恩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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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高英士中華文化典藏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野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378 狐狸澡堂 亞平著; 黃雅玲圖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518415 狐狸澡堂 亞平著; 黃雅玲圖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518538 狐狸澡堂 亞平著; 黃雅玲圖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518644 狐狸澡堂 亞平著; 黃雅玲圖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518668 打開文明之門: 從不會用火到環遊世界,人類文明是怎麼出現的?劉維人著; Cincin chang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682 學會照顧自己 陳儷文撰文; 森酪梨繪圖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518699 學會照顧自己 陳儷文撰文; 森酪梨繪圖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518705 打開現代之門: 從蒸汽機到使用手機,現代社會是怎麼產生的?劉維人著; cincin chang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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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8767 林良爺爺的30封信 林良著; 薛慧瑩繪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8767 林良爺爺的30封信 林良著; 薛慧瑩繪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8774 早安豆漿店 林良著; 薛慧瑩繪 三版 平裝 1

9789577518774 早安豆漿店 林良著; 薛慧瑩繪 三版 平裝 1

9789577518781 會走路的人 林良著; 薛慧瑩繪 三版 平裝 2

9789577518798 爸爸的16封信 林良著; 薛慧瑩繪 三版 平裝 1

9789577518798 爸爸的16封信 林良著; 薛慧瑩繪 三版 平裝 1

9789577518866 胖古人的古人好朋友 J.ho文.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880 趕樓的人 藍鑰匙, 王敬平, 陳彥冲, 朱雲昊, 許庭瑋, 劉美瑤著; Deer Jan, cincin chang, 李憶婷, Salt&Finger, 貓魚圖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64537 黃越綏的意外人生 黃越綏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751 追求安定、邁向繁榮: 基隆市「兩河流域」的人文、歷史與故事曾子良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5332 兒童愛之語: 有效愛孩子的祕訣= The 5 love languages of children蓋瑞.巧門(Gary Chapman), 羅斯.甘伯(Ross Campbell)著; 吳瑞誠, 蘇斐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5505400 天堂的溫度 陳怡芳, 貝貝, 許信坤作; 陳怡芳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8418 改變一生的超級禮物(15週年全新珍藏版)= The ultimate gift吉姆.史都瓦(Jim Stovall)著; 曹明星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5508425 別懷疑,我真的真的很愛你!= Just in case you ever wonder陸可鐸(Max Lucado)著; 伊芙.薩雷特(Eve Tharlet)繪; 張淑瓊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8432 越洋重生 雲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8449 全靠這名= By this name 高約翰(John R. Cross)著; 徐武豪(William Tsui)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09816 啟動超自然大能= Operating in the supernatural 歐大衛(David Oyedepo)著; 莊國祥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209823 勇於挑戰= I dare you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柯美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830 預言恩賜與服事 李智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209854 神的將領. III: 醫治佈道家= God's generals : the healing evangelists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柯美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861 神的将领. III, 医治布道家 罗伯兹.李亚敦(Robers Liardon)著; 柯美玲译 一版 其他 1

9789579209885 突破性的禁食: 领受神的大能 基耶摩.马都纳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吴嘉仁譯 其他 1

9789579209892 被愛尋見= Found by love 拉希爾.帕特爾(Rahil Patel)著; 賴慕潔譯 一版 精裝 1

9789579209908 被爱寻见= Found by love 拉希尔.帕特尔(Rahil Patel)著; 赖慕洁译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6526 SOZO: 救恩、醫治與釋放: 與聖父、聖子、聖靈一同走進自由的旅程= SOZO saved healed delivered: a journey into freedom with the father,son and holy spirit唐娜.締司爾法(Dawna De.Silva), 泰瑞莎.力普哲(Teresa Liebscher)著; 傅子萱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9

單親兒童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5905 智慧與生命: 電腦的迷思與人性的出路= Intelligence and life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912 情緒,如何療癒: 憂慮、憤怒、壓力和憂鬱的15個情緒解答= Winning over your emotions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929 永恆之光: 穿過日本集中營,與一頭大象攀越阿爾卑斯山,此後來到矽谷= Persistence of light: in a Japanese prison camp,crossing the Alps with an elephant and then in Silicon Valley侯約翰(John Hoyte)著; 陳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936 誰來抱抱小依?= Qui va bercer Zoé? 安德蕾.普蘭(Andrée Poulin)文; 馬帝歐.朗彭(Mathieu Lampron)圖; 黃潘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943 我是玻璃珠變鑽石: 劉哲基日記詩 劉哲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275950 我是玻璃珠變鑽石: 劉哲基日記詩 劉哲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275967 我是玻璃珠變鑽石: 劉哲基日記詩 劉哲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275974 我是玻璃珠變鑽石: 劉哲基日記詩 劉哲基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275998 後疫情時代的真自由: 舊約諸王給我們的信仰教導張德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6001 跟著聖經去挖寶: 觀點、歷史、解說,領隊吳獻章教授,帶你全景讀聖經吳獻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332 帝國斜陽: 但以理書新解. 敘事篇= And the sun sets on the empire: a new commentary on Daniel. book 1, narrative梁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45349 釋放能力: 裝備單身者做基督樣式的僕人= Unleashing dunamis周麗嫡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3872 陳昌蔚紀念論文集. 第十輯= Studies in memory of Chen Chang-wei舒佩琦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66490 綠色革命與心的革命 M.S.斯瓦米納坦(Monkombu Sambasivan Swamlnathan), 池田大作著; 劉焜輝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9566506 暢談世界哲學 洛克什.錢德拉(Lokesh Chandra),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9566629 秀水雄山: 王秀雄教授九十華誕文集 黃光男, 趙惠玲, 白適銘, 陳俊宏, 陳秋瑾, 楊恩生, 林磐聳, 游明龍, 洪玉柱編輯平裝 1

9789579566636 大草原與白馬 池田大作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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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66780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文白並列本. IV 創價學會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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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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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66827 來登那座山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834 鹿與漢田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841 星星遊樂園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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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8306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親聞記 淨空法師講述; 劉承符整理 四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0688313 淨土五經讀本 二版四刷 精裝 1

9789860688320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回憶錄: 夢痕記. 中冊 朱鏡宙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8337 太上感應篇講記 淨空法師講述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1345 快樂之鑰= The key to happiness 廖芝琳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菜脯根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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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0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昌蔚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松教育基金會



9789869936019 黑松愛地兒: 教學點子手冊 財團法人黑松教育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6026 黑松綠+校園: 給孩子的第一本環境行動手冊 財團法人黑松教育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6500 小玫瑰= Those little roses 慈懷基金會文; 林韋達圖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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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7685 視障學生延伸核心課程實施指南: 融合教育模式中落實視障教育成效余月霞, 何世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2460 新光三越國際攝影聯展系列活動. 2021= Shin Kong Mitsukoshi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events陳妍妙, 黃文鵬, 趙旭華, 許立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42477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第20屆= Glob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the 20th Annual Shin Kong Mitsukoshi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5806 老鎮新視窗: 新港的傳奇故事 王筱雲, 林秀英, 徐家瑋, 張瑞隆, 郭秀麗, 葉玲伶撰稿; 游常山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4479 詩性維度= The Poetic Realm 許楚君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896 深耕犁頭店 全方位之旅 廖志濃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729 忙中取靜: 簡短有力的祈禱,沉澱心靈再出發 葛雷格.坎德拉(Greg Kandra)著; 黃佳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736 你很重要!: 72篇聖經故事,陪伴孩子親近耶穌 任志閏文.圖; 王家珍, 上智文化事業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5076 給照顧憂鬱和失智長者的你 黃嘉慈, 黃苡安, 李碧姿, 鄭碧君採訪撰文; 葉雅馨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8395 數位轉型化育者. II=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r from experiments to ecosystem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8319 數位轉型進化論: step by STEPS DX不卡關 轉型好簡單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地方創生服務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8326 科技法制創新DNA. 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著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港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毓繡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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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地方創生服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科法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8142 數位媒體科技發展趨勢暨大廠動態= Media tech trends鐘映庭, 吳柏羲, 王琬昀, 邱鈺雅, 蘇香, 張筱祺, 曾巧靈作 平裝 1

9789575818159 人工智慧產業技術發展綜析=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韓揚銘, 陳建安, 童啟晟, 朱師右, NIKKEI ELECTRONICS作 平裝 1

9789575818166 創新商業模式案例精選: 網路金融、電子商務、行動支付= Startups: mobile payment,e-commerce and e-finance胡自立, 朱師右, 王琬昀, 林忻祐, 余明興, 蘇鈺婷, 呂蓁, 高志昕, 蘇醒文, 劉佳苹, 電子商務組作平裝 1

9789575818173 創新商業模式案例精選: 影音媒體、學習出版= Startups: media, publishing and education吳柏羲, 鐘映庭, 簡妤安, 林忻祐, 柳育林, 簡祐延, 劉佳苹作 平裝 1

9789575818203 智慧科技與前瞻應用專利布局分析= Smart technology陳賜賢, 張曉珍, 張艾婷, 官盛堯, 黃靖凱, 蘇偉綱, 廖彥宜, 甘岱右, 楊長鳴, 楊可歆, 林凱琳作平裝 1

9789575818210 資訊安全產業發展趨勢與新創案例= Information security童啟晟, 高昶易, 李震華, 蕭榮興, 吳建興, 周哲賢, 曾華銳, 資訊應用研究團隊, 服務創新研究團隊作平裝 1

9789575818241 臺灣創育產業關鍵報告. 2021= Taiwan's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startup ecosystem張筱祺, 王琬昀作 平裝 1

9789575818265 智慧醫療產業綜析. 上, 產業趨勢與技術發展= Smart health張軒豪, 張浚凱, 陳思豪, 林展鈺, 徐文華, 陳霈萱, 巫文玲, 劉曉君, 朱師右, 韓揚銘, 林盈年, 施柏榮, 富士Chimera總研, Nikkei Computer作平裝 1

9789575818272 智慧醫療產業綜析. 下, 新興應用產品與服務= Smart health張軒豪, 鄭凱安, 吳駿驊, 黃仕宗, 盧美惠, 張凱傑, 陳霈萱, 謝佩芬, 王意婷, 高雅玲,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金屬中心MII, 日經xTech作平裝 1

9789575818340 資訊硬體產業年鑑. 2021 魏傳虔, 黃家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8357 資訊軟體暨服務產業年鑑. 2021 朱師右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988 臺灣農村發展觀察年報 林慧如, 黃仁志, 郭甄涵, 吳正甯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2142 農業智庫報導. 2021 陳亭瑋執行編輯; 洪子淵, 徐郁涵, 吳君孝編輯; 柴幗馨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0602159 農產作物食品原料檢驗證明書擬定指引= A voluntary guidline for certifcate of analysis(CoA) of agricultural materials蔡偉皇, 郭俊緯, 楊佐琦, 李雅琳 林恒生, 何緯倫, 林秀芬, 林俞廷, 王彤寧, 張聆真, 彭俞玟, 樊祥如, 陳羿綺執行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2166 建構高值化農產素材開發與產業鏈結服務計畫: 成果彙編手冊. 2021蔡偉皇, 郭俊緯, 林恒生, 王彤寧, 喬崇益執行編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270 探索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 財團法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516 幼兒園水域安全教育教材 林月琴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0683523 幼兒園人身安全教育教材 林月琴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0683530 幼兒園防災安全教育教材 林月琴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0683547 幼兒園防墜安全教育教材 林月琴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0683554 幼兒園食藥安全教育教材 林月琴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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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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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9479 金剛經略解等經論大意(六種合刊) 釋覺開(惟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1611 神匠鬼斧造容顏: 臺灣木偶之父許協榮= Celestial skills: Hsu Hsieh-Jung, pioneer of Taiwanese puppetry曾俊豪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6672 無處不在的幽靈: 陶亞倫個展= Ubiquitous Ghosts: Tao Ya-Lun Solo Exhibition駱麗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福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農村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偶戲館



9789860676303 歷史 當代= Chrono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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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3247 台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20= Taipei artist village yearbook李曉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898 等候神: 經歷神大能與榮光之路= Waiting on God劉秀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33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陳一標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1613 俾爾戩穀: 臺灣省城隍廟開基一四0周年紀念專輯蘇宏仁, 陳光憲, 廖鴻昌, 許文華, 高正, 王真如, 謝演誠主彙編校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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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4428 臺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信仰與信仰活動之研究= Study on the religion and religion activities of Grand Guanyin Pavilion Xing-ji Temple in Tainan黃鈴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4435 組織與活動: 臺南府城大觀音亭興濟宮的發展與變化= A study on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of Grand Guanyin Pavilion Xing-ji Temple in Tainan侯明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8824 臺灣首廟天壇藏珍: 繡藝百品 黃翠梅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1195 用白話字傳好消息: 巴克禮牧師的故事 江淑文文; 盧恩鈴圖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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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21232 齊聲說阿們!: 如何帶領公禱= Let the whole church say Amen! : a guide for those who pray in publicLaurence Hull Stookey作; 蔡銘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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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21256 快樂、利他、分享= Happiness altruistic share 詹俊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1270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1905 歷史: 覆蓋、揭露與淨化昇華= Histories: covered,uncovering & catharsis陳佳利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4514 長老職分課程 水流職事站編輯部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臺灣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664521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538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545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4552 李常受文集. 一九八九年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省城隍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艋舺龍山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福音書房



9789861664583 神的經綸與基督身體的建造 李常受著 臺灣二版 平裝 1

978986166459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0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60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0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61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0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4637 長老職分課程 水流職事站編輯部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臺灣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664651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4668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4675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4682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1666723 一九八七年全時間訓練: 關於生命與實行的信息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1666730 一九八七年全時間訓練: 關於生命與實行的信息李常受著 臺灣一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1666747 一九八八年全時間訓練: 生命的話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6754 藉活星尋得基督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二版 平裝 1

9789861666761 基督的四個主要階段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臺灣二版 平裝 1

9789861666778 成全聖徒與基督身體的建造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6785 晨興聖言: 新耶路撒冷-使徒們生活與工作的最高點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6792 晨興聖言: 神新約職事極重要的內容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666808 晨興聖言: 神新約職事極重要的內容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666815 晨興聖言: 神新約職事極重要的內容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666822 晨興聖言: 新耶路撒冷結晶讀經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666839 晨興聖言: 新耶路撒冷結晶讀經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666846 晨興聖言: 認識身體-身體的原則與建造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6853 晨興聖言: 認識身體-身體的原則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6860 晨興聖言: 認識身體-基督的身體與眾地方召會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6877 晨興聖言: 神的建造結晶讀經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666884 晨興聖言: 神的建造結晶讀經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667089 從利未記至尼希米記看生命的路線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7737 惟一最愛是你: 福音見證. 第二十一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7898 聖經筆記: 撒母耳記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5131081 今日主恢復中內在的難處及其合乎聖經的救治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4169 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建材技術手冊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813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70週年紀念專刊= Marking 70 years of the LTTC沈冬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074 生活「畫」市集: 嬉遊千年風俗藝術導覽手冊= Experiencing market culture through art: immersed in genre paintings of millenniums guide book柯舒寧文字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0007 甲狀腺腫瘤台灣診療實務與經驗 諶鴻遠, 施銘朗, 陳思達, 劉鳳炫, 黃玉儀, 陳坤源等人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748 藝術松. No.2: AI= Arthon . No.2: AI 王奕然, 王柏偉, 吳柏瑤, 林子荃, 林怡君, 林欣怡, 林映彤, 邱誌勇, 施登騰, 胡育榕, 張嘉淵, 許夢芸, 黃文浩, 劉育成, 蔡遵弘, 蘇黎, Lev Manovich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7748 藝術松. No.2: AI= Arthon . No.2: AI 王奕然, 王柏偉, 吳柏瑤, 林子荃, 林怡君, 林欣怡, 林映彤, 邱誌勇, 施登騰, 胡育榕, 張嘉淵, 許夢芸, 黃文浩, 劉育成, 蔡遵弘, 蘇黎, Lev Manovich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7748 藝術松. No.2: AI= Arthon . No.2: AI 王奕然, 王柏偉, 吳柏瑤, 林子荃, 林怡君, 林欣怡, 林映彤, 邱誌勇, 施登騰, 胡育榕, 張嘉淵, 許夢芸, 黃文浩, 劉育成, 蔡遵弘, 蘇黎, Lev Manovi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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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澤醫學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35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巴尼基金會



9786269514205 COVID-19遠離我; 愛.無法隔離 施怡臻, 江麥妲琳, 陳念庭, 魏加棋, 侯宜呈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4902 麥子的故事 劉虣虣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768 賽德克小書. VII: 踏尋祖靈橋,參與部落再生 劉瑞瓊, 林益謀, 楊素欣, 郭明正, 賴慶明, 李永光, 瑪姮.巴丸, 曉明女中部落服務團, 部落青年作; 陳品瑜, 蘇筠芸, 謝岷蓁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056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作品集. 2019 李妮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199056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作品集. 2019 李妮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99056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作品集. 2019 李妮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2287 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2020(中英對照)= Taiwan poultry production statistics陳志峰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8455 修特的短鼻子 吳丞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18462 我們是真正的好朋友嗎? 詹艾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8121 1971神話聯合國 姚嘉文著 平裝 2

9789869778138 甜蜜家庭 姚嘉文原著; 魏柏鈞, 林芸合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78145 老阿伯講古 姚嘉文原著; 魏柏鈞, 林芸合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743 無限: 麗寶國際雕塑雙年獎. 第五屆= The 5th Lih Pao International Sculpture Biennial Awards: infinity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08164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2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579 Grace的四季餐桌= On Grace's table 劉淑琪Grace Liu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9231 棲居: 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著; 洪慧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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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9569 我把青春賭給山: 青春時代,我的山旅: 戰後日本最偉大探險家的夢想原點= 青春を山に賭けて植村直己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576 匠人: 創造者的技藝與追求 理査.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著;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583 暗星薩伐旅: 從開羅到開普敦,非洲大陸的晃遊報告= Dark star safari: overland from Cairo to Cape Town保羅.索魯(Paul Theroux)作; 麥慧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9590 緬甸的未竟之路: 種族、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新危機= The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race,capitalism,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吳丹敏(Thant Myint-U)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0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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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明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鞋類暨運動科研中心麥子庇護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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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關懷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



9789865509606 九樣人生: 九個人物,九種生命故事,在現代印度的蛻變風暴中守護著信仰的尊嚴= Nine Lives: in search of the sacred in modern India威廉.達爾林普(William Dalrymple)作; 何佩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9613 奇蹟寄物商. 2, 桐島的青春= あずかりやさん 桐島くんの青春大山淳子著;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620 奇蹟寄物商. 3, 她的青鳥= あずかりやさん 彼女の青い鳥大山淳子著;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9637 恐懼與自由: 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 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齊斯.洛韋(Keith Lowe)著; 蔡耀緯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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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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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9828 來自星星的奇蹟= Where the forest meets the stars葛蘭蒂.范德拉(Glendy Vanderah)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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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9859 三等車票= Third-class ticket 希瑟.伍德(Heather Wood)作; 黃芳田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09873 墨西哥灣千哩徒步行= 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約翰.謬爾(John Muir)著; 王知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7148 46號樓的囚徒= Block 46 喬安娜.古斯塔夫森(Johana Gustawsson)作; 林琬淳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7186 腓尼基人: 一群被發明的祖先、一個「不存在」的民族= In 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著; 王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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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or Nooit Een Vlooiende Aap康斯坦茲.瑪赫(Constanze Mager)著; 周鼎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223 帝國的誕生: 從共和時代到哈德良的羅馬= The origin of empire: Rome from the Republic to Hadrian (264 BC- AD 138)大衛.波特(David Potter)著; 王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339 溫西爵爺探偵事件簿 桃樂西.榭爾絲(Dorothy Sayers)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384 羅興亞人,一個不被承認的民族: 民主化浪潮中,緬甸國族建構最危險的敵人法蘭西斯.韋德(Francis Wade)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5764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一冊, 實務一&觀光資源概要陳安琪總編輯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5771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二冊, 實務二 陳安琪總編輯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578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三冊, 領隊別冊 陳安琪總編輯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8927 掀開Siraya這本冊 陳金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8103 普通化學百分百3.0試題詳解 李鉌著 平裝 2

9786269528110 私醫真題神2.0 黃彪, 李鉌, 簡正, 張文忠編著 平裝 2

9786269528127 後中醫: 110年歷屆試題詳解 高元名師編輯 平裝 2

9786269528134 物理解題金戰力 金戰著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2797 簡明微積分 洪揮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834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21= The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2988 本國語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本國語文組編著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2995 普通物理 蔣大鵬, 蔣弘儒, 蔣依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3008 行銷管理=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Philip Kotler, Gray Armstrong原著; 廖淑伶, 馬友薏編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3022 普通化學實驗 王萬拱, 朱穗君, 李玉英, 林耀堅, 邱瑞宇, 邱春惠, 黃武章, 張如燕編著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3039 普通物理實驗 黃明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3046 控制系統實驗 李振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5712 愛不是動詞 愛不是形容詞 愛是狀態詞 黃浩天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750 黑水虻循環經濟交流會議: 合作農場之智慧農業與地方創生論文集林傳賢作; 高苑科技大學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馬跡庫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苑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高哈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骨力冊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元進階智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743 經營管理學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1 李義昭, 連苑廷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1673 高雄市美術協會50週年紀念畫冊 盧冠升, 賴群禾, 潘翠玲, 吳東龍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8407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創業百年紀念特刊 吳政翰, 陳慧芬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842 聽阿公阿嬤說故事: 阿鰻在湖內的日子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編輯小組文字.繪圖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339 高雄市攝影家協會會員攝影聯展專輯. 2021 吳國芳, 施寶駒, 劉健華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500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利他獎專刊. 109學年度 鐘育志主編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1304 警專歷史 蔚喬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1311 警專數學 李振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1328 警專國文 墨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1335 警專英文 呂艾肯, 楊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1342 刑法概論 睿律師作 平裝 1

9786269501359 警察實務法典 徐強, 陳立作 精裝 1

9786269501366 警專化學 奈勒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95609 解剖生理學解題書 何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5616 行政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 嶺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5654 政府會計(概要) 陳友心, 羅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5678 統計學: 重點觀念與題解 許誠哲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695692 心理學搶分秘笈 路珈.蘇絲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5715 3D圖解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謝志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5791 民法債編. I 張志朋編著 19版 平裝 1

9789862695814 透明的刑法. 分則編 張鏡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95913 貨幣銀行學大意 蔡經緯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695937 民法債編. II 張志朋編著 19版 平裝 1

9789862695975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III, 臨床血清免疫學與臨床病毒學陳連城, 康情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95982 醫學生理學 何宣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96002 民法(親屬.繼承) 許恒輔編著 23版 平裝 1

9789862696019 民事訴訟法一本通 許恒輔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96057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施敏編著 17版 平裝 1

9789862696064 票據法 嚴盛堂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96071 行政學大意攻略 高凱編著 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經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漢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攝影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三信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高點文化



9789862696156 圖解式法典: 刑事訴訟法 莫律師編著 13版 平裝 1

9789862696187 內外科護理學口袋書 游麗娥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96200 行政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 嶺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6231 憲法一本通 宣律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96248 資料結構重點整理 王致强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96286 微積分學習要訣 劉明昌編著 21版 平裝 1

9789862696293 微積分歷屆試題詳解 劉明昌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96330 考點式公司法一本通 黃品瑜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6347 高點圖解式法典: 民法(總則.債.物權) 徐律師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696385 記帳士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詳解 施敏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2696415 環境與職業衛生重點暨題型解析 許宸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6491 內外科護理學考前衝刺 陳雅玲編著 12版 平裝 1

9789862696521 公民 黃永豐編著 20版 平裝 1

9789862696620 基本護理學考前衝刺 游麗娥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96682 公民歷屆試題分章題解 黃永豐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2696729 衛生法規與倫理重點暨題型解析 許宸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6736 英文 劉保羅編著 17版 平裝 1

9789862696743 統計學經典800題 程大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96835 生物統計學重點暨題型解析 韓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6842 行政法概要測驗題一本通 谷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6866 會計學大意精選 孫妙雪編著 19版 平裝 1

9789862696941 流行病學重點暨題型解析 許宸嫚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9282 Devon's world. student book 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042 奉納百景: 奇招百出 向神祈願 小嶋獨觀(Kojima Dokkan)著; 蔡易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1126 她倔強地要做野花: 澳洲花鳥手帖 立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133 神木偵探= 神木探偵: 神宿る木の秘密 本田不二雄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164 情緒壓力診療室 夏一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622 頑皮故事集 侯文詠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6269502639 台南旅圖速寫 郭正宏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646 一分鐘肺部伸展操: 提升心肺功能,預防肺炎! 加藤雅俊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653 餐桌上的魔豆: 豆類與豆製品的料理魔法,100道不敗經典和創意家常菜必收藏!楊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796 綠色能源研討會論文集. 2021= 2021 Green Energy Conference黃厚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549 为什么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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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8628 塔裡塔外 追憶似水年華: 賴永隆醫師回憶錄 賴永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8635 看各國伴失智: 在遺忘中支持前行 巫瑩慧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6109 我家都吃健康煮 王瑜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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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偉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康煮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79628 圖解: 一看就懂的英文文法書= 図解 一瞬でわかる英文法工藤三男著; 林佩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9666 工作上90%的煩惱都來自人際關係: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親授50年經驗的職場人際法則= Making relationships work at work: a toolkit for getting more done with less stress理查.福克斯(Richard Fox)著; 許可欣, 游懿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741 都可以,就是大覺醒: 開啟你的量子智慧,打破肉身局限,踏入大開悟的華嚴世界= Making anything go is an ultimate realization章成, M.FAN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4779789 史懷哲自傳: 我的生活與思想 阿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著; 鐘寶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796 金牌業務的90％成交術: 從百萬到百億的銷售絕學聶繼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802 善良練習: 發揮善的感染力,療癒紛亂的世界= The kindness cure: how the science of compassion can heal your heart and your world塔拉.庫辛奈(Tara Cousineau)著; 連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826 今天我想來點中式點心: 麵點、餅、派、糖、鬆糕、甜湯,30種傳統味道新魅力陳妍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888 唐鳳的十五個關鍵詞: 解決問題方法的革新 唐鳳口述; 黃亞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9901 克拉拉與太陽= Klara and the sun 石黑一雄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672 登山聖經(暢銷百萬60週年全新增訂第九版) 登山協會(The Mountaineers)著; 張簡如閔, 劉宜安, 葉咨佑, 謝汝萱, 馮銘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2060 瘟疫= La peste 卡繆(Albert Camus)著; 陳素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2114 愛得聰明,對我們都好: 家庭、關係,與處世的智慧章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2121 放過自己,正能量就來了: 情緒、失衡,與身心症的療癒智慧章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2138 讓我的功課,變成我的精采: 成功、金錢、豐盛與向上走的智慧章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2145 有佛法,就有辦法: 靈修、開悟、打造金湯匙的大智慧章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82305 刺蝟的優雅(經典書封版)= L'élégance du hérisson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著; 陳春琴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5482398 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暢銷數位版) 馬克.羅倫(Mark Lauren), 約書亞‧克拉克(Joshua Clark)著; 崔宏立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482725 星期天被遺忘的人= Les oubliés du dimanche 瓦萊莉.貝涵(Valérie Perrin)著; 黃聖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2732 四女神星: 神話、心理與占星學中陰性能量的重現: 穀神星、灶神星、婚神星與智神星= Asteroid goddesses: the mythology,psychology and astrology of the re-emerging feminine迪米特拉.喬治(Demetra George), 格拉斯.布洛赫(Douglas Bloch)著; 趙珮君, 呂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2848 神話簡史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著; 陳雅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027 喜歡的事開心做,不喜歡的事耐心做: 社長的63則富慧人生私房話與手繪風景畫王學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041 寵物能量療癒: 透過精微能量,加強與寵物的連結,守護寵物身心健康= Energy wellness for your pet: a subtle energy companion for better bonding,health & happiness辛蒂.戴爾(Cyndi Dale)著; 尤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102 美感收納術: 全美最強整理達人教你收納變日常、整理變享受的質感生活提案= The home edit life克莉亞.席爾(Clea Shearer), 喬安娜.泰普林(Joanna Teplin)作; 羅雅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34133 美感收納術: 居家、工作、旅途、3C生活的無痛整理指南克莉.席爾(Clea Shearer), 喬安娜.特林普(Joanna Teplin)著; 羅雅涵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4140 牛樟芝的神奇療效: 保肝抗癌的台灣森林奇蹟張東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4157 從零開始讀懂零售管理: 一本掌握門市選址、顧客經營、賣場設計、供應商關係、商品搭配、庫存管理的實戰全書清水信年, 坂田隆文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294 神通: 佛教神通學大觀 洪啟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355 因為愛,不必解釋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379 環台潛旅: 海洋生態潛水秘境50+ 賽門.普利摩(Simon Pridmore)著; 謝孟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386 不疲勞的身體: 治癒百萬人「神之手」的關節伸展操酒井慎太郎著; 吳羽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393 不焦慮的心理課: 心理學博士教你活用科學方法,消解生活中的不安與混亂,不再窮忙!黃揚名, 張琳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515 從零開始讀懂行銷設計: 一本創造新顧客、新體驗、新商業模式的實戰操作書石井淳蔵, 廣田章光, 坂田隆文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607 諸神的足跡: 失落文明的關鍵= America before: the key to earth's lost civilization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著; 潘恩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638 地球生存地圖: 88張環境資訊圖表,看懂世界資源消耗與氣候危機= 102 grüne Karten zur Rettung der Welt<<科塔普>>雜誌(KATAPULT)著; 黃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669 香醇的紅酒比較貴,還是昂貴的紅酒比較香?: 從食物、性、消費、藝術看人類的選擇偏好,破解快樂背後的行為心理= How pleasure works: the new science of why we like what we like保羅.布倫(Paul Bloom)著; 陳淑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4676 在所有母親之間= The push 艾希莉.歐娟(Ashley Audrain)著; 王娟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720 愛是唯一的吸引力法則: 聽高靈談情.說愛 As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744 香醇的紅酒比較貴,還是昂貴的紅酒比較香?: 從食物、性、消費、藝術看人類的選擇偏好,破解快樂背後的行為心理保羅.布倫(Paul Bloom)著; 陳淑娟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34768 那些廚房教我的事: 放牛班五星主廚的廚味人生謝宜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799 人骨檔案: 法醫人類學家的鑑識筆記,解開隱藏在屍骸中的死亡密碼= Written in bone: hidden stories in what we leave behind蘇.布萊克(Sue Black)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850 哈佛XGoogle行為科學家的脫單指南 洛根.尤里(Logan Ury)著; 孔令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34980 從海那邊款待自己: 料理會帶著你往喜歡的方向走去Penny & Angels(潘薇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017 影響力投資 吳道揆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12024 塔羅星事 喬莉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031 一看就懂!圖解1小時讀懂杜拉克 森岡謙仁著; 朱麗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048 1小時讀懂!圖解杜拉克入門(暢銷新版) 森岡謙仁著; 朱麗真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12062 明日的律師: 寫給法律人的法律市場趨勢分析與行動策略= Tomorrow's lawyers: an introduction to your future理查.薩斯金(Richard Susskind)著; 麥慧芬, 高忠義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7012079 一日一頁藝術史: 認識365幅名畫與藝術名作的美學素養課= 읽기만 하면 내 것이 되는 1페이지 미술 365金榮淑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093 影響力投資: 不只行善,還能致富,用你的投資改變世界吳道揆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12109 感官攻略: 世界頂尖實驗心理學家教你如何用五感打造更愉快健康的生活查爾斯.史賓斯(Charles Spence)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123 爆賣產品這樣來!: 前Google創新主管用小投資測試大創意的實用工具書阿爾伯特.薩沃亞(Alberto Savoia)著; 陳依萍, 吳慧珍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130 諸神的足跡: 失落文明的關鍵 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著; 潘恩典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161 獨角獸創業勝經: 大數據分析200+家新創帝國,從創造、轉折、募資到衝破市場,揭開成功的真正關鍵阿里.塔馬瑟(Ali Tamaseb)著; 吳慕書, 游懿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208 費德勒: 王者之路= The master: the brilliant career of roger Federer克里斯多夫.克拉瑞(Christopher Clarey)著; 許家瑜, 趙鐸, 紀揚今, 林芷安, 楊崴傑, 呂孟哲, 涂瑋瑛, 薛彗妙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215 Strong & Lean 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馬克.羅倫(Mark Lauren), 約書亞.克拉克(Joshua Clark)著; 嚴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222 第四級病毒: 一對病毒學家與致命病毒的戰爭= Level 4: virus hunters of the CDC約瑟夫.麥科明克(Joseph B. McCormick), 蘇珊.費雪賀區(Susan Fisher-Hoch)著; 何穎怡譯四版 平裝 1

9786267012277 海德格: 其人及其時代=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Heidegger und seine Zeit呂迪格.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著; 連品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284 12種場域的藝術治療實務與觀點分享 王華雯, 江芊玥, 江學瀅, 朱惠瓊, 金傳珩, 林曉蘋, 范維昕, 黃暄文, 黃凱嫈, 楊舜如, 廖學加, 蔡汶芳著; 江學瀅主編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9786267012314 爆賣產品這樣來!前Google創新主管用小投資測試大創意的實用工具書阿爾伯特.薩沃亞(Alberto Savoia)著; 陳依萍, 吳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321 活在大宋 劉曙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352 人體的24小時生活 安東尼.皮歐(Antoine Piau)著; 段韻靈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376 活在大漢 祈莫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420 內向者的優勢: 安靜的人如何展現你的存在,並讓別人聽你的希薇亞.洛肯(Sylvia Löhken)著; 王榮輝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12437 權力: 基進觀點= Power: a radical view 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著; 林葦芸, 陳雅馨譯三版 平裝 1

9786267012437 權力: 基進觀點= Power: a radical view 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著; 林葦芸, 陳雅馨譯三版 平裝 1

9786267012468 包浩斯: World of art. 2021修訂版 法蘭克.懷特佛德(Frank Whitford)著; 林育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12475 人如何學會語言?: 從大腦鏡像神經機制看人類語言的演化= How the brain got language?: the mirror system hypothesis麥可.亞畢(Michael Arbib)著; 鍾沛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12482 一日一頁藝術史: 認識365幅名畫與藝術名作的美學素養課金榮淑(김영숙)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505 12種場域的藝術治療實務與觀點分享 王華雯, 江芊玥, 江學瀅, 朱惠瓊, 金傳珩, 林曉蘋, 范維昕, 黃暄文, 黃凱嫈, 楊舜如, 廖學加, 蔡汶芳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529 東大生的強者思維特訓課: 提升記憶、表達、分析、創造力,不只考高分,任何事都學得快、做得好!西岡壱誠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536 史上最強整理術: 掌握三大要領、七大守則.輕鬆提升工作效能三橋志津子著; Kainin譯 2版 平裝 1

9786267012543 世界第一好懂!營養素全書: 你一定要知道的3大營養素X13種維生素X15種礦物質X40種機能性成分牧野直子監修; 蔣君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550 摘要力: 刪掉9成重點,比別人強10倍的表達力 山口拓朗著; 吳羽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574 日本金牌貓醫生的圖解貓咪學 服部幸著; 蔡斐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611 環台潛旅: 海洋生態潛水秘境50+ 賽門.普利摩(Simon Pridmore)著; 謝孟達譯 其他 1

9786267012635 失敗學: 每一次失敗,都是一次生命系統的升級= Failosophy: a handbook for when things go wrong伊麗莎白.德依(Elizabeth Day)著; 羅雅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642 用資訊圖表讀懂古羅馬= Infographie de la Rome antique約翰.施德(John Scheid), 米蘭.梅洛可(Milan Melocco)著; 尼可拉.吉耶哈(Nicolas Guillerat)繪; 洪夏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666 猶太爸媽這樣教: 培育孩子的6大未來能力,打造獨立思考、自主學習、善於合作的下一代林知恩著; 蔡佩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673 西藏正念書= The Tibetan art of positive thinking 克里斯托弗.漢沙德(Christopher Hansard)著; 何定照譯三版 平裝 1

9786267012727 CEO徹夜未眠真心話: 我如何在困難中摸索、思考、突破的內心告白何飛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734 幻覺與夢: 佛洛伊德與威廉.煙森的<<格拉底瓦>>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威廉.煙森(Wilhelm Jensen)著; 陳蒼多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772 導遊爸爸的露營車之旅: 行前準備X戶外探險X車泊祕點X親子活動,全家自由又省錢的好玩神提案!黃博政, 吳易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802 破解基因碼的人= The code breaker: Jennifer Doudna,gene edit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by Walter Isaacson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819 別斃了那隻狗!: 動物訓練必殺技 凱倫.布萊爾(Karen Pryor)著; 黃薇菁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12864 大學甄選入學全攻略 陳美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895 費德勒: 王者之路 克里斯多夫.克拉瑞(Christopher Clarey)著; 許家瑜, 趙鐸, 紀揚今, 林芷安, 楊崴傑, 呂孟哲, 涂瑋瑛, 薛彗妙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901 職場又不是沙發,追求舒適要幹嘛?: 周品均的35堂犀利職場課周品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918 小小孩的烘焙練習曲: 給2-6歲孩子的生活五育書曾雅盈, 羅元助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12963 權貴與壞蛋: 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日記 萊奧納.巴伯(Lionel Barber)著; 謝孟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2987 當責 張文隆著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12994 能量水晶療癒全書: 頻率對了,你的人生就對了!找出你身心靈的能量調音師思逸SE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017 塔羅靈數: 透析塔羅牌裡的靈數能量,認識自己與生命的78種可能= Numerology of tarot陳豪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086 感性配享: 美學與政治= 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著; 楊成瀚, 關秀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109 玩藝術,一起老: 老人藝術治療的理論、實務與案例分享蔡汶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123 戰爭: 暴力、衝突與動盪如何形塑人類與社會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 曹嬿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147 愛情的哲學= Liebe: Ein unordentliches Gefühl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 闕旭玲譯三版 平裝 1

9786263180154 大腦逆齡指南= Biohack your brain 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莎拉.托蘭(Sarah Toland)合著; 陳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161 投資上癮 簡瑋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185 活用於職場上的哲學思考 吉田幸司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215 三十而慄?: 在承擔包袱與焦慮的年華,勇敢敲定自己的人生節奏凱琳.謝弗(Kayleen Schaefer)著; 羅亞琪, 陳松筠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253 23對染色體: 解讀創生奧祕的生命之書= Gen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ecies in 23 chapters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著; 蔡承志, 許優優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80260 兒童哲學好好玩: 和孩子一起讀童話、玩手作的50個思辨小遊戲= 50 Activités pour philosopher avec ses enfants芬妮.布里雍(Fanny Bourrillon), 安姬.嘉德亞(Angie Gadea)著; 張喬玟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3180307 社交進化: 從突破陌生焦慮到擴展交友圈,打造更高的人際連結力喬伊.基歐漢(Joe Keohane)著; 謝明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406 返家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著; 黃淑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437 讓孩子做學習的主人: 自主學習典範親師指南丁志仁, 曲智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550 「矽谷製造」的漢堡肉?: 科技食物狂熱的真相與代價拉里莎.津貝洛夫(Larissa Zimberoff)著; 楊詠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567 達賴喇嘛的貓. 4, 修成成就的四爪之書= The Dalai Lama's cat and the four paws of spiritual success大衛.米奇(David Michie)著; 江信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911 跨域人生: 大市場小故事 吳紹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2006 金融晴雨路 鄭西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2013 (大學用書)各國人事制度: 比較人事制度 許南雄著 第19版 平裝 1

9789861442020 顧顧的旅讀地圖: 穿梭巷弄的古典式散步: 從台灣地景品味文學人生顧蕙倩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6

送存冊數共計：107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鼎數位



9789861442037 金融晴雨路 鄭西園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5035 藝術節點: 台灣當代藝術家創作展= Art-Network Nod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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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1012 醒醒,他是你親生的! 橙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1029 醒醒,他是你親生的! 橙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1043 越級不打怪 辭鏡(OP)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0631067 微溫36°C 辭鏡(oPTT)文 再版 其他 1

9789860631074 回收業ALPHA 辭鏡(oPTT)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0631081 情人結 逆尋(oPTT)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0631098 約炮禮儀 辭鏡(OP)文 再版 其他 1

9786269546800 ABO通姦契約 吐維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5754 智慧財產授權與評價探討 蘇宜成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705 跨越九十,橫出百年: 政治大學外交系九十週年紀念文集張憲峰, 林暐傑, 潘靖岳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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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4457 中國的詩學 川合康三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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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70043 臺灣客語語法結構變異新論 賴文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050 研究、試驗與隱私: 以27個情境案例,解析人體研究、人體試驗及臨床試驗的相關法規與倫理議題薛美蓮, 蕭子健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067 氣候變遷: 媒體再現與風險傳播 李美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098 羅伯特玩真的?AI機器人時代的夢想進行式 楊谷洋著 其他 1

9789865470104 全球客家研究的實踐與發展 張維安, 黃賢強, Danny Wong Tze Ken, 李秀珍, 河合洋尚, Jonathan H. X. Lee, 周錦宏, 羅烈師, 林本炫, 洪馨蘭作其他 1

9789865470111 創新創業密碼: 施振榮Stan哥的王道心法 施振榮著 其他 1

978986547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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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美玲作其他 1

9789865470135 遭撞翻的哲學家: 哲學評論集= Le philosophe renversé: et autres essais阿蘭.布洛薩(Alain Brossat)著; 謝承叡, 韓旻奇, 羅惠珍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142 道醫思想: 跨文化講座紀實 張意將, 李豐楙, 楊儒賓, 喻永生, 周成功, 胡文郁, 郭育誠, 敖曼冠, 張百欽著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159 臺灣客語語法結構變異新論 賴文英著 其他 1

9789865470166 氣候變遷: 媒體再現與風險傳播 李美華著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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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中興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政大外交系友會



9789865470173 解殖: 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 Global coloniality and the world disorder: a decolonial take瓦爾特.米尼奧羅(Walter D. Mignolo)著; 王嘉蘭, 唐慧宇, 周俊男, 黃杰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180 增加你的英文力.提高你的教學力: 英語授課例句指南孫于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210 研究、試驗與隱私: 以27個情境案例,解析人體研究、人體試驗及臨床試驗的相關法規與倫理議題薛美蓮, 蕭子健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916 回到1990的平行線: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鐵道研究會檔案紀實張貽帆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0304 百工居肆: 百十北科 世紀傳承 前瞻領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全國總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4382 芥川龍之介研究: 台湾から世界へ 彭春陽, 仁平道明編 精裝 2

9789863504405 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 葉淑貞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504467 台日關係史(1945-2020) 川島真, 清水麗, 松田康博, 楊永明著; 高村繁, 黃偉修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4689 漢魏六朝文學論集 廖蔚卿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702 世界與人: 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 游淙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719 上海地方菁英與議會1927-1949 李鎧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733 閒暇、身體與政治: 近代中國游泳文化 潘淑華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4740 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 從日治到當代 林姵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757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 蘇瑤崇, 侯坤宏, 松田康博, 蘇瑞鏘, 薛化元, 陳儀深, 若林正丈, 陳翠蓮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764 熟番與奸民: 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 Cultivated aborigines and the unruled Hans: governance deployment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Qing Taiwan柯志明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4771 熟番與奸民: 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 Cultivated aborigines and the unruled Hans: governance deployment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Qing Taiwan柯志明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3504788 龍淵述學 鄭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795 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 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 Transforming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the Taiwan expedition and the birth of Japanese imperialism羅伯特.埃斯基爾森(Robert Eskildsen)著; 林欣宜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849 田野敲敲門: 現地研究基本功 洪伯邑, 陳懷萱, 黃舒楣, 黃書緯, 呂欣怡, 陳怡伃合著; 洪伯邑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856 水產概論 韓玉山, 黃怡誠, 黃振庭, 張以杰, 許翔奕, 張芳齊, 陳石崇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870 言語行為、言論自由與傷害: 立基於言語行為的言論自由理論= Speech acts,free speech and harm: a speech act based theory of freedom of speech鄭光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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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504894 意志與命運: 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 樂蘅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4900 世界與人: 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 游淙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4924 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 周志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931 從鄉到城: 一個中國縣城的社會轉型 任柯安(Andrew B. Kipnis)著; 陳亮, 張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948 海底隧道: 第二十三屆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張素卿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955 中國詞學的現代觀 葉嘉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962 晚鳴軒論文集 葉慶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4979 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 從日治到當代 林姵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4986 水產概論 韓玉山, 黃怡誠, 黃振庭, 張以杰, 許翔奕, 張芳齊, 陳石崇作; 韓玉山, 黃怡誠主編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4993 田野敲敲門: 現地研究基本功 洪伯邑, 陳懷萱, 黃舒楣, 黃書緯, 呂欣怡, 陳怡伃合著; 洪伯邑主編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06 閒暇、身體與政治: 近代中國游泳文化 潘淑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13 龍淵述學 鄭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20 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 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羅伯特.埃斯基爾森(Robert Eskildsen)作; 林欣宜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37 田野敲敲門: 現地研究基本功 洪伯邑, 陳懷萱, 黃舒楣, 黃書緯, 呂欣怡, 陳怡伃合著; 洪伯邑主編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44 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 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羅伯特.埃斯基爾森(Robert Eskildsen)作; 林欣宜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51 閒暇、身體與政治: 近代中國游泳文化 潘淑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82 龍淵述學 鄭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099 山川為證: 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 What the landscape tells us: on-site studies of classical East Asian literature簡錦松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863505105 大域微分幾何. 中, 活動標架法 黃武雄著 二版 精裝 2

9789863505112 大域微分幾何. 上, Riemann幾何基礎 黃武雄著 二版 精裝 2

9789863505129 大域微分幾何. 下, 幾何變分學 黃武雄著 二版 精裝 2

9789863505136 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 <<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佐藤將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143 心之無對性: 先秦儒學體現的文化性格 徐聖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150 颱風= Divine wind 克里.伊曼紐(Kerry Emanuel)作; 吳俊傑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167 中古文學論叢 林文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174 古典小說散論 樂蘅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181 漢魏六朝文學論集 廖蔚卿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1

交大鐵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科大校友會全國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出版中心



9789863505204 象徵與體物: 先秦兩漢禮儀中的修身與教化觀= Symbols and bodily senses: self-cultiv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ritual in pre-Qin and Han China林素娟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5211 組織策略執行: 專案管理的視角 江俊毅, 黃偉, Gary Klein, 吳曉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297 中國詞學的現代觀 葉嘉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303 言語行為、言論自由與傷害: 立基於言語行為的言論自由理論鄭光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310 晚鳴軒論文集 葉慶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327 熟番與奸民: 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柯志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365 海底隧道: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二十三屆 張素卿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372 心之無對性: 先秦儒學體現的文化性格 徐聖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389 大域微分幾何. 上卷, Riemann幾何基礎 黃武雄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505396 大域微分幾何. 中卷, 活動標架法 黃武雄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505402 大域微分幾何. 下卷, 幾何變分學 黃武雄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505433 台灣史論叢. 戰後政治篇,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薛化元, 蘇瑤崇, 侯坤宏, 松田康博, 蘇瑞鏘, 陳儀深, 若林正丈, 陳翠蓮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464 全球在地化在英語檢定測驗的體現: 「全民英檢」沈冬, 吳若蕙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488 康德論自由: 道德自由、法權自由與人的尊嚴張雪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501 從鄉到城: 一個中國縣城的社會轉型 任柯安(Andrew B. Kipnis)著; 陳亮, 張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525 象徵與體物: 先秦兩漢禮儀中的修身與教化觀林素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297 Me too智慧飲食= Me too@smart dietarian 王裕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699 明槧寶光: 明代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2019 Ming Qian Bao Guang Conference on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王國良, 李瑋皓, 張家維, 郭明芳, 黃東陽, 黃思穎, 賴貴三, 謝玉玲作; 柯皓仁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73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年報. 2020=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annual report柯皓仁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624743 晚清教育制度西化的前奏: 癸卯學制頒行前西式教育的借入= The prelude of the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educational borrowing from the west before the enacting of Gui-Mao school system周愚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750 素養導向職前體育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 理念與實務= 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or initi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the idea and practice掌慶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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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113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書. 2020莊季高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981149 來到漁玩: 漁港的日常 蕭堯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981156 臺灣里海: 與海洋和諧共榮的社區故事 蕭堯仁, 賴玟潓, 陳均龍, 陳璋玲, 黃宗舜, 黃㴒絜, 唐炘炘編著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215 國家藝術聯盟「新銳獎」. 2021年: 西畫類優勝作品專輯 平裝 1

9789869831222 國家藝術聯盟新銳獎. 2021年: 水墨類優勝作品專輯 平裝 1

9789869831239 兩岸教授當代繪畫創作聯展. 2021 平裝 1

9789869831246 台魯名家邀請展. 第三屆 吳真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943 全國兒童畫選: 第46屆國泰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國泰金控公關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551 戀戀摩瑟情. 2021= Being in love with Moser.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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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9517 Buddy English. vol 16, the magic piano= 美語巴弟. 第十六冊, 魔法鋼琴國語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海洋大學媒體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國家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88

臺大磯永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泰金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裕生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529 國際扶輪3461地區獨一無二名人錄. 2021-22年度張星輝, 黃朝國, 薛秋雄, 薛敬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4402 國際扶輪3462地區年度報告書. 第3屆= RID 3462 the 3rd district annual report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1447 全新!新制多益TOEIC聽力題庫解析 Hackers Academia著; Joung, 談采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461 全新!新制多益TOEIC閱讀題庫解析 Hackers Academi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478 我的第一本日語會話課本 張蓉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485 NEW 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測驗必考題型陳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492 NEW 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必考題型陳頎著 平裝 1

9789864541508 NEW GEPT新制全民英檢初級閱讀測驗必考題型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許秀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515 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測驗必考題型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李佳靜, 林姿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1522 全新！NEW GEPT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題庫解析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郭文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539 韓語文法精準剖析 姜炫和, 李炫妌, 南信惠, 張彩璘, 洪妍定, 金江姬著 平裝 1

9789864541546 我的第一本印尼語會話課本 王麗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553 我的第一本日語文法: 一看就懂的日語文法入門書,適用完全初學、從零開始的日語文法學習者!五十嵐幸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560 英文寫作公式 白善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584 全新！NEW GEPT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閱讀題庫解析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郭文興, 許秀芬著 其他 1

9789864541591 NEW GEPT全新全民英檢中高級寫作&口說題庫解析郭文興, 許秀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1607 NEW GEPT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題庫大全: 完整10回試題,掌握最新出題趨勢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1402 創意入門: 用喜歡改變世界 原野守弘著; 張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2463 基因色彩教妳好命 徐躍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8125 台灣嘴之懷古風情畫 田純慈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6004 奇幻!真台灣: 來聽台語ê囡仔古 章世和故事; 林佾勳(Meganlin), Min王科閔繪圖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9985 亞洲咖啡認證實務操作手冊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00070 Fun學中級英文文法 Dennis Le Boeuf, 黎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00094 新制多益閱讀滿分奪金演練: 1000題練出黃金應試力PAGODA Academy著; 關亭薇, 劉嘉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00216 超好學日語五十音(寂天雲隨身聽APP版) 葉平亭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000414 商務英文簡報技巧全攻略(寂天雲隨身聽APP版)Ian Andrew Mckinnon著; 羅竹君, 鄭家文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00438 Challenging the NEW TOEIC test(寂天雲隨身聽APP版)Kim Su Hyeon, Choi Young K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00452 Specialized English for tourism(寂天雲隨身聽APP版)Kiwi Cheng, Owain Mckimm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000469 學測英文克漏字滿分攻略: 50回精華模擬試題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Richard Luhrs, Laura Phelps作; 劉嘉珮, 黃詩韻,江奇忠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00476 關鍵英單: 108課綱進階字彙. 3, Level 5–6(寂天雲隨身聽APP版)Judy Majewski, 葉立萱, Brian Foden, Richard Luhrs著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扶輪3462地區總監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扶輪3461地區總監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隆市新建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隆輕鬆廣播電台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基因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因色彩



9786263000483 練英單. 3: 108課綱進階字彙邊背邊練習, Level 5–6(寂天雲隨身聽APP版)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00636 關鍵英單: 108課綱核心字彙. 2, Level 3–4(寂天雲隨身聽APP版)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2308 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 What are you going through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著; 張茂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2315 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 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著; 張茂芸譯 其他 1

9786269532322 倖存之家= The Dutch house 安.派契特(Ann Patchett)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4008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暨環境設計研究所系所專刊特輯. 2021= Kun Shan University Dept. of Spatial Design 2021 Department Special Issue張郁靂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0109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製作成果專刊. 11O級= Kun Sh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2021 year book鄭明輝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4020 數位影像處理: 使用Octave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4037 工程數學: 使用Mathematica. 下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4044 民生電子研討會論文集. 2021 2021民生電子研討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65956 三國深喉嚨: 趣聞X懸案X八卦X史料,深度追蹤被改寫的三國真面目劉燁, 山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963 水滸有點派: 跟著梁山一百零八將在宋朝熱血革命劉燁, 山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970 以管攻管: 叛逆宰相的人生翻轉聖經,管仲的心機管理手記劉燁, 山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987 在偽善社會裡,荀子教你做自己: 收斂、自制與行動力,儒學大師的完美人生建構法劉燁, 山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5994 你的軟爛人生,墨子來拯救: 先秦的積極社畜哲學,不是只有兼愛跟非攻!劉燁, 岳展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007 軍師,我想好好活: 鬼谷子的腹黑職場生存術,不是他被暗算,就是你被插刀!劉燁, 岳展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014 細說紅樓: 真事隱去,假語村言,揭開紅學面紗 劉燁, 山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175 習慣致命: 潛伏在暗處的健康刺客,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許承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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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166199 腹黑經商史: 美國大膽X猶太心機X日本巧取,不懂商人一肚子壞水,下一秒就被生吞活剝!崔英勝, 季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04 一點茶識 鄭春英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28 觀賞水草養殖輕鬆入門 AQUA LIFE編輯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35 經典炒飯燴飯 本書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42 話說英國兩千年 馮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59 變幻的化學天地 晨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66 居室配色指南 凱文.麥克勞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73 你若不傷,歲月無恙: 一本讓你與自我對話的超強心理能量手冊李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397 積極、正向,自制力: 培養正能量的8堂微練習 劉惠丞, 肖建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403 責任的重量: 當責是企業菁英的態度,負責是永不過時的素養李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410 生而為人,哪有不煩: 別對快被壓垮的人說加油,找回被逼瘋前的日常俞姿婷, 大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854 主管得了一種好好說話會死的病: 得罪員工ing!從批評、命令到激勵,完美主管的10堂說話課楊仕昇, 尤嶺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646 回到塵封的古蜀國: 三星堆解密 吳維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063 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是禍害?: 孩子不是你的財產與沙包,你不是在教育,是在發洩情緒胡郊仁, 趙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087 因為職場太險惡,所以需要心理學: 學校不會教,但不懂很吃虧的人際周旋術藍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094 好色: 解析性格、時尚改造、療癒身心......從路人甲變成萬人迷,色彩的影響力超乎你的想像!謝蘭舟, 韋秀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131 崩壞的秩序 硝煙四起的歲月: 國軍密謀空襲臺灣、比核爆更慘烈的火燒東京、讓美軍吃癟的神奇小徑......從60場經典戰役看近代各國戰爭史陳深名, 趙淵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148 斜槓古人 一些微浮誇、小荒唐的古人日常:古代當官有試用期X梁朝有個宇宙大將軍X宋朝人數學很好X元朝也有洗門風孟飛, 呂雙波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155 飲食騙局: 瘦肉精、病死豬、灌水牛、地溝油,好好吃飯怎麼這麼難?從採購到烹調全部一手包辦,健康飲食不求人!方儀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162 新三從: 婚前好女兒,婚後好妻子,產後好母親!完美詮釋所有角色,除了妳「自己」丁智茵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179 養生,你的人生才能從退休後開始: 辛苦了大半輩子,你該做的不是養老,而是享受下一個三十年楊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186 鄉聞泰山 夏照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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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崧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崑山科大空設系暨環設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視傳系



9789865168360 自殺產生器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377 屍戀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384 婚殺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391 斷指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407 魔術屍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414 血色謎蹤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421 惡手大衣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469 冥畫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13 我們只想生一個: 1+1等於1,也很好 孫桂菲, 趙建, 鄒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20 投資5年,本金從4萬到1億的女人: 從省錢、定存到股票,專屬小資女的質感理財提案淘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37 知識失業: 萬金油型、書呆子型、高專業化型,你是哪一型?康昱生, 柳術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44 韭菜投資學: 0失手投資規劃制訂X8要點培養投資執行力X7戒律保本絕不再翻船韋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51 高效學習者都在用的科學思維: 從笛卡爾、達爾文、愛因斯坦等18位科學家,培養屬於天才的思考姚建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68 焦點力: 吸引力法則X畢馬龍效應X心理暗示,打造迷人氣場的11堂練習課林庭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75 領導,轉型!別當整天瞎忙的主管: 揮別老掉牙的NG管理方法,用全新思維掌握企業未來!藍迪, 王麗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82 績效管理 從今天開始高績效: 多種產業X豐富實例X大量圖表X實戰經驗胡勁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599 簡單讀懂25本管理學經典: 彼得.杜拉克X史賓賽.強森X諾斯古德.帕金森X查爾斯.漢迪徐博年, 李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643 極度專注: 精準打造專屬你的最佳學習模式 姚建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667 領導,轉型!別當整天瞎忙的主管: 揮別老掉牙的NG管理方法,用全新思維掌握企業未來!藍迪, 王麗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8674 韭菜投資學: 0失手投資規劃制訂X7戒律保本絕不再翻船X8要點培養投資執行力韋維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8681 極度專注: 精準打造專屬你的最佳學習模式 姚建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8704 人生,就是要笑著面對苦澀的事: 活著真的很累,所以更要抓住幸福的尾巴憶雲, 于曉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11 小女人的氣血診療室: 讓妳即使素顏,也能美到發光!宸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28 出事先別怪孩子,可能問題在父母 方佳蓉, 肖光畔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35 卡內基正念力: 拯救上萬迷茫者的成功學,一生必讀的世紀思考經典韓立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42 史學宰相: 資治通鑑驚天下,千古賢臣司馬光 李金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59 四十歲的男人,千萬別只剩一張嘴: 睡不好、沒性趣、有三高!一本寫給所有中年男人的健康注意事項盧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66 幼稚園手工訓練與實踐 張源, 劉慶月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73 困境、絕望、逆襲、重生: 既然崖邊已經沒有退路,不如放手一搏義無反顧莫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80 當我離開,才知道愛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797 蓋茲思維: 成為微軟員工必備的思考 黃家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803 數字科學養生法: 吃飯只吃7分飽、每天行走6,000 步、睡前泡腳15分,用數字避免亞健康上身馬淑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896 出事先別怪孩子,可能問題在父母: 打罵教育、放牛吃草、溫室花朵,你是養出蛋殼孩子的問題家長嗎?方佳蓉, 肖光畔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8926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你不知道的歷史故事X你該知道的厚黑規則李祐元, 長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940 大老闆思考 讓企業快速成長的12種競爭力模式: 老闆的能力有多強,企業的前景就有多寬廣陳立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957 如果,宇宙: 穿越千載浩瀚時空,探索絕美天外奇蹟侯東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964 沒有好的想法,就別衝動創業: 餿主意讓你傾家蕩產,好點子帶你財務自由胡文宏, 呂雙波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971 重啟的二次人生 孩子讓我成為更好的自己: 心理諮商師X老公前世情人,從懷孕生產到全職媽媽,苦中作樂、笑中帶淚的育兒日記李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988 狼性法則: 合作X忠誠X警惕X頑強 戴譯凡, 劉利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995 博恩.崔西的銷售法則: 讓比爾蓋茲、股神巴菲特、傑克.威爾許奉行的商業定律丁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008 學校沒教,但你必須學的八堂職場先修課 張雪松, 蔡賢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015 學會寵愛自己,走到哪裡都是女神降臨: 不看眼色、不受擺布、不為別人而活,向7位希臘女神學習做一名極品女人恩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022 雙向溝通: 沒有回饋的資訊,都只是我們的自以為是岳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039 壞掉的教養: 血緣的距離最近,心的距離卻最遠周雲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07 創業起手式: 每一個今天離職的人,明天都可以成為公司的老闆張振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14 媽媽俯下身,走進孩子的世界: 過濾原生家庭的教養複製,別成為你討厭的那種父母王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21 新手爸媽的六堂安全課,讓孩子遠離「意外」: 食物中毒、電線走火、燒燙傷、誘拐綁架、地震......生活處處是危險!洪春瑜, 吳學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38 總之,就是慾求不滿: 恐懼症、戀母情結、惡夢的真相......一本書讀懂十九世紀最大膽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劉燁, 諾瓦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45 歷史上的真假關羽: 三國演義只是故事,壽亭侯關羽跟神話中的武聖關公差很大柴繼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52 關鍵飲食 健康沒有祕密,只需好好吃一餐: 身體不好都是因為吃錯東西?改變飲食的小習慣,不花錢也能吃出健康長壽陳明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69 天之際: 華夏民族之「天觀」與「祭義」綜覽徐鴻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76 8小時人生: 培養90%的人都欠缺的CEO思考,讓你不再與升遷擦肩而過余亞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83 不糾禪: 想快樂,必須先學會不執著 要幸福,必須先懂得放開手杜昱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190 中國酒文化: 酒史x酒俗x敬酒辭x酒令,暢談杯中忘憂物,細數古今風流事趙惠玲, 羅烈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206 因為客戶太難搞,所以需要心理學: 其實,90% 的訂單,都可以靠心理學成交藍迪, 黃榮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213 那些你不願承認的邪惡: 重返64處心理學案發現場,揭露最陰暗的人性李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220 紅骨髓 王祥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237 窒愛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305 練習忘記: 比起記住曾經美好的記憶力,你更需要遺忘痛苦的失憶力吳學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28 中國崛起需要大國心態: 歷史只說明過去,不代表今日的成就查繼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35 先付出,才能領取獎勵: 給孩童的「財商」課,致富能力要從小養成黃依潔, 史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42 很庶民的經濟學: 月底又要吃土?六堂課教會你日常經濟學,低薪不是存不了錢的藉口!梁夢萍, 馬銀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59 人生直至盡頭,始終是條蜿蜒曲折的路: 選擇了就要走下去,因為無法重新來過李定汝, 宗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66 我不是教你笨,是告訴你做人不要太聰明: 別總想著算計誰,「精打細算」小心自己也被算進去李定汝, 余一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73 治癒假象: 小病為何被治成大病,找對病因才能治好病楊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80 陳廷敬: <<康熙字典>>總閱官, 任官清廷五十三年,教授康熙二十四載馬甫平, 馬雨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497 催眠,不是讓你睡: 這一刻起,你都要聽我的!一位催眠師的診間手札邰啟揚, 吳承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503 天之際: 華夏民族之「天觀」與「祭義」綜覽徐鴻模撰述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9527 紅骨髓 王祥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9534 休謨主義的人性科學: 人性論、因果問題、歸納推理、自我理論劉燁, 曾紀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541 舌尖上的中華鄉土小吃: 說人、說吃、說做法,道盡小吃裡的大情意李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589 白茶: 淡香清韻,乃茶中隱者 秦夢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596 你的老闆其實沒這麼喜歡你: 別好奇、別找藉口、別說「不公平」,職場上不可不知的遊戲規則吳載昶, 鄭一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19 愛在雪花飄揚時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64 練習忘記: 比起記住曾經美好的記憶力,你更需要遺忘痛苦的失憶力吳學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7593 一本搞定 高分過關!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高級5回必勝模擬試題+詳解(初試+複試): 詳解本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6205 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英文試題完全解析: 詳解本. 110年版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6212 Aptis普思國際英語檢定3回模擬試題+詳解(詳解本)(兒青版)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6229 Aptis普思國際英語檢定3回模擬試題+詳解(詳解本)(通用版/職場版)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6236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基礎字彙. Levels 1 & 2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6250 GEPT新制全民英檢初級閱讀實戰力Level Up!: 詳解本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6267 近十年英文指考試題詳解: 詳解本. 110年版 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3007 攻破四技二專統測英文非選擇題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635 2021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30 Days of Prayer International編著; 30天中文編譯團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831642 2021为穆斯林世界祷告30天 30 Days of Prayer International编著; 30天中文编译团队译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6151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1, 誰偷了乳牛? 施曉蘭, 楊嘉慧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151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1, 誰偷了乳牛? 施曉蘭, 楊嘉慧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168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2, 官兵捉小偷 楊嘉慧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168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2, 官兵捉小偷 楊嘉慧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175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3, 蛋糕怎麼切? 楊嘉慧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175 貓偵探的數學謎題. 3, 蛋糕怎麼切? 楊嘉慧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182 紅豆綠豆碰: 給我一顆聰明丸 吳佐晰文; 吳淑華, 謝文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199 芝麻開笑門. 4 康軒編輯群文; 劉俊良等圖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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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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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6274 我的AI同學 陳靜芬文; 蝗蟲哥哥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46274 我的AI同學 陳靜芬文; 蝗蟲哥哥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46281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六冊(3下) 丁翠苓, 李敏華, 余能信, 邱詩涵, 張繻方, 陳碧涵, 楊淑苓, 蔡政杰, 龍芝寧, 謝芳怡, 蕭玉琴編寫三版四刷 平裝 1

9789865546298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四冊(2下) 陳厚諭, 黃國恩, 黃智勇, 陳俊民, 郭昇, 吳念芝, 陳柏蓉, 邱得全, 高嬅, 梁嘉音, 謝芳怡, 邱寵萱, 劉芸函, 馮嘉玉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6304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二冊(1下) 王鶴森, 陳厚諭, 李亦芳, 黃正杰, 黃智勇, 陳逸民, 謝芳怡, 蕭玉琴, 李欣靜, 楊裕隆, 莊蕙鴻, 王詩文, 高薏亭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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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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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06

送存冊數共計：106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康軒文教



9789865356774 阿公阿媽去上學 李光福文; 吳姿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781 我的AI同學 陳靜芬文; 蝗蟲哥哥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56781 我的AI同學 陳靜芬文; 蝗蟲哥哥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356811 國中數學Fun學練功坊. 20, 相似形 劉建宏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28 國中數學Fun學練功坊. 21, 圓形 劉建宏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6835 國中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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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56880 ㄅㄆㄇ故事王國: 注音學習套裝(進階) 鄒敦怜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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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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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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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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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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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明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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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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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57788 王文華的說話課: 女巫想說的祕密 王文華文; 桃子, 阿喵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788 王文華的說話課: 女巫想說的祕密 王文華文; 桃子, 阿喵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795 王文華的說話課: 巫師要聽的祕訣 王文華文; 桃子, 阿喵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795 王文華的說話課: 巫師要聽的祕訣 王文華文; 桃子, 阿喵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849 國小生活學習評量. 1上 丁思與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303 食平安,過好年 蘇懿禎作; 木口子繪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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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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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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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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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5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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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英語隨課練. 第一冊(1上) 俞振舟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8907 國中數學隨課練. 第五冊(3上)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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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5358969 ㄅㄆㄇ超長屏風遊戲書: 注音符號逛逛樂 黃鼻子繪; 許庭妮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010 少了我,世界多麼冏. 1, 改變生活的發明 鄭倖伃, 顏樞文; 陳虹伃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027 少了我,世界多麼冏. 2, 溫暖人心的發明 鄭倖伃, 顏樞, 王致凱文; 陳虹伃圖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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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59096 中文真棒Textbook. 4= Amazing Chinese 叶绍苹, 陈立芬,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编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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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59218 中文真棒workbook. 4= Amazing Chinese 叶绍苹, 陈立芬,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编 平裝 1

9789865359478 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B1= Do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485 實踐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B2= Do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492 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D1= Invento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359515 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F1= Mak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522 創造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F2= Make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539 中文真棒(Teacher's book). 4= Amazing Chinese 叶绍苹, 陆佳, 涂馨文, 谭咏瑜, 魏黛薇编 平裝 1

9789865359546 我會做環保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553 吃點心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560 我長大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577 歡迎光臨便利店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584 洞洞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591 種子發芽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07 圓圓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14 我愛塗鴉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21 方方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38 花草對對碰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45 餐具好夥伴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52 鹽的魔法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69 文具妙用多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76 大賣場好好逛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83 走!上市場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690 我的好朋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06 夏天,你好!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13 一起愛地球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20 夏日嘉年華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37 我愛玩遊戲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44 有趣的圖像符號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51 工具王國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68 文字派對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75 環保小達人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82 美味的祕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799 哇!開花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805 夏日狂歡節 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812 快樂上小一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829 跟我去旅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836 米食料理72變 林士譽作; 林孜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843 吃一片雲: 好想快快長大的毛毛蟲 薛潔絢作; 王書曼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359850 FUN心去旅行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867 貓偵探的食安推理故事: 啊!校外教學怎麼了? 方秋雅文; BO2圖 初版 平裝 2

9789865359959 米食料理72變: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980 吃一片雲: 主題探索書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997 美食小玩家: 好吃的美食自己做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021 我愛吃水果: 探索水果的小祕密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656 麵粉就醬玩: 動手揉麵團、做西點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670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2冊 王昭華, 林淑期,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687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6冊 王昭華,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214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一冊(3上) 王淑芬, 李光華, 巫淑貞, 康心怡, 顏英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221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二冊(3下) 吳俊傑, 張淑瓶, 張道榮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238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七冊(4上) 康心怡, 蔡美錦, 鄧美珠編寫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260245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八冊(4下) 林美玉, 康心怡, 蔡美錦, 鄧美珠編寫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260252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九冊(5上) 巫淑貞, 康心怡, 蔡美錦, 鄧美珠編寫 初版七刷 平裝 1

9786263260269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十冊(5下) 巫淑貞, 康心怡, 蔡美錦, 鄧美珠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276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十一冊(6上) 巫淑貞, 康心怡, 蔡美錦, 鄧美珠編寫 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6263260283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十二冊(6下) 巫淑貞, 康心怡, 蔡美錦編寫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260290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一冊(1上) 林稹甫, 姚宗呈, 苗桂蓉, 陳明德, 陳羿伶, 廖容瑜, 蔡宜螢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306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二冊(1下) 林稹甫, 苗桂蓉, 張佑誠, 陳明德, 陳羿伶, 廖容瑜, 蔡宜螢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313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三冊(2上) 林稹甫, 苗桂蓉, 張佑誠, 陳明德, 陳羿伶, 廖容瑜, 蔡宜螢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320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四冊(2下) 林稹甫, 苗桂蓉, 陳明德, 陳羿伶, 廖容瑜, 蔡宜螢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337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五冊(3上) 林稹甫, 苗桂蓉, 陳明德, 陳羿伶, 蔡宜螢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344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六冊(3下) 林稹甫, 苗桂蓉, 張佑誠, 陳明德, 陳羿伶, 蔡宜螢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351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七冊(4上) 李佳穎, 俞名芳, 苗桂蓉, 陶琪然, 楊彼得, 廖碧嬌編寫初版五刷 平裝 1

9786263260368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八冊(4下) 李佳穎, 俞名芳, 苗桂蓉, 陶琪然, 楊彼得, 廖容瑜, 廖碧嬌編寫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6263260375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九冊(5上) 俞名芳, 苗桂蓉, 陶琪然, 楊彼得, 廖容瑜, 廖碧嬌編寫初版七刷 平裝 1

9786263260382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十冊(5下) 俞名芳, 苗桂蓉, 陶琪然, 楊彼得, 廖容瑜, 廖碧嬌編寫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6263260399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十一冊(6上) 俞名芳, 苗桂蓉, 陶琪然, 楊彼得, 廖容瑜, 廖碧嬌編寫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6263260405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十二冊(6下) 俞名芳, 苗桂蓉, 陶琪然, 楊彼得, 廖容瑜, 廖碧嬌, 蔡宜螢編寫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6263260610 國民小學數學. 第一冊(1上) 曾婉菁, 趙曉瑩, 陳莉芳, 應雅鈴, 張亦甯, 陳素敏, 林玫伶, 侯詩瑜, 林美曲, 李香慧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627 國民小學數學. 第二冊(1下) 曾婉菁, 趙曉瑩, 陳莉芳, 應雅鈴, 張亦甯, 陳素敏, 林玫伶, 侯詩瑜, 林美曲, 李香慧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634 國民小學數學. 第三冊(2上) 張亦甯, 陳欣儀, 陳素敏,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李香慧, 林玫伶, 林美曲, 侯詩瑜, 賴以威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641 國民小學數學. 第四冊(2下) 張亦甯, 陳欣儀, 陳素敏,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李香慧, 林玫伶, 林美曲, 侯詩瑜, 賴以威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658 國民小學數學. 第五冊(3上) 張元鳳, 張雅文, 陳欣儀,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賴以威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665 國民小學數學. 第六冊(3下) 李香慧, 張元鳳, 張雅文, 陳欣儀,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賴以威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672 國民小學數學. 第七冊(4上)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林玫伶, 侯詩瑜編寫三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260689 國民小學數學. 第八冊(4下)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林玫伶, 侯詩瑜編寫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696 國民小學數學. 第九冊(5上)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侯詩瑜編寫 三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260788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第一冊(3上) 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 廖進德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795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 第二冊(3下) 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 廖進德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801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三冊(4上)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818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四冊(4下)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825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五冊(5上)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832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六冊(5下)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856 國民小學數學. 第十冊(5下)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侯詩瑜編寫 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849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七冊(6上)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863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八冊(6下)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870 國民小學數學. 第十一冊(6上)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侯詩瑜編寫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60887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第一冊(3上) 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 廖進德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900 國民小學數學. 第十二冊(6下)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編寫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60894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第二冊(3下) 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 廖進德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917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 第三冊(4上)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924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 第四冊(4下)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931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 第五冊(5上)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948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一冊(1上) 曾婉菁, 趙曉瑩, 陳莉芳, 應雅鈴, 張亦甯, 陳素敏, 林玫伶, 侯詩瑜, 林美曲, 李香慧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955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 第六冊(5下)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986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二冊(1下) 曾婉菁, 趙曉瑩, 陳莉芳, 應雅鈴, 張亦甯, 陳素敏, 林玫伶, 侯詩瑜, 林美曲, 李香慧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962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 第七冊(6上)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979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習作. 第八冊(6下) 王純姬, 吳美慧, 卓麗容, 邱文娟, 胡甫育, 黃建榮, 葉承輝, 簡朝宗編寫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993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三冊(2上) 張亦甯, 陳欣儀, 陳素敏,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李香慧, 林玫伶, 林美曲, 侯詩瑜, 賴以威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006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四冊(2下) 張亦甯, 陳欣儀, 陳素敏,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李香慧, 林玫伶, 林美曲, 侯詩瑜, 賴以威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013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五冊(3上) 張元鳳, 張雅文, 陳欣儀,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賴以威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020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六冊(3下) 李香慧, 張元鳳, 張雅文, 陳欣儀, 陳莉芳, 曾婉菁, 楊絮媛, 蔡宜樺, 應雅鈴, 賴以威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037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七冊(4上)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林玫伶編寫 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044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八冊(4下)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林玫伶, 侯詩瑜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3261051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九冊(5上)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編寫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61068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十冊(5下)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侯詩瑜編寫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61075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十一冊(6上)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 侯詩瑜編寫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61082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十二冊(6下) 吳曉蓉, 林玉鴦, 曾婉菁, 趙曉瑩編寫 三版 平裝 1

9789574461455 國小客家語課本. 第六冊 馮輝岳等編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6242 引航選修化學.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洪煌生編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9903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暨身心靈健康」論文集. 第十四屆=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conference on Kang-Ning Holistic Educ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 General Education李金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9563 重新詮釋人生風景: 用敘事治療改寫命運,為生活找到解方秦安琪, 曹爽, 梁瑞敬, 黃綺薇, 葛思恆作; 梁志君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587 童話與夢境的療癒力量: 心理師陪伴你從逆境中長出復原力的23個故事黃宗堅, 海苔熊(程威銓), 趙書賢, 柯政華, 周冠邑, 吳東彥, 蘇世修, 蘇桂慧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4777 大學學測寫作必備手冊: 英文寫作起承轉合運用與寫作實戰=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writing essential handbook張維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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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74814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決戰必勝本)= SAT grammar review test張維總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8522 Rainbow readers. set 1. book 1, rat and ram Gabby Goering作 平裝 1

9789869728539 Rainbow readers. set 1. book 2, Tad and the hen Quenttis Ashby作 平裝 1

9789869728546 Rainbow readers. set 1. book 3, Gus and Zug have funBrittany Demmond作 平裝 1

9789869728553 Rainbow readers. set 1. book 4, Pip and Jim John Quinlisk作 平裝 1

9789869728560 Rainbow readers. set 1. book 5, frog on a log Kristin Walker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彩虹時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225

送存冊數共計：238

康寧泰順書坊



9789869728577 Rainbow readers. set 1. book 6, Gus, frog and the fishGabby Goeri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9354 零點零零 陳克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065 52堂文藝課: 愛&文學 路加人文雅集 王學敏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3001 歸位: 從心開始的家庭教育 皇甫軍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0761 花束集: 捷克民族傳說集 埃爾本(Karel Jaromír Erben)著;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繪; 林蒔慧, 呂齊弘, 夏沛倫, 陳宥汝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3546 Where旅遊味: 啡假日旅行 劉建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295 成語突破 學萌教育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7749 這些會話最常說！救急速成話題王,和外國人不尬聊的5大生活會話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763 英語閱讀輕鬆學: 文章理解x文法概念x前後銜接,閱讀直覺反應吳悠(Gisel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800 從生活到職場都要學英語 Kevin Zhu, 許澄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824 JLPT新日檢(N1文字.語彙)經典1000題大作戰 李曉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831 生活必備!5個單字就能輕鬆開口說出的英文會話張瑩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848 從4件事學英文: 母語人士最常用的生活單字 張瑩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855 心智圖簡單學文法: 詞類句型X大量解題X詳細解析的致勝17堂課蔡文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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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886 用九宮格學習法拆解英文單字字根、字首、字尾: 先記憶X再內化X後試題的必勝三「步」曲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893 全方面破解英文7000單字: 萬用例句X補充句型X文法解析的必勝三「步」曲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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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豪英語教學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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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7930 越讀越有趣的教育故事與管理 吳少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884 用積木學科學知識. 1: 跟著阿基米德玩自然動力車STEAM宋德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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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1964 少年新眼光讀經: 風浪中的呼召與平安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捷沛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英社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惟智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麋鹿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從容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情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教育之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073 與耶穌一起，談愛情: 神對戀愛、婚姻與性的美好心意傑弗森.貝斯齊(Jefferson Bethke)著; 童貴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8656 復活小百科 瞿海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9094 箴言智慧書: 一天5分鐘,90天掌握箴言的人生大智慧盧俊義著 新版 其他 1

9789860683271 為自己,再勇敢一次 安妮.唐絲(Annie F. Downs)著; 尤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0143 「鬼滅之刃」戰鬥人生生存語錄：52個閃耀著愛和熱血的心靈應援金句=「鬼滅の刃」の折れない心をつくる言葉藤寺郁光作; 王詩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0150 咖啡家族: 京都六曜社傳承三代的人情滋味故事= 京都.六曜社三代記 喫茶の一族樺山聰著; 雷鎮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208 「鬼滅之刃」戰鬥人生生存語錄 藤寺郁光作; 王詩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81222 吃顆桃子= Eat a peach 張錫鎬(David Chang)作;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260 身體: 給擁有者的說明書= The body: a guide for occupants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作; 沈台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277 WILL: 威爾史密斯回憶錄 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 馬克.曼森(Mark Manson)著; 李建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3667 跟著福爾摩斯去辦案: 推理演繹偵探遊戲 啟得文化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63674 競技級的金牌戰鬥紙飛機 YOUNG編著 平裝 1

9789869863681 跟著福爾摩斯去辦案: 推理演繹偵探遊戲 啟得文化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63698 模型紙飛機 啟得文化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3708 丘語錄 丘立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2000 智慧科技與創新教學發展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2021敏實科技大學智能科技學院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2109 壯姆斯的星際旅行 陳怡雯圖; 蔡欣樺文 精裝 1

9789860652116 壯姆斯的星際旅行練習本 陳玟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2111 泰語44音完全自學手冊 陳家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517 開始吧!與柴犬一起生活 西川文二監修;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715 貓咪生病了,怎麼辦? 佐藤貴紀執筆; 黃筱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2814 必考!新多益單字217 楊智民, 蘇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2869 自閉症孩子希望你了解的10件事: 學習如何與自閉兒溝通和相處,認識自閉症孩子的真正需求!愛倫.諾波姆(Ellen Notbohm)著; 張家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000 腦的應用科學: 一本講透大腦結構、解析腦力關鍵、助你掌握AI時代的大腦活用術茂木健一郎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031 台灣野鳥圖鑑. 陸鳥篇= Wild birds of Taiwan 廖本興著 增訂一版 其他 1

9786267009048 病理學: 圖解版有趣到睡不著 志賀貢著; 魏俊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055 氣象大解密: 觀天象、談天氣,解惑常見的101個氣象問題西蒙.金(Simon King), 克萊爾.納西爾(Clare Nasir)著; 林心雅, 李文堯, 田昕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086 品酒入門指南: 從歷史、釀製、品酒、到選購,帶你認識101個實用酒知識鄭菀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222 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 1, 預視力量(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the sight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高子梅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239 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 2, 洶湧暗河(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dark river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陳順龍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246 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 3, 驅逐之戰(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outcast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高子梅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253 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 4, 天蝕遮月(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eclipse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鐘岸真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260 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 5, 暗夜長影(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long shadows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韓宜辰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277 貓戰士三部曲三力量. 6, 拂曉之光(暢銷紀念版)= Warriors: sunrise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迪特,霍爾(Dieter Hörl)繪; 鐘岸真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啟得創意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旋音音創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啟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敏實科技大學智能科技學院



9786267009284 動手玩自然: 果實X葉子X種子皆好玩 鄭一帆(銀樺), 鄭皓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291 從0開始圖解梵谷: 以圖解的方式解讀後印象派大師「梵谷」燃燒的靈魂陳彬彬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307 瓢蟲圖鑑= Ladybug 林義祥(嘎嘎), 虞國躍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321 糟糕壞小孩: 髒兮兮= The world’s worst children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郭庭瑄譯 平裝 1

9786267009338 糟糕壞小孩: 氣嘟嘟= The world’s worst children 2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郭庭瑄譯 平裝 1

9786267009369 易經說減重很簡單: 減重名醫教你運用易經的智慧,輕鬆達成減重的目標趙世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390 不可思議的人體: 讓醫學博士告訴你正確的人體知識與奧妙神奇之謎= 眠れなくなるほど面白い 図解 人体の不思議荻野剛志監修;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413 雲圖鑑 田中達也著; 黃郁婷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420 賽德克族文化誌 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 Watan Diro, 余秀娥(Maruta Buyung)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437 第一次養文鳥就上手: 照護、餵食、互動、疾病、健康管理的全方位指南一本通!= 文鳥: 育て方、食べ物、接し方、病気のことがすぐわかる!伊藤美代子著; 淺田Monic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499 費曼學習法: 不管學什麼都能成功的技巧與心法尹紅心, 李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505 開始遊西班牙說西語: 西.英.中三語版 陳南妤作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09529 糟糕壞小孩: 鬧哄哄= The world's worst children. 3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蔡心語譯 平裝 1

9786267009536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四, 黑暗湧動= Warriors: darkness within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約翰‧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574 看穿人心的小動作: 生活中常見的100種小動作觀人術!從不經意的小動作看出他/她在想什麼匠英一著; 簡中昊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581 超圖解土壤、肥料的基礎知識&不失敗製作法後藤逸男著; 張華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09598 免疫與疾病的科學: 慢性發炎預防訣竅與新型治療方法宮坂昌之, 定岡惠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604 走路的科學: 間歇式健走教您正確有效的走路,提高持久力、肌力、降三高!能勢博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611 打開犯罪心理學大門: 詐騙、竊盜、縱火、性騷擾、殺人犯,這些壞人都在想什麼?= 悪いヤツらは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 ゼロからわかる犯罪心理学入門桐生正幸著; 魏俊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628 糖尿病救星糖尿病大解密: 降低胰島素、減少糖分攝取,才是治癒第2型糖尿病最重要的關鍵= The diabetes code傑森.方(Jason Fung)著; 劉又菘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6267009727 跟著廟口說書人看廟趣: 聽!郭喜斌戲說彩繪X剪黏X交趾X木雕X石雕經典裝飾故事郭喜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819 WOW!驚喜百科. 1, 用AR認識動物 迪沃(Devar)教育娛樂科技公司作; 蔡心語編譯 精裝 1

9786267009840 植物神話與傳說 查爾斯.史金納(Charles M. Skinner)著; 曾盈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9895 NMN的逆齡奇蹟 劉景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00050 添翼: 培力與轉變的社工路 吳文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00142 圖解韓語基本2000字 郭修蓉(Jessica Guo)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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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32039 如果企鵝在羅馬 顏立宇, 陳家慶, 潘佑寧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2008 濃情淡日: 一盞茶、一方藥、一塊錶。 王雅緹, 李冠賢, 林祐廷, 范紘齊, 何其芸, 陳妍欣, 袁楷哲, 曹子柔, 張庭甄, 劉兆崴, 顏家齊, 趙采儀, 謝鈺麟, 鄭文黌作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2015 埃及冒險趣 彭承濰, 白瑜楨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2022 我的嫁妝店 張庭甄, 游欣諺, 何其芸作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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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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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924 吳沙,我想問你....?= Wusa,may I ask you...? 蘇柔安, 羅翊綾, 呂昱葶, 呂湘羚, 廖雨蓉, 羅庭愉, 彭咨儀, 吳立歐, 謝顥音作.繪初版 精裝 2

9789578736955 阿嬤的回憶錄= Grandma's memories 宜蘭市東村社區關懷據點生活美學課師生群圖.文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晨風當代藝術團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8318 不怕!先走再說 吳惠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2831 誰又在跟煩惱徹夜談心: 告別憂鬱,找回曾經快樂的那個你陳德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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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486624 簡易催眠術: 父母讓孩子愛上學習的魔法. 小學篇管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486716 政客的工具人: 從樓起到樓塌,十七位商業巨擘的坎坷人生張愛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723 物聯網時代 從E化社會到U化社會: 無人車X行動辦公X線上教育X智慧家居X智慧醫療X行動支付黃建波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839 虛擬實境輕鬆入門: VR遊戲X虛擬醫療X智慧車X場景行銷劉向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860 被利用的價值: 互利人脈關係學,打造最穩固商業友誼劉惠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877 精準用人: 掌握三大徵才關鍵,頂尖人才不請自來溫亞凡, 柳術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884 員工下班,主管加班?: 授權與激勵的藝術: 加薪了還離職?你的員工需要的是尊重!岳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914 心靈,進廠維修中: 憂鬱症、焦慮症、逃避現實、社交恐懼......你的心靈生病了謝蘭舟, 馬海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6921 這世界上沒有天才,只有優秀的記憶法: 記不住東西不是你笨,只是用錯了方法李祐元, 段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97140 創業家用生命告訴你的事! 楊淑玟主編; 張天雄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7157 我要知道我是誰: 一個藝術治療的故事 呂素貞作; 黃子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7164 彩虹的繭 林忠億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7522 喚醒存在的力量: 禪卡的20道人生練習題 孫子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8282 兒科值班守則 LysineNotGlutamate著 平裝 1

9789869778299 臨時交換的演員 伶風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05252 超前部署企業雲.非懂不可: 最強圖解虛擬化,OPENSTACK企業雲一日即成羅偉立, 楊文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5269 創新電子商務入門與應用 數位新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276 從入門到運用掌握After Effects CC動態圖像設計(極薦版): 剖析AE MG動態圖像設計常用的製作案例吳信成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5283 HTML+CSS網頁版面設計: 輕鬆寫語法.快速修版型郭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5290 極度巔峰Adobe Substance 3D: 遊戲設計3D建模技術實戰白乃遠, 陳冠鵬, 黃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5313 好痛痛: 醫師、物理治療師、教練聯手救治你的運動傷害好痛痛醫療資訊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320 超端新世代網路概論 簡國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337 輕鬆學會運算思維與Java語言設計基礎實務 陳德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344 After Effects高級特效技術手冊: 十大插件應用精粹白乃遠, 黃文興, 陳冠鵬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5368 iClone7動畫大師: 輕鬆學會即時專業動畫製作 吳敬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5375 3ds Max實務操作手冊 許村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382 3ds Max 2021遊戲建模與動畫設計 張家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399 IT進階修煉: Kubernetes容器雲全方位應用 閆健勇, 龔正, 吳治輝, 劉曉紅, 崔秀龍, 趙玲麗, 何通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5405 After Effects Expression全面解剖: 由淺入深極速上手AE頂層技術(極薦版)白乃遠, 趙國松, 陳冠鵬, 黃文興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5412 動畫輕鬆做 iClone全功能實戰攻略(極薦版) 張嘉仁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5429 一竿走天下: Gopro動閃特效 王以斌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5436 APCS C++解題高手 數位新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5450 ZBrush極新版 超絕數位雕刻創作密技: 人物、場景、道具設計一把抓白乃遠, 黃文興, 陳冠鵬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9105 中學生小論文寫作完全指導 董幸正作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文華泉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清涼音

淡江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深思文化創意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涵集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深石數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1693 大話資料結構(全新彩色版) 程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09 Facebook流量爆炸終極心法 林建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16 AI黃金時期正好學: Tensorflow 2高手有備而來龍良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23 駭客廝殺不講武德: CTF強者攻防大戰直擊 Nu1L戰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30 股票發大財: 用Python預測玩轉股市高手精解 胡書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47 大數據淘金術: Python機器學習高手實彈演練 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54 演算法: 最強彩色圖鑑+Python程式實作: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1761 機器學習: 彩色圖解+基礎微積分+Python實作: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78 企業倫理新說: 觀念與實例 林晉寬, 馬成珉, 林俊雄, 廖宜慶, 陳昭蓉, 游淑萍, 虞邦祥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85 網管大殺器: 用Python和精控企業IT架構 王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792 無卡無現金時代: 網路支付業務規劃設計及實作曹兵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08 黑色產業鏈: 網路詐騙技術首度現場公開及防範馬傳雷, 孫奇, 高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15 Spring Boot微服務跨語言: 最強Kotlin後端開發終極範例袁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22 最新AI技術: 知識圖譜集技術概念大成 肖仰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39 最後的贏家 黃正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46 大數據精析: PB級資料倉儲企業實戰 尚硅谷IT教育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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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7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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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76287 GA到GA 4掌握網站數據分析工具的技術原理與商業思維張秉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94 Python金融市場賺大錢聖經 張峮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317 金融市場x Python程式交易: 高手親自傳授的自動化投資聖經張峮瑋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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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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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76492 Python網路爬蟲: 大數據擷取、清洗、儲存與分析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4102 山林戀歌: 深緣及水生態文學 黃文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497 <<淨土三經>>要義 凈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9122 紫微講堂 傳通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325350 旋元佑英文字彙 旋元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381 零失誤!商務日文書信決勝技巧 蔡佩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398 英中新聞筆譯: 編譯實務技巧與應用 廖柏森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5325404 英文研究論文寫作: 文法指引 廖柏森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5325411 韓語兔的行動韓語發音班 韓語兔小學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435 英文研究論文寫作: 段落指引 廖柏森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5325442 和英文系學生一起上英語聽說課 黃玟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5325459 Shadowing跟讀法: 神奇打造日語表現力 今泉江利子著; 王秋陽, 林宜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466 字幕翻譯必修課: 40部電影接案練習本 陳家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473 不小心當了日文翻譯?: 新手譯者的教戰守則 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480 TOEIC L&R TEST多益閱讀模測解密 加藤優, 野村知也, Paul McConnel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497 TOEIC L&R TEST多益聽力模測解密 加藤優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03 New TOEIC TEST多益文法密集特訓 中村紳一郎, Susan Anderton, 小林美和作; 葛窈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10 New TOEIC TEST多益閱讀密集特訓 中村紳一郎, Susan Anderton, 小林美和作; 許可欣, 葉韋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27 New TOEIC TEST多益聽力密集特訓 中村紳一郎, Susan Anderton, 小林美和作; 許可欣, 黃薇嬪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深緣及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土宗

深智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文圖書



9789575325534 TRY!日本語N1達陣: 從日檢文法展開全方位學習ABK公益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41 TRY!日本語N2達陣: 從日檢文法展開全方位學習ABK公益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58 TRY!日本語N3達陣: 從日檢文法展開全方位學習ABK公益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65 TRY!日本語N4達陣: 從日檢文法展開全方位學習ABK公益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72 TRY!日本語N5達陣: 從日檢文法展開全方位學習ABK公益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89 TRY!START日本語的第一步: 3歲到100歲都能學會的50音會話町田惠子, 藤田百子, 向井あけみ, 草野晴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596 新日検完勝対策N1: 漢字.語彙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02 新日検完勝対策N1: 文法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19 新日検完勝対策N1: 讀解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26 新日検完勝対策N1: 聽解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33 新日検完勝対策N2: 漢字.語彙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40 新日検完勝対策N2: 文法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57 新日検完勝対策N2: 讀解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64 新日検完勝対策N2: 聽解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71 新日検完勝対策N3: 漢字.語彙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88 新日検完勝対策N3: 文法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695 新日検完勝対策N3: 讀解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701 新日検完勝対策N3: 聽解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718 新日検完勝対策N4: 漢字.語彙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725 新日検完勝対策N4: 文法.讀解.聽解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732 新日検完勝対策N5: 漢字.語彙.文法.讀解.聽解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749 大學全英語授課: 900句課堂情境句型與應用 廖柏森, 朱雯琪, 李明哲, 金瑄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756 New TOEIC TEST多益解題字彙: 用7大題型學3000單字The Japan Times & Logoport編; 蔡易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763 旋元佑英文閱讀 旋元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800 英文研究論文寫作: 搭配詞指引 廖柏森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5325831 超圖解英文同義字 佐藤誠司作; 蔡易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862 TOEIC L&R TEST 14天達標600分!全圖解多益解題技巧塚田幸光著; 蔡易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886 Shadowing跟讀法: 英式英語發音聽力訓練 Dr Fiona Hu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5325893 TOEFL®托福決戰字彙3800 神部孝作; 蔡易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5916 黃玟君的觀念英文閱讀. 1, 從看懂句子開始 黃玟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5325923 TOEIC L&R 多益圖解攻略筆記(新制題型) 富岡惠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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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9653 無畏面對死亡= How to face death without fear 喇嘛梭巴仁波切(Lama Zopa Rinpoche)作; 陳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660 恆河大手印 帝洛巴尊者原典作; 慈怙廣定大司徒仁波切釋論作; 妙融法師藏譯中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9677 薩迦成佛地圖: 第41任薩迦崔津法王的傳承智慧= Freeing the heart and mind. part three: teachings of the Sakya Path第41任薩迦崔津法王(His Holiness the Sakya Trichen)作; 呂旻芯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8142 告別成癮= Outgrowing addiction with common sense instead of ''disease'' therapy斯坦頓.皮爾(Stanton Peele), 查克.羅茲(Zach Rhoads)著; 吳夢陽, 徐定, 奚瑾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159 湯姆歷險記=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馬克.吐溫著; 王幼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166 基礎日本語形容詞.形容動詞(大字清晰版) 趙福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173 日本人的哈拉妙招: 日語慣用句典(攜帶版) DT企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180 說日語好流行!日本人聊天必說流行語 Aikoberry, 菅原朋子, 平松晋之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8203 後疫情時代的未來= The future after COVID 傑森.申克(Jason Schenker)著; 李永學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210 到底想成為做什麼事的人 李瀧著; 陳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227 初學者輕鬆上手 日語自他動詞 DT企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234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日本經典怪談(彩圖版) 北田夏己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8296 洛克菲勒給子女的一生忠告(典藏有聲精裝版)約翰.D.洛克菲勒著; 馬劍濤, 肖文鍵編譯 三版 精裝 1

9789577108319 越寫越讀越上手 日語五十音習字帖 DT企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8326 合格必勝!N2新日檢: 必考文法總整理 劉文照, 海老原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108340 初學者開口說日語(大字清晰版 ) 中間多惠編著 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2107 真武蕩魔錄 塵影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笙旌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笛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1217 王記食譜: 料理莎士比亞= Wang's private recipe: how to cook Shakespeare?王嘉明著; 趙夏嫻, 盧琳, 王廣耘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1210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1, 衝啊!洗澡囉! 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1227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2, 啊哈!我也要生小寶寶!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1234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3, 好奇寶寶就是我!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1241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4, 我不喜歡!停 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1258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5, 小寶寶出生的秘密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1011 Re- 江泓陞主編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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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6153 星之彩: 洛夫克拉夫特天外短篇集= Color out of spac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H.P. LovecraftH.P. 洛夫克拉夫特著;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3704 風水有真有假,你知道嗎? 林明璽著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0190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著; 吳妍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5119 不知為何,我就是覺得會爆紅!韓劇王牌編導拆解20年經典神劇的爆紅公式孫政鉉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713 巴黎聖母院(鐘樓怪人)(獨家復刻1831年初版作者手稿&1888年經典插畫|法文直譯全譯本)維克多.雨果(Victor-Marie Hugo)著; 李玉民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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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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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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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45942 不平等的童年(跨世代社會學革命性經典鉅著): 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安妮特.拉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973 手斧男孩.落難童年求生記: 作者Gary Paulsen自傳小說蓋瑞.伯森(Gary Paulsen)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024 愛妻省力便當 貝蒂做便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086 2034全面開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實戰小說): 美軍NATO歐盟統帥揭密預警#台灣人必讀!= 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艾略特.阿克曼(Elliot Ackerman), 詹姆斯.史塔萊迪(Admiral James Stavridis)作; 譚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123 暖呼呼.湯便當 水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130 黑死館殺人事件: 本格推理炫技經典.四大奇書始祖小栗虫太郎著; 詹慕如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6154 哲學的故事 威爾杜蘭(Will Durant)作; 林資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6307 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 政府、傳媒與廣告商,如何把偏見灌進「你」的腦裡,打造「他們」要的共識?艾華.S.赫曼(Edward S. Herman), 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著; 沈聿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338 有鍋就能煮 嘖嘖料理手帳zez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3136 專業技術士檢定: 女子美髮丙級術科試題解析鄭玉芬, 鍾晏瑜, 張艾君, 郭美貝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莎妹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速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這樣影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逗點文創結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軟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陵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7662 周易繫辭傳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527679 周易繫辭傳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527686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5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732 神氣滿臺 張瑞元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749 聖地出任務: 台灣國際志工故事集= Volunteers' journal王聖茵, 成威進, 朱子涵, 吳采臻, 呂亭儀, 李映欣, 卓亭均, 周子玄, 周泓吾, 林詠竣, 紀如憶, 翁暐婷, 張雅雯, 陳巧縈, 陳秀菁, 陳時宇, 陳真芬, 陳德瑈, 黃品豪, 黃美惠, 黃耘琪, 潘家婕, 蔡佳育, 蔡宜芳, 鄭婷瑄, 羅伊珊著; 蘇育平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756 山棕.月影.太陽.迴旋: 卜袞玉山的回音= Asik Kaihaninguas buan Vali panhaizuzu: isBukun tu painsing'avas Ludun'usaviav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Bukun Ismahasan Islituan)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8792 別送 鍾文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8907 透明的紅蘿蔔(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8914 藏寶圖(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8921 紅耳朵(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48938 球狀閃電(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8945 蒼蠅.門牙(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8952 初戀.神嫖(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8969 老槍.寶刀(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8976 美女.倒立(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9010 山本 賈平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9201 月亮與六便士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作; 陳逸軒譯; 徐偉翔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218 29張當票. 4: 千金不換的人生現場 秦嗣林作者.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256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作; 陳枻樵譯; 林沛笭, 郭霖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263 異鄉人 卡繆作; 張一喬譯; 馬國堯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270 鼠疫 卡繆作; 顏湘如譯; 郭霖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287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作; 宋瑛堂譯; 連思宇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294 變形記 卡夫卡作; 姬健梅譯; 張乃文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300 大地之子 山崎豐子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49317 浮雲 林芙美子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409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安德列.艾席蒙作; 吳妍蓉譯; 郭霖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416 日安憂鬱: 法國才女莎岡風靡全球的傳奇之作莎岡作; 陳春琴譯; 穆宣名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430 老人與海 海明威作; 楊照譯.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638 小太陽(林良爺爺最經典作品) 林良作; 洪耀[]朗讀 其他 1

9789863449669 大汗之怒: 蒙古鐵騎與日本武士的海上交鋒,忽必烈東征的未竟之路周思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676 國學潮人誌,古人超有料: 12位最強男神女神,成敗起伏的生命中,有哪些與眾不同的求生姿態、不同的「潮」宋怡慧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706 朕的日常: 360度展示皇帝日常的爆笑劇場 古人很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713 福澤諭吉自傳: 開啟日本明治維新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著 ; 楊永良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49737 上流社會 朱利安.費羅斯(Julian Fellowes)著; 簡秀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751 薩拉戈薩手稿 揚.波托茨基(Jan Potocki)著; 方頌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768 大疫年紀事: 史上第一部瘟疫文學,歐洲小說之父丹尼爾.狄福融合紀實與想像之震撼作品丹尼爾.狄福(Daniel Defoe)著; 謝佳真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49799 生來已逝的愛德華.高栗: 「死小孩」圖文邪教教主的怪奇人生馬克.德瑞(Mark Dery)著; 游淑峰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812 罪行海洋 伊恩.爾比納(Ian Urbina)著; 林詠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829 愛情酒店 陳雪作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49843 話語權的世紀角: 從TED、論壇到智庫,公共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面對「思想產業」的理念拉鋸與道德考驗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著; 翁尚均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850 宣傳學: 「公共關係學之父」伯內斯代表作: 一群隱形統治者如何影響我們的心思,塑造我們的品味,暗示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愛德華.路易斯.伯內斯(Edward Louis Bernays)著; 楊理然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904 血清素 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著; 嚴慧瑩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935 29張當票. 4, 千金不換的人生現場 秦嗣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942 我們為什麼還沒有死掉?: 史上最有趣的免疫系統科學漫談(原來,你能活著還真是奇蹟!)伊丹.班-巴拉克(Idan Ben-Barak)著; 傅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959 摩卡僧侶的咖啡煉金之旅: 從葉門到舊金山,從煙硝之地到舌尖的醇厚之味,世界頂級咖啡「摩卡港」的崛起傳奇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49997 金色夜叉 尾崎紅葉作; 章蓓蕾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015 大宋之變1063-1086: 破解百年大宋由盛轉衰的關鍵真相,還原北宋政爭君臣在歷史大時局的命運與選擇趙冬梅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022 婚禮之途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039 孤島通信 宋尚緯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381 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修訂版)= Mao: the unknown story張戎, 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著; 張戎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404 消失的另一半 卡繆作; 顏湘如譯; 連思宇朗讀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魚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麥田

雪明講習堂



9786263100428 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傅凱羚,新新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442 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傅凱羚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473 「我反對!」不恐龍大法官RBG第一手珍貴訪談錄: 橫跨30年,11場關於愛、自由、人生及法律的對話傑佛瑞.羅森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572 中共百年間諜活動 彼得.馬提斯(Peter Mattis), 馬修.布拉席爾(Matthew Brazil)著; 林詠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589 看得見的人類大遷徙= Migration: the movement of humankin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羅賓.寇恩(Robin Cohen);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602 日本世代標籤: 團地族、橫出世、低溫世代、乙男蟻女、蛇顏男、刀劍女、絆婚......昭和、平成到令和START!124個看穿日本一世紀社會變化的世代標籤事典茂呂美耶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626 我們最幸福: 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作; 郭靜樺朗讀 其他 1

9786263100633 想像的動物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著; 彼德.席斯(Peter Sís)繪圖;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100671 庭院深深: 最美的宋詞英譯新詮 許淵沖英譯; 吳俁陽賞析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688 零時差攻擊= This is how they tell me the world ends妮可.柏勒斯(Nicole Perlroth)作; 李斯毅, 張靖之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695 解鎖世界= Unlocking the world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作;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701 未竟的帝國: 英國的全球擴張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著; 黃中憲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718 觀看的視界= The sense of sight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吳莉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725 大國政治的悲劇=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作; 張登及, 唐小松, 潘崇易, 王義桅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0732 庭院深深: 最美的宋詞英譯新詮 許淵沖英譯; 吳俁陽賞析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756 面對這世界的惡意,我也會活得毫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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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6263100763 造夢者: 吳岱穎絕版詩作精裝復刻 吳岱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00770 博士熱愛的算式= 博士の愛した数式 小川洋子著; 王蘊潔譯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00787 拜託了!數學先生. 3: 畢業前夕的戀愛不等式 向井湘吾著;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794 拜託了!數學先生 向井湘吾著;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00831 奧修的靜心冥想課: 21天的意識鍛煉,幫助你找回真正的自己= A course in meditation: a 21-day workout for your consciousness奧修OSHO著; Sevi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862 奧修的靜心冥想課: 21天的意識鍛煉,幫助你找回真正的自己奧修(OSHO)著; Sevit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879 零時差戰爭: 一場祕密進行的軍備競賽如何引發末日之戰?<<紐約時報>>資深記者歷時7年、訪問逾300位關鍵人物,從駭客、影子經紀人到各國強權,拼湊21世紀致命武器的地下交易網的真實面貌妮可.柏勒斯(Nicole Perlroth)作; 李斯毅, 張紫蘭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0886 無足輕重的女人=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索尼亞.普內爾(Sonia Purnell)作;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916 面對這世界的惡意,我也會活得毫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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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00930 就算牠沒有臉: 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黃宗慧, 黃宗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947 條漫創作聖經: 向最強數位內容創作陣容取經!學習韓國webtoon的創作心法、場景調度、分鏡技巧,到推銷企劃並進軍人氣平台實用創作全書= 웹툰스쿨洪蘭智, 李鍾範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954 攀登技術全書 易思婷(小Po)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961 危險= デンジャラス 桐野夏生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985 奧匈帝國氣象史: 動力氣候學、帝國治理與研究尺度= Climate in motion: science,empire,and the problem of scale黛博拉.柯恩(Deborah R. Coen)作; 翁尚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005 謙卑先生與屠夫醫生: 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對移植人類大腦的追求,以及靈魂移植的探索布蘭迪.席萊斯(Brandy Schillace)著; 徐仕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012 黑雨= 黒い雨 井伏鱒二作;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029 夜晚的潛水艇 陳春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036 中國故事 閻連科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050 失落之山 奧古斯丁.馬丁尼茲(Agustin Martinez)作;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081 老槍.寶刀(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01098 初戀.神嫖(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01104 美女.倒立(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01111 蒼蠅.門牙(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莫言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01128 親愛的艾文漢森 瓦爾艾米奇(Val Emmich), 史提芬列文森(Steven Levenson), 班吉帕薩克(Benj Pasek), 杰思汀保羅(Justin Paul)著; 陳佳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180 人性枷鎖. 上冊: 毛姆百年經典 毛姆作; 林步昇譯; 吳文揚朗讀 其他 1

9786263101197 人性枷鎖. 下冊: 毛姆百年經典 毛姆作; 林步昇譯; 吳文揚朗讀 其他 1

9786263101203 吃佛: 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作; 郭靜樺朗讀 其他 1

9786263101227 隱谷路: 反映百年精神醫學史變革,一段深入思覺失調家族的心智之旅= Hidden valley road: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羅伯特.科爾克(Robert Kolker)作;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487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精選輯365) 許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976 大漠天驕: 戈壁既出 誰與爭鋒 沈朋盛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2919 指彈吉他訓練大全= Complete fingerstyle guitar training盧家宏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962926 Hit101中文流行鋼琴百大首選(簡譜版) 邱哲豐, 朱怡潔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9962933 Hit 101校園民歌鋼琴百大首選(簡譜版) 邱哲豐, 何真真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962940 隔音工程實務手冊= Sound insulation for acoustics陳榮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2957 童謠100首 麥書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0

送存冊數共計：90

麥禾陽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240 「<<百年春風-臺灣近代書畫教育典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盧瑞珽, 盧正忠, 吳弘鈞, 莊麗雪, 呂玉惠, 林亮吟, 許志芳, 林淑智, 張維元, 蘇玟瑜編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02384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 王汎森, 杜正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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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5941 資通安全電腦稽核: 高風險電子商務詐騙郵件(BEC)查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1版 其他 1

9789869895958 個人資料保護法遵科技: 個資檔案管理電腦稽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3版 其他 1

9789869895965 個人資料保護法遵科技: 資料庫個資管理電腦稽核實例演練黃秀鳳作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2698 Phonics kids. 6, the split vowel pairs and r-controlled vowelswritten by Su-O Lin, René Hsieh; illustrated by Francesca Assirelli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6986 英語發音急診室: 格林法則專家教你學會k.k.音標和自然發音,讓你掌握英語發音的道理楊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6993 英語2000核心單字12週特訓班 曾婷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103 翻譯大師教你搞懂200個易混淆英文用法 余亨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127 英語自學策略: 制霸7000英文單字 Tong We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134 怪醫鳥博士骨髓移植(漫畫)手記: 血液專科醫師推薦!樂觀正面、堅定信念、改變生命Dr.bird詹皓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158 大腦20倍記憶力量: 每天15分鐘打造英語聽力即戰力Michael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165 大腦20倍記憶力量: 每天15分鐘打造英語單字即戰力Michael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172 大腦20倍記憶力量: 每天15分鐘打造生活英語會話即戰力黃琪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3660 翻身!上班族財富自由之路: 從扛債青年走向致勝投資人,如何啟動致富腦,打敗死薪水,用房產、股市翻轉人生實作林裕豐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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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9002 The Kiboomers written by The Kiboomers 初版3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29026 Hidden pictures: playscenes Illustrated by Jannie Ho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29019 Hidden pictures: playscenes Illustrated by Jannie Ho 初版二刷 精裝 第1冊 1

9789860629033 Hidden pictures: 1-2-3 puzzles art by Mike Moran 初版2刷 精裝 1

9789860629040 Hidden pictures: ABC puzzles illustrated by Kelly Kennedy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660 銷魂文案: 打造變現力NO.1的超給力文案生成器！！王晴天, 陳威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4523 古代妙新聞 古人很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4554 Costco便當好食提案 卡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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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凱薩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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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立智語文

傅狷夫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婕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創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731 交響曲<<夢>> 工藤新の助: 作品四十 樂團總譜= The conductor score Shinnosuke Kudo: symphony No.1 in B major ''Dream'' op.40工藤新の助(羅浩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1748 交響曲<<夢>> 工藤新の助: 作品四十 管弦樂分譜= Orchestra part scores Shinnosuke Kudo: symphony No.1 in B major ''Dream'' op.40工藤新の助(羅浩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7656 神性的你: 跟隨你的心,活出豐盛的自己 蔡欣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663 人生就實現兩個字: 改變 黃毓麟口述; 張綺恩, 葉仝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9267687 侏儸紀峽谷 陳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694 流傳千年的歐洲養生術: 薩諾勒醫學院養生之道汪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700 妳受男人青睞嗎?: 孤獨經濟正崛起 蔡紹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717 藥膳同源全素食: 超越長壽維他命! 董發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724 管理者的雜貨鋪: 企業的管理、領導與經營 阮喜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731 100天成功建立事業渠道 王志吉, 林郁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762 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 黃姝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786 行.入喜馬拉雅山 TAMANG,TENZIN TULKU, 仁欽秋吉.愛麗絲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793 罡 徐聯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09 太陽系帝國 羽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23 熟女壯遊. 2: 樂遊國際開創第三人生 胡語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30 金剛經中的第三聲音 徐明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47 烏拉蓋河畔 鍾瑞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54 家醫: 守護你健康的好鄰居 陳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61 花舞山嵐農莊: 阿蓮娜的蛻變花園= A farm with flowers in the Mists-Alena's transmutative garden陳似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78 衰老是必然的嗎?暗生物來了! 李天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885 環遊世界七大洲的追夢計畫 吳淑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908 淬鍊的土碳續集: 生命之樹 土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922 人間修行. 五, 修行天平: 真實的跟自己和解 莫林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977 形而上、虛無主義 非理性的世界: 青年丙丁思想漂浪之旅日誌林丙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984 卻顧所來徑 曙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7991 遊戲王主義論 王柏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2006 瑜珈光影 林南妘作; 蔡啟祥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643 流量為王!迎接TikTok時代: 百萬播主實戰上線,TikTok經營操作大公開蕭聰傑, 周琦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91650 白袍之心: 乳癌治療路上的陪伴 廖國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0086 跟自己作伴: 找回獨處不心慌的安定力量 蔡惠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4916 食癮: 胰島素5.0健康計畫 蕭慎行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8516 我有脊柱侧弯﹕一本给患者、家长与治疗师的指南汉斯.鲁道夫.韦斯(Hans-Rudolf Weiss)着; 汪作良译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7783 外婆傳說 小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7808 <>新論及其他: 來自佛教儀式、習俗、文本的視角侯沖等作; 侯沖, 王見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815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十九 王見川等作; 馬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822 扶鸞文化與民眾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Flying Phoenix范純武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7914 善書、經卷與文獻. 三 王見川, 李夢, 朱明川, 張琬容, 侯沖, 王惠琛作; 范純武主編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倫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海文化



9789867127921 閩浙贛寶卷與儀式研究 李志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0235 曲徑通幽: 換個角度看中國歷史 江達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0259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海域與文化傳播 松浦章, 李寧, 馬成芬, 邢繼宣, 卞鳳奎, 安嘉芳, 張釗嘉, 劉碧蓉, 陳坤松, 孔穎, 趙思倩, 曹悅, 王竹敏, 何娟娟, 楊蕾作; 松浦章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0327 佛教、歷史、留學交流視角下的近代東亞和日本闞正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0334 中古中國宗教經典與儀式研究 曹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5147 邁向經濟新紀元及其他論文= 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白裕承譯 精裝 1

9789869985154 動盪時代的管理= 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顧淑馨譯 精裝 1

9789869985161 管理未來=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林麗冠譯 精裝 1

9789869985178 退休基金革命= 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許貴運譯 精裝 1

9786269506408 為成果而管理= Managing for results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羅耀宗譯 精裝 1

9786269506446 Drucker on totalitarianism and salvation by society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4619 生態農場如何賺大錢賺健康 吳睿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5229 Refactoring for software design smells中文版: 管理技術債Girish Suryanarayana, Ganesh Samarthyam, Tushar Sharma著; 袁國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513 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2021繁體中文版)= SolidWorks 2021: SolidWorks drawings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834 Ubuntu 20管理入門與實作 王進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865 Python資料科學與機器學習: 從入門到實作必備攻略Frank Kane著; 陳光欣譯 平裝 1

9789864347889 SOLIDWORKS Simulation基礎培訓教材(繁體中文版)= SOLIDWORKS Simulation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7896 Clean Code學派的風格實踐: 重構遺留Codebase,突破C#效能瓶頸Jason Alls著; 江玠峰譯 平裝 1

9789864347919 SOLIDWORKS Simulation專業培訓教材(繁體中文版)= SOLIDWORKS simulation professional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7926 CQRS命令查詢職責分離模式 Ajay Kumar著; 錢亞宏譯 平裝 1

9789864347933 圖解TCP/IP 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964 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 影音剪輯實戰x行動影音剪輯x特效處理x微電影實作x影音社群行銷鄭苑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7971 多元裝置時代的網站UI/UX設計法則: 打造出讓使用者完美體驗的好用介面原田秀司著; 許郁文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8015 IG商品攝影指南: 日本人氣寫真家,教你拍出在社群媒體上最迷人的照片!= インスタグラム商品写真の撮り方ガイド6561, 中野晴代, もろんのん著; 陳翰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046 超實用!業務.總管.人資的辦公室WORD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48282 Excel 2016/2019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8299 Office 2016/2019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8466 行銷人員的AI百寶盒 黃義軒, 平林真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480 圖說演算法: 使用Python 吳燦銘, 胡昭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8497 統計學與Excel資料分析之實習應用 王文中, 錢才瑋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4348510 社群行銷的12堂嚴選課程 榮欽科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8534 專案管理輕鬆學: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教戰寶典胡世雄, 江軍, 彭立言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8541 到日本當軟體工程師入門指南 陳巧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558 網路行銷與SEO超級工作術 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565 刷題實戰筆記: 演算法工程師求職加分的祕笈付東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572 喬叔帶你上手Elastic Stack: Elastic Stack的最佳實踐與優化技巧吳楨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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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4348596 超實用!會計.生管.財務的辦公室EXCEL必備50招省時技(2016/2019)張雯燕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48602 領域驅動設計與.NET Core: 應用DDD原則,探索軟體核心複雜度Alexey Zimarev著; 蔡孟玹譯 平裝 1

9789864348619 翻轉職涯!轉職PM的必備工作力X與工程師的協作溝通心法Rafeni(李星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626 從0到Webpack: 學習Modern Web專案的建置方式陳欣平(Peter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633 到日本當軟體工程師入門指南 陳巧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640 到日本當軟體工程師入門指南 陳巧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657 Excel 2016/2019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664 Office 2016/2019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671 Ubuntu 20管理入門與實作 王進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688 圖解TCP/IP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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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種子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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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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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348718 Excel 2016/2019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725 Office 2016/2019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732 Ubuntu 20管理入門與實作 王進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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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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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種子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763 圖解TCP/IP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770 30天與Docker做好朋友:跟鯨魚先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周建毅(Mile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787 超簡單AIoT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神器: Node-RED視覺化開發工具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794 資料科學的良器: R語言在行銷科學的應用 廖如龍, 葉世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800 Word 365全方位排版實務: 紙本書與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817 影音行銷最佳幫手: 免費視訊剪輯軟體全攻略鄭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831 WebSecurity網站滲透測試: Burp Suite完全學習指南高于凱(Hacker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848 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 影音剪輯實戰X行動影音剪輯X特效處理X微電影實作X影音社群行銷鄭苑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855 初學Python的第一本書: 從基本語法到模組應用林志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862 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 影音剪輯實戰X行動影音剪輯X特效處理X微電影實作X影音社群行銷鄭苑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879 初學Python的第一本書: 從基本語法到模組應用林志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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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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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909 圖說演算法: 使用JavaScript 吳燦銘, 胡昭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916 大話AWS雲端架構: 雲端應用架構圖解輕鬆學李秉鴻, 周廷諺, 何松穎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923 大話AWS雲端架構: 雲端應用架構圖解輕鬆學李秉鴻, 周廷諺, 何松穎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8930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JavaScript 吳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947 物聯網實戰. ESP32篇: 使用樹莓派/NodeMCU-32S/Python/MicroPython/Node-RED 打造安全監控系統林聖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954 你所不知道的必學前端Debug技巧: 即學即用!讓你Debug不求人楊楚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961 Python: 股票X期貨金融策略的116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978 老姐要用Kotlin寫專案,能撐30天嗎?: 從Server到Android APP都是Kotlin的開發生存日記李盈瑩(Kat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985 資安這條路: 領航新手的Web Security指南,以自建漏洞環境學習網站安全林子婷(飛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8992 前端框架Svelte上手指南: 從基本介紹到UI實戰與測試陳愷奕(愷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104 集客瘋潮!FB+Line最強雙效社群行銷術 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111 超實用!會計.生管.財務的辦公室EXCEL省時高手必備50招(Office 365版本)張雯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128 超實用!業務.研發.企宣的辦公室PowerPoint省時高手必備30招(Office 365版本)鄭苑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135 專案管理輕鬆學: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教戰寶典(適用2021新制考試.含敏捷管理)胡世雄, 江軍, 彭立言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9142 圖說演算法: 使用Python 吳燦銘, 胡昭民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9159 專案管理輕鬆學: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教戰寶典(適用2020新制考試.含敏捷管理)胡世雄, 江軍, 彭立言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9166 圖說演算法: 使用Python 吳燦銘, 胡昭民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9173 Linux樹莓派前菜: 從隨手可得的硬體與軟體,實驗Linux內部功能!林有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180 Knock Knock!Deep Learning: 新手入門深度學習的敲門磚廖珮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197 ECMAScript關鍵30天: ES5到ESNext精準進擊JS語法與核心Yuri Tsa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203 AWS CDK完全學習手冊: 打造雲端基礎架構程式碼 IaC林侃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210 定格動畫原廠國際認證課程 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 吳彥杰, 廖珮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227 流行音樂專業音響概論 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 賴坤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9258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Python 吳燦銘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9265 行銷人員的AI百寶盒 黃義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272 從0到Webpack: 學習Modern Web專案的建置方式陳欣平(Peter Che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289 翻轉職涯!轉職PM的必備工作力X與工程師的協作心法Rafeni(李星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296 30天與Docker做好朋友: 跟鯨魚先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周建毅(Mile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02 WebSecurity網站滲透測試: Burp Suite完全學習指南高于凱(Kai, HackerCat)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19 Word 365全方位排版實務: 紙本書與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榮欽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26 物聯網實戰. ESP32篇: 使用樹莓派/NodeMCU: 32S/Python/MicroPython/Node-RED打造安全監控系統林聖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33 統計學與Excel資料分析之實習應用: 培養大數據分析力一定要會的統計分析與資料處理工具王文中, 錢才瑋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349340 喬叔帶你上手Elastic Stack: Elasticsearch的最佳實踐與最佳化技巧吳楨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57 超簡單AIoT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神器: Node-RED視覺化開發工具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64 資料科學的良器: R語言在行銷科學的應用 廖如龍, 葉世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71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JavaScript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88 圖說演算法: 使用JavaScript 吳燦銘, 胡昭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395 30天與Docker做好朋友: 跟鯨魚先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周建毅(Mile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01 WebSecurity網站滲透測試: Burp Suite完全學習指南高于凱(Kai, HackerCat)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18 Word 365全方位排版實務: 紙本書與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榮欽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25 行銷人員的AI百寶盒 黃義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32 物聯網實戰. ESP32篇: 使用樹莓派/NodeMCU: 32S/Python/MicroPython/Node-RED打造安全監控系統林聖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49 從0到Webpack: 學習Modern Web專案的建置方式陳欣平(Peter Che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56 統計學與Excel資料分析之實習應用: 培養大數據分析力一定要會的統計分析與資料處理工具王文中, 錢才瑋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349463 喬叔帶你上手Elastic Stack: Elasticsearch的最佳實踐與最佳化技巧吳楨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70 超簡單AIoT物聯網與網站架設必學神器: Node-RED視覺化開發工具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87 資料科學的良器: R語言在行銷科學的應用 廖如龍, 葉世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494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JavaScript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500 圖說演算法: 使用JavaScript 吳燦銘, 胡昭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517 翻轉職涯!轉職PM的必備工作力X與工程師的協作心法Rafeni(李星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647 Python: 股票X期貨交易策略116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654 老姐要用Kotlin寫專案: 從Server到Android APP的開發生存日記李盈瑩(Kat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661 你所不知道的必學前端Debug技巧: 即學即用!讓你Debug不求人楊楚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678 前端框架Svelte上手指南: 從基本介紹到UI實戰與測試陳愷奕(愷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685 超實用!會計.生管.財務的辦公室EXCEL省時高手必備50招(Office 365)張雯燕著; 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692 超實用!業務.研發.企宣的辦公室PowerPoint省時高手必備30招(Office 365)鄭苑鳳著, 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08 影音行銷最佳幫手: 免費視訊剪輯軟體全攻略鄭苑鳳著, 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15 Python: 股票X期貨交易策略116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22 老姐要用Kotlin寫專案: 從Server到Android APP的開發生存日記李盈瑩(Kat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39 你所不知道的必學前端Debug技巧: 即學即用!讓你Debug不求人楊楚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46 前端框架Svelte上手指南: 從基本介紹到UI實戰與測試陳愷奕(愷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53 超實用!會計.生管.財務的辦公室EXCEL省時高手必備50招(Office 365)張雯燕著; 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60 超實用!業務.研發.企宣的辦公室PowerPoint省時高手必備30招(Office 365)鄭苑鳳著, 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777 影音行銷最佳幫手: 免費視訊剪輯軟體全攻略鄭苑鳳著, 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852 AWS CDK完全學習手冊: 打造雲端基礎架構程式碼IaC林侃賦(Clarenc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869 DRAGONFRAME定格動畫國際認證 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 吳彥杰, 廖珮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876 ECMAScript關鍵30天: ES5到ESNext精準進擊JS語法與核心Yuri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883 Knock Knock! Deep Learning: 新手入門深度學習的敲門磚廖珮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890 Raspberry Pi樹莓派: 12道開胃菜打造Linux核心肌群林有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06 流行音樂專業音響概論 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13 集客瘋潮!FB+Line最強雙效社群行銷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20 資安這條路: 領航新手的Web Security指南,以自建漏洞環境學習網站安全林子婷(飛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37 AWS CDK完全學習手冊: 打造雲端基礎架構程式碼IaC林侃賦(Clarenc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44 DRAGONFRAME定格動畫國際認證 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 吳彥杰, 廖珮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51 ECMAScript關鍵30天: ES5到ESNext精準進擊JS語法與核心Yuri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68 Knock Knock! Deep Learning: 新手入門深度學習的敲門磚廖珮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75 Raspberry Pi樹莓派: 12道開胃菜打造Linux核心肌群林有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82 流行音樂專業音響概論 中華數位音樂科技協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9999 集客瘋潮!FB+Line最強雙效社群行銷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009 資安這條路: 領航新手的Web Security指南,以自建漏洞環境學習網站安全林子婷(飛飛)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995 中福歲月: 蛻變重生的社區營造故事 中福社區發展協會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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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1700 阿提米斯. 7: 心魔上身 歐因.科弗(Eoin Colfer)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717 穿越量子世界. 1: 三鎖之門 索妮雅.費南德茲.維達(Sonia Fernandez-Vidal)著; 馮丞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724 阿提米斯. 8: 末日守護者 歐因.科弗(Eoin Colfer)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731 四力之路: 穿越量子世界. 2 索妮雅.費南德茲.維達(Sonia Fernández-Vidal)著; 馮丞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748 怪咖少女事件簿. 12, 意外的暗戀風暴(中英對照)Rachel René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762 櫃檯沒大人 楊諹(Kelly Yang)著;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779 偵探在菜市場裡迷了路: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 第十八屆牛小流等作; 陳瑠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1786 殺戒. 3, 玄鐘=The toll 尼爾.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9465 鐵皮屋裡的螢火蟲: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作品集. 第十九屆王稼駿, 冒業, 何其美, 懶神作; 陳瑠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9472 羽球場的亡靈 林斯諺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識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35

送存冊數共計：135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識



9789860695250 永恆五國: 穿越量子世界. 3= LOS CINCO REINOS ETERNOS索妮雅.費南德茲.維達(Sonia Fernández-Vidal)著; 馮丞云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0695274 上帝禁區 冷言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744 世界需要怪小孩= The unadoptables 漢娜.圖克(Hana Tooke)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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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0794 沈嶸命相館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9917 神明教我的發財心法 沈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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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3200 怪好喝的烏龍茶: 初識台灣南投鹿谷凍頂烏龍茶製茶工藝: 從討厭到迷戀,一位茶鄉青年的真心告白林政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6306 獨訴斜闌 陳欽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9402 真的嗎!原來動物這樣喝ㄋㄟㄋㄟ! 陳曉宣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8407 解讀老子民族社會主義易道 耿大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8414 解读老子民族社会主义易道 耿大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4622 紅色暗流 黃俊菖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806 臺灣唸謠咱的歌: 台江媽 劉惠蓉作詞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9813 臺灣唸謠咱的歌: 小英雄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20 臺灣唸謠咱的歌: 火金蛄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37 臺灣唸謠咱的歌: 台江媽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44 臺灣唸謠咱的歌: 囡仔狗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51 臺灣唸謠咱的歌: 抐桮洗身軀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68 臺灣唸謠咱的歌: 阿公吹電風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75 臺灣唸謠咱的歌: 春天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82 臺灣唸謠咱的歌: 麒麟鹿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09899 臺灣唸謠咱的歌: 赤牛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3874 森林遊樂學= Forest recreation management 楊知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喜樂隱修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喜歡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喜羊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惠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寒亭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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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喬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壹路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9437 The little mouse and the lion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Serina Eisele; illustrated by Maxime Lebrun 精裝 1

9789576069444 The little mouse and the lion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Serina Eisele; illustrated by Maxime Lebrun 其他 1

9789576069451 The sly fox and red hen retold by Catherine Elseie, Dina Sun; illustrated by Artome Huang2nd ed. 精裝 1

9789576069468 The sly fox and red hen retold by Catherine Elseie, Dina Sun; illustrated by Artome Huang2nd ed. 其他 1

9789576069475 Dinosaur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Ria-Maria Lee 平裝 1

9789576069482 Look at me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Francesca Assirelli 平裝 1

9789576069499 Faye's fear by Andre Louw; illustrator Kübra Teber 平裝 1

9789576069505 Vacation island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Benedetta Capriotti 平裝 1

9789576069512 The gingerbread man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kelly, Jack Yang; illustrated by Valentina Belloni2nd ed. 精裝 1

9789576069529 The gingerbread man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kelly, Jack Yang; illustrated by Valentina Belloni2nd ed. 其他 1

9789576069536 Survival 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illustrator Lorenzo Sabbatini 平裝 1

9789576069543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 written by Y. H. Mew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069550 Reading house. level 3: Jack and the beanstalk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2nd ed. 精裝 1

9789576069567 Reading house. level 3: Jack and the beanstalk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2nd ed. 其他 1

9789576069574 Reading house. stater: Tarzan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illustrated by Elisa Patrissi 精裝 1

9789576069581 Reading house. stater: Tarzan 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illustrated by Elisa Patrissi 其他 1

9789576069598 Dolls not dinosaurs by Andre Louw; illustrator Becky Davies 平裝 1

9789576069604 BBQ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Kübra Teber 平裝 1

9789576069611 Safari by John D. Smith; illustrator Lucy Sempl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1084 恐龍在鐵道上一直奔跑 Watan瓦旦, Ali阿麗, Makao馬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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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6340 無醫村手記: 重回靜浦 陳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357 馬來鬼圖鑑 馬尼尼為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371 一人份的島 劉梅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395 學院式的無聊日常 蔡孟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7545 三國大贏家司馬懿. 上卷, 三方博弈 陸杰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552 三國大贏家司馬懿. 下卷, 巔峰對決 陸杰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569 用幽默的方法,說出你的真心話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576 做人靠智慧,做事靠謀略. 人性攻略篇 金澤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583 從說話方式,看透對方的心思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590 換個說法,就能改變對方的想法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06 厚黑奸雄曹操 齊山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13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商戰奇謀妙計. II 羅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20 感謝折磨你的人. 戰勝逆境篇 凌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37 做人要藏心,做事要留心. 人性本詐篇: 你必須知道的人性叢林生存法則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44 用幽默代替憤怒 塞德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51 你的自信,一定會讓你更加幸運 江映雪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68 活學活用人性厚黑學. 人際應用篇 公孫先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75 別讓現在的你,對不起將來的自己 文蔚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82 改變情緒,就能改變自己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699 站在對方的角度,說話恰到好處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05 活學活用孫子兵法 王照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897712 做人靠智慧,做是靠謀略. 靈活處世篇: 活用智慧,替自己創造更多機會金澤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29 別讓壞心情搞砸你的人生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36 說話能力,決定你能談成多少生意 易千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43 自信的你,一定能改寫自己的命運 黛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50 幽默的人,罵人不會帶髒字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67 做人靠手腕,做事靠手段. 審時度勢篇 陶然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74 一眼就看穿對方超強讀心術 楚映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7781 情緒決定你的格局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普天出版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9

斑馬線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48267 服務行銷 蕭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48274 中國文學經典重探 簡澤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48304 行銷研究 江建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548496 品牌管理 丁瑞華, 楊偉顥著 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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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5868 宋詞是一朵情花: 讀我千嬌百媚,願君如痴如醉李會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5875 將就的日子,更要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5882 花間一壺唐詩酒: 輕酌一口,便是百味人生 李會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5899 生活沒有那麼複雜,很多時候只是戲太多 牧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06 中醫入門超圖解: 初學中醫的第一本書,從理論到中藥,從診斷到治療,速學速記,一次就懂曲淼, 鄭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13 你不是迷茫,而是自制力不強: 影響全世界無數人的哈佛大學行為管理課!菲爾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20 沒有甜橘子,那就來顆酸檸檬加糖吧 張笑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37 古人的閒情逸趣: 談古代中國的民俗生活與文化傳承伊永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44 熱血中醫教你養好肝: 一看就懂一學就會!循肝經解病痛、強身健體的健康指南廖述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51 我只是個有趣的凡人: 蘇東坡 紀雲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68 猶太人是這樣思考的: 一生受用的6個猶太人大智慧柯友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453 打造未來旅館: 智慧物聯旅館實習場域建置計畫 O2O營銷整合應用平台操作手冊林明彥, 潘德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969 新春對聯書寫範本. 二 吳明昌撰寫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6727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516734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516741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516758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516765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516772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516789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516796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晶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景文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魚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92693 學紫微斗數: 遇見更好的自己 黎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8422 After effects新勢界: 8堂課學會AE動畫與特效技巧陳剛毅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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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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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3348 Aguiter老師教你8堂課完全學會烏克麗麗 Aguiter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13355 擺脫執著與束縛,讓人生過得更美好: 傾聽內心的聲音,坦率做自己枡野俊明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3362 奴隸打造帝國; 征服、殖民、剝削,從奴隸船看資本主義的喋血貿易布留川正博作; 張萍譯 平裝 1

9789869913379 理想的廚房生活: 日式料理研究家,教你日日踏實,簡單不堆積(新裝版)渡邊真紀作; 李文華翻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139 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 Bahasa Mandarin Yang Sehari-Hari Dipakai Oleh Orang Indonesia陳玉順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911146 菲律賓人學中文= Pag-aaral ng Chinese ng Pilipino智寬文化編輯團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811 Speak up!play to earn 邱明蕙, 張顥馨編著 平裝 1

9789869853828 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 a journey full of laughter and joy張顥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099 職業駕照考照手冊 智繪文化編 平裝 1

9789869751407 計程車入行完全手冊: 北部地區 智繪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51414 計程車入行完全手冊 智繪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3308 孟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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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1567 社會企業投資之評估架構設計= An evaluation framewok for social enterprise investment劉素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536 CYUT-INTEL聯合實驗室於課程、專題、研究之教學實務成果與技術報告蔡文宗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574 TAAI. 2021: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學院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勝文化

智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智觀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擎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資訊與通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資訊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449 我的黑手父親: 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 謝嘉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0463 處方箋: 一位醫者的思索筆記= The medicine: a doctor's notes凱倫.希區考克(Karen Hitchcock)著; 劉思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0510 正能量: 邁向快樂人生的秘密= Positive energy positive life李茵琦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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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23082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 日不落的西班牙海洋霸業!. 1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099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 日不落的西班牙海洋霸業!. 2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05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 西班牙的日暮危機!. 1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12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 西班牙的日暮危機!. 2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29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 葡萄牙海洋帝國.大航海時代的開路先鋒!. 1李佳伶作 其他 1

9786267023136 得海洋者得天下.海上霸權的崛起與隕落! 葡萄牙海洋帝國.大航海時代的開路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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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6609 消失的旅行: 發現旅行的101種方法=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101 ways of traveling莊坤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949 K圖會作品集. A: 建築師考試: 建築計畫及建築設計題解陳運賢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1956 K圖會作品集. B: 建築師考試: 都市設計及敷地計畫題解陳運賢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1963 黑手撐起一片天: 偉孚興業創辦人黃金城的人生風景黃金城口述; 張欣芸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1970 繽紛樂齡: 合勤共生宅年鑑. 第二輯 真識團隊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1994 風華樂齡: 合勤共生宅年鑑. 第三輯 真識知識內容機構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4502 許孩子一個幸福夢想園 王俐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5830 詹書婷最高演奏家文憑學位音樂會作品詮釋報告詹書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45847 音樂會詮釋報告 詹書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1202 登出鍵= Log out button 莫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219 登出鍵 莫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31226 登出鍵= Log out button 莫子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甦活全球網路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焦點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筆心視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紫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發現台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6188 師者. 第貳冊 王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7400 靜坐與養生之間 王薀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7417 楞嚴經蠡測 王薀講述; 善聞文化創意編輯整理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9987448 拴馬索 王薀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243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B. 一(乙版)周秉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44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經濟學隨堂講義郭國欽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72451 數學B Focus焦點講義(乙版). 一 烏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468 穿越歷史時光屋 陳宇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475 樂活行腳去 楊懿萱, 劉習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48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授課指引王富瑾, 郭孟佳, 郭復齊, 顏偉家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97249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授課指引陳湘芸, 陳怡螢, 蔡美娟, 許彣青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97249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授課指引陳湘芸, 陳怡螢, 蔡美娟, 許彣青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6330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授課指引 陳雪玉編著; 藍馨怡修訂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6331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授課指引 張嘉纖, 廖再春, 楊宜靜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6332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授課指引 鄭茜文, 蔡嘉如, 張雅喬, 蕭嘉銘, 許水富, 巫瑞華, 郭淑莉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0788297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笑傲統測數學C總複習講義王裕閔, 林哲民, 賴映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8303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B Focus焦點講義詳解本(乙版). 一烏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846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習作簿 陳雪玉編著; 趙育農修訂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8852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授課指引 徐芝玲, 巫貞萱, 陳潔怡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88532 世界音樂的公路旅行 陳旻榆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88549 FUN玩音樂: 唱自己的歌 李冠儀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78859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Fun心甄選去 簡嘉盈, 許雅凱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5072 婚姻,相疼正好 游以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85089 神蹟的教訓 黃基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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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603393 票選十大名醫傳奇. 2019年 宋和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3409 風起雲湧 宋和乾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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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1670 垃圾嘰哩咕嚕變 嬉勤文; 黃雄生圖 精裝 1

9789869861687 榕樹爺爺要去哪兒 嬉勤文; 邱千容圖 精裝 1

9789869861694 他們在玩什麼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02 YA!出發了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19 蔬菜長大了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26 來買菜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善聞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人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菩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舒彌曼陀鈴工作室



9789865554033 吃我!吃我!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40 大海,我來了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57 小河流啊流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64 池塘樂悠悠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71 走!去郊遊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88 玩具總動員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095 我是玩具王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101 旅遊小玩家 曹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554118 小燕子找新家 曹華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5554125 開心農場 曹華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5554132 耶!找到了 曹華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8802 生涯發展與職業倫理 黃昌誠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144 台灣設計策略的演變: 台灣設計史= Taiwan design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strategy in Taiwan 1960-2020鄭源錦(Paul Cheng)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49229 那一場帶得走的盛宴 莊明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7849250 觀光餐旅概論 莊暢, 俞秀美, 楊光絢, 孫建平, 蔡亞芝, 陳佩君, 李家蓁, 張瓊嬌編著4版 平裝 1

9789577849304 會計學概要 盧文隆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7849311 會計學 盧文隆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9328 航空客運票務管理: 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王正光, 劉紹鈞, 黃永全, 鍾任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9342 領隊導遊實務= The practice of tour manager and tour guide楊明青, 楊朋振, 王宗彥, 劉仁民合編 八版 平裝 1

9789577849359 商用會話日本語 翁頂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49380 人生風景: 中文閱讀與表達 楊淑雯, 林麗紅, 曾子玲, 葉淳媛, 陳雪玉, 曾玉惠, 林春梅, 蔡美端編著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9397 生涯發展與職業倫理 黃昌誠, 陳恆霖, 楊淑雯, 葉淳媛, 曾玉惠, 林春梅, 陳玉美, 吳淑華, 張麗芬, 陳秀卿, 洪家宗共同編著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6585 一個人決心獲得幸福,就能得到幸福 陳依凡編著 其他 1

9789860696592 走過平坦人生的心靈之旅 葉志冠編著 其他 1

9786269518708 推銷在顧客說不時開始 葉志冠編著 其他 1

9786269518715 治療高血壓就這麼簡單 柯友輝編著 其他 1

9786269518722 來自心靈的智慧: 讓身心度個假 陳依凡編著 其他 1

9786269518739 引爆潛能: 喚醒你心中沉睡的巨人 安東尼.羅賓(Anthony Robbins)原著; 蕭祥劍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9536153 不爛之舌口燦蓮花的談判術 邱紀彬編著 其他 1

9786269536160 哈佛情商課: 調整情緒的EQ大法 鄧東文編著 其他 1

9786269536177 教你18種精明不耍詐的技巧 陳小春編著 其他 1

9786269536191 寬容是一種絕對的智慧 鄧東文編著 其他 1

9786269549511 BMW寶馬的王者之路 詹鎮川編著 其他 1

9786269549528 人生一定要看的18本書 王大偉編著 其他 1

9786269549535 比完美更出色的是結果 黃鋒編著 其他 1

9786269549559 讓您快速成功的12本經典之作 王大偉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5910 基本護理學. 上冊 蘇麗智等作 四版 其他 1

9789861945934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靜敏, 董靜茹, 苗迺芳, 邱子易, 蔡淑鳳, 高淑真, 李丞華, 王惠玄, 陳品玲, 張淑卿, 游麗惠, 陳美滿, 謝佩倫, 邱淑卿, 劉玟宜, 蕭伃伶, 周雨樺, 張綠怡, 林月桂, 簡莉盈, 吳慧嫻, 洪琇芬, 謝亞倫, 鄧玉貴, 吳佩芝作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5965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 林明珍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5989 解剖學 游祥明, 宋晏仁, 古宏海, 傅毓秀, 林光華作 五版 精裝 1

9789861945996 現代化妝品檢驗實務= Modern practice in cosmetics inspection張麗卿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6009 當代婦女健康= Contemporary women's health 王秀紅, 柯乃熒, 成令方, 林靜儀, 陳馥萱, 張皓媛, 陳淑齡, 葉月珍, 吳佳儀, 方素瓔, 廖怡惠, 楊幸真, 蕭秋月, 謝秀芬, 莊昭華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023 居家護理實務= Home care nursing practice 郭雅雯, 呂郁芳, 郭芳雅, 陳儀倩, 謝玉惠, 劉美玲, 馬淑清, 陳慧秦, 紀淑靜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054 護理藥理學 吳文彬, 黃玉珠, 盧大宇, 李安生, 鍾鏡湖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6061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3, medical-surgical nursing呂桂雲, 郝維君, 趙淑賢, 黃桂蘭, 張美月, 朱翠燕, 周慧琍, 黃惠萍, 程仁慧編著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092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2, nursing & nursing techniques劉月敏, 康明珠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08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概念與實務 蕭淑銖, 林挺迪, 許昺奇, 郭育良, 黃耀輝, 鄭雅文, 李忠霖, 朱馥祺, 黃綉雯, 王瑞霞, 朱柏青, 秦唯珊, 董靜茹, 吳雪菁, 黃惠榆, 陳宜傳, 陳啟信, 沈孟璇, 劉益宏, 彭鳳美, 王立潔作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6115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5, pediatric nursing陳純真, 盧惠文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22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邱馨誼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華杏



9789861946139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4: gynecologic and obstetric nursing徐明葵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46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王淑卿, 林笑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53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10,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謝伯潛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60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6, psychiatric nursing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77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編著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84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Shortcuts to success in nurs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8, anatomy & physiology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編著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191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徐明洸作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6207 護理理論與實務應用= Nursing theory and practice杜友蘭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6221 護理理論與實務應用 杜友蘭作 四版 其他 1

9789861946238 臨床實用內外科護理學技術 宛碧惠, 曾翊瑄, 王麗雲, 羅百真作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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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1057 荣耀教会查经集(2021) 林泰钟(Jonathan Lin)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1882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6 華品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016 人間有愛,企業名人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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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3085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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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1511 全職媽媽的零工經濟: 平衡夢想與母職的斜槓生活學宋憶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5534 新編厚黑學 張有池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75143 Speed up. starter(student book) editor Lilia Chen, Maxine Chen, Dave 平裝 1

9789860775150 小列的日記 胡智維, 劉岱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5174 鞋匠與小精靈 胡智維, 劉岱芸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90324 愛情停機坪 月影紗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9706 網路資料包絡分析原理 高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1309 心寬事寬: 給大忙人的禪思智慧 趙立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316 上善若水: 道德經的人生哲學 趙立琦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華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冠拼音書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茂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9789865541323 任心清淨: 你的生活該禪一下 東離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330 萬法無滯: 靈活處事 禪心待人 東離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347 二十二史劄記 (清)趙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41354 二十二史劄記 (清)趙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41361 任運自在禪 慧廣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439 周瑜: 音律天才赤壁郎 陳華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446 張良: 墨道兼修的奇謀大師 吳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453 慧遠大師: 中國佛教淨土宗始祖 曾其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460 蓮池大師: 禪教兼重融性相 曾其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484 四念處修行今論 苟嘉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491 生死海中任遨遊: 佛教的生命觀與生死觀 苟嘉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14 左傳分國集注 韓席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38 古代中國: 中華文明的起源 馬伯樂(Henri MASPERO)著; 蕭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45 因是子靜坐法: 靜心冥想的第一本書 蔣維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52 斯里蘭卡內戰結束之後的中斯關係 王騰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69 印度洋上的中國與印度: 來自印度的觀點 庫拉納(Gurpreet Singh Khurana)著; 曾祥裕, 劉嘉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76 印太夥伴關係: 實現經濟與海洋合作的利益 普拉迪普.喬罕, 普拉比爾.德, 古爾普利特.庫拉納等著; 張春燕, 王淑君, 蔣筱然, 曾祥裕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83 比無限更遠的雪花 更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590 佛學掃盲真言 真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606 落花時節 逸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606 落花時節 逸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613 一本不正經: <>解析. 上篇 汪啟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620 一本不正經: <>解析. 下篇 汪啟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637 群眾路線思想發展史 羅平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644 君子慎獨: 大學新解 許輝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41651 道法自然: 老子新解. 1 許輝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41668 尊道貴德: 老子新解. 2 許輝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41712 2-6歲兒童繪畫與心理發展 嚴虎, 劉楊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767 清空歸零: 聽南懷瑾講修身養性 徐志遠, 蕾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774 人生如局: 聽南懷瑾講淡定智慧 于海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781 天心月圓: 聽弘一大師講鹹淡人生 于海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798 方圓有度: 聽南懷瑾講為人處事 徐志遠, 蕾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804 印度海洋安全戰略: 政策規劃與實踐 曾祥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1811 先秦兩漢經濟史稿 李劍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828 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 李劍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835 宋元明經濟史稿 李劍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859 心止師教. I: 第一部分:大圓滿龍欽心髓共同外前行巴楚仁波切著; 安章珠巴活佛傳授;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866 心止師教. II: 第二部分:大圓滿龍欽心髓不共內加行巴楚仁波切著; 安章珠巴活佛傳授;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873 占察善惡業報經玄義 (明)智旭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1880 周易要義 (清)宋書升著; 張雪菴點校; 劉方復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576 飾事如意= Jewelry,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廖珮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908 渝台藝術直航. 第十屆: 兩岸名家暨青年碩博士生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特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5797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孫彰良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050 營養評估 劉慧蓉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九版 平裝 1

9789863627074 社區營養學 吳幸娟等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7104 以滿意度調查導入長期照顧服務品質提升與人才培育之技術報告陳亮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159 解剖學圖譜 郭純琦, 王霈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7241 食品衛生與安全 曾浩洋, 林麗悅, 陳淑莉, 何中平, 黃乃芸, 劉慧蓉, 陳建元, 劉伯康, 李貽琳, 黃寶雄, 蔡順仁, 柯源悌合著七版 精裝 1

9789863627258 運動社會學概論 黃東治, 王建臺, 邱建章, 陳耀宏, 劉昌德, 楊靜怡, 陳子軒, 張義東, 徐珊惠, 陳渝苓, 林鎮坤, 黃仲凌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265 廚房規劃與實務管理 陳國維, 邱聰彬, 黃則華, 葉淑惠, 莊立勳, 黃永照合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272 失智症照護 林育德, 楊淵韓, 莊睿祥, 廖美珍, 郭淑珍, 廖妙淯, 王素琴, 林秀慧, 楊家麟, 吳沛蓉, 沈明德, 李會珍, 陳俊佑, 譚蓉瑩, 賴德仁合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289 醫學專業術語 鍾麗琴, 張榮叁, 隨安莉, 顏惠芷, 林麗娟, 張淑女, 邱鈴真, 許德進, 林春華, 林秀碧合著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7296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之建立與實務指引陳德昇, 黃至盛, 黃俊儒, 陳振芳, 游銅錫, 方繼, 陳淑莉合著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3

華夏藝術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格那企業



9789863627302 保健食品概論 陳師瑩, 周志輝, 黃進發, 林士民, 湯雅理, 陳惠英, 高尚德, 王玟玲, 楊山明合著七版 精裝 1

9789863627319 常用營養師手冊 李惠蓉, 許文音, 郭素娥, 游欣亭, 楊惠婷, 劉麗娟編著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7326 新編老人護理學 謝惠玲, 張嘉秀, 蔡欣晏, 謝春滿, 謝智仱, 洪麗珍, 吳曼阡, 曾瓊禎, 莊艷妃, 宋惠娟, 何雪珍, 陳雪, 林招卿, 許芳瑜, 何瓊芳, 蕭秋月, 陳玉娟合著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7333 天然中草藥化粧品學 張淑微, 邱伶瑋, 丁秀玉, 賴雅韻, 黃和全, 黃文盈, 汪慧娟合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340 化粧品學 邱怜瑋, 鄭智交, 莊琮凱, 楊雅甄, 謝喬茵, 蔡宇, 蔡明松, 陳觀彬, 陳麗舟合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364 醫護微生物免疫學實驗 盧冠霖, 余秉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371 安寧緩和護理學 李佩怡, 蔡麗雲, 賴允亮, 顧乃平, 李英芬, 劉姵妤, 劉景萍, 邱世哲, 陳虹汶, 方俊凱, 李閏華, 李佩怡, 陳明麗, 曾煥棠編著九版 平裝 1

9789863627388 餐飲成本控制 李蓓芬, 吳柏萱, 曾瓊慧, 陳國勝, 鄧旭茹, 吳蕙君, 陳秀芬, 許育嘉, 林漢明編著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7395 諮商理論與技術: 在社會工作之應用 羅幼瓊, 楊顗帆, 游以安, 吳珮瑀, 翁毓秀, 洪千惠, 籃文彬, 彭武德, 王大維, 洪慧涓, 鄒繼礎合著; 張雯雯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401 新護理考試祕笈. 3, 婦產科護理學 羅惠敏、王麗雲、陳碧桑、林靜佩、許素卿、李小璐、楊麗絨編著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7418 故事說演 周家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425 幼兒園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 林秀蓁, 曾榮祥, 吳貞宜, 張杏菱, 吳秀光, 薛慧平, 張冠萫, 李永裕, 韋明淑, 許瑛真, 陳淑美, 黃旐濤, 王克昌, 郭芳辰, 黃品欣, 楊素蓮, 魏宗明合著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7432 幼兒園親職教育理論與實務 葉佳文, 張衛族, 郭葉珍, 趙蕙鈴, 陳淑美,黃品欣, 詹麗琴, 張毓幸, 郭芳辰合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449 護理師英文會話 溫孟娟, 嚴惠宇, 曾翊瑄, 洪芸櫻, 張淑女, 蔡秀美, 柯曼妮, 黃素貞編著三版 其他 1

9789863627456 食品品質管制 陳輝煌, 鄭揚凱, 侯智耀, 賴麗旭, 邱致廣, 陳國華, 謝昌衛, 邱致穎合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7463 安寧與緩和照護: 概念與實務 施勝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470 國際文創盃. 2020第六屆 吳敏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487 食物製備原理與烹調科學 徐阿里, 賴奕瑄, 蘇烈頎, 許淑真, 曾鑫順, 張惠琴, 王正方, 蕭烟淨, 邱致穎, 夏先瑜, 何學斌, 林正昌, 蕭祺娟合著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7494 餐飲衛生與安全 李民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500 體育行政概論 邱金松, 楊宗文, 劉照金, 張俊一, 官文炎, 張智涵, 陳金盈編著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7517 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李雅婷, 黃宜純, 黃啟方, 林恩仕, 高而仕, 王麗菱, 王祥齡, 蔡宜萱, 卓欣穎, 林洹瑜, 許采茵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531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 李彩歆, 方郁文, 吳麗芬, 歐祝君, 傅玲, 唐紀絜, 詹美蘭, 李欣慈, 陳荻憶, 陳淑姬, 謝家如, 邱馨誼, 曾月霞, 黃惠美, 林素戎合著十版 平裝 1

9789863627548 婦產科護理學 羅惠敏, 王麗雲, 陳碧桑, 林靜佩, 許素卿, 李小璐, 楊麗絨合著八版 平裝 1

9789863627555 助產護理學技術手冊 林麗華, 洪玉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562 重量訓練: 理論與原理 陳銘正, 黎俊彥, 王宏正, 李兼伯, 吳光亞, 侯堂盛, 翁士航, 郭婕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579 重量訓練: 操作與實務 吳鴻文, 林淑惠, 陳銘正, 李昭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7609 實用生物學 賴靜瑩, 周東賢, 朱家慧, 劉薏蓉, 甘士欣, 張讚昌, 沈俊安, 沈佳錚, 江嘉純, 蔡咏蓁, 詹婉卿, 周鴻騰合著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7723 會計學 吳嘉勳著 十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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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7761 策略品牌管理=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building,measuring,and managing brand equityKevin Lane Keller, Vanitha Swaminathan著; 楊景傅, 徐世同編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9897778 財政學= Public finance 徐偉初, 歐俊男, 謝文盛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897785 基礎統計學= Basic statistics 方世榮, 張文賢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9897792 壽險數理要義: 精算師入門基石= Life insurance primary mathematics鄭榮治, 郭榮堅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9941709 租稅法= Taxation law 吳嘉勳作 四十版 平裝 1

9789869941716 會計學習題解答 吳嘉勳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941723 職場文書與文案企劃: 用文字力UP職場軟實力= Business and proposal writing周春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1730 物流與運籌管理: 智慧與創新= Logistics management蘇雄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941747 現代運輸學= Contemporary transportation 張有恆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941761 現代物流管理: 物流與供應鏈整合= Contemporary logistics: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張有恆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941778 網路行銷概論= E-marketing Raymond Frost, Alexa K Fox, Judy Strauss原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9941785 專利分析與智慧財產管理: 以資訊技術與知識管理方法為手段= Patent analysi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using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iques張瑞芬, 張力元, 吳俊逸, 樊晉源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41792 貨幣銀行學概論 黃志典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6720 社會個案工作= Social casework 吳鄭善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06737 諮商理論與技術= Couns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沈湘縈, 楊淑貞, 李姿瑩, 楊惠雯, 胡景妮, 簡宏江, 吳佳慧作二版 平裝 1

9789866860928 諮商理論與技術 沈湘縈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440 黑壇歸香之鬥靈雞 簡明瑋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華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937 學測地球科學嘿皮書(全) 龍飛天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944 高中漫畫異數學(108課綱、針對新課綱、涵括各版本)賴昱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80951 高中段期考數學全真模擬試題 高秋生, 林興慶, 陳泰吉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80968 EZ100高中必修生物(108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林元露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975 EZ100高中化學講義(108課綱必修化學(全)、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林成彥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982 EZ100高中必修數學(108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林俊成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80999 高中異數學素養評量試卷及解析(108課綱、針對新課綱、涵括各版本)賴昱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81002 精通學測生物重點觀念. 精要篇 施懿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1019 大學學測英文科滿級分攻略(英文閱讀測驗100篇)齊斌, 如瑩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1026 國文科取徑通優混合素養一本通(108課綱、最新混合素養題型)劉淑芬(慕因), 潘樺, 林琬婷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1033 新型學測滿分祕笈數學A重點觀念156 林名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1040 新型學測滿分祕笈數學B重點觀念150 林名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1057 學測公民與社會嘿皮書(全)= Civics and society 羅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1064 頂尖化學學測複習寶典(108課綱.針對新教材.重點概念歸納成冊)李浩宇, 劉卓爾, 王皓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1071 升大學國文科: 字義、字音、成語、錯別字解說林誠, 方學誠, 陳宛妤, 林雅萍, 潘樺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5746 環遊世界: 海洋生物 精裝 1

9789578705753 環遊世界: 交通工具 精裝 1

9789578705852 環遊世界: 可愛的動物 精裝 1

9789578705876 環遊世界: 偉大的建築 精裝 1

9789578705937 手指點讀雙語有聲大書. II TL編著 精裝 1

9789865542023 樂團小夥伴 精裝 1

9789865542030 動物星球 羽奕編著 精裝 1

9789865542047 救災現場 Gabriele Clima, Giovanna Mantegazza撰文; Mirella Monesi繪圖 精裝 1

9789865542054 工地實況 Gabriele Clima撰文; Mirella Monesi繪圖 精裝 1

9789865542061 農場運作 Gabriele Clima, Giovanna Mantegazza撰文; Marina Romagnoli, Laura Rigo繪圖精裝 1

9789865542078 身體密碼 Gabriele Clima撰文; Marina Romagnoli繪圖 精裝 1

9789865542085 會說話的龍 Giancarlo Macrì撰文; Lá Studio繪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13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家政 李靜慧, 邱奕寬, 邱奕嫺, 鄭忍嬌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94918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命教育 丁國翔, 朱美妍, 姜韻秋, 簡丞佐編著 平裝 1

9789860694109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六冊沈易利, 陳金盈, 黃景鶴, 許績勝, 陳新枝, 趙榮瑞, 王琦正, 羅雅柔, 何宗勳, 陳怡謙, 陳志鷹, 楊金桂, 王伯宇, 黃士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11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 下冊= Basic electricity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0800 骨董. 2021 骨董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0630817 其寂寥寥: 空間經驗與家具創作= Soul of silence: space experience and furniture design王聚勝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668 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機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71720 維拉夫天堂地獄遊記: 中英對照的中古波斯文學讀本張之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744 重度障礙學生教學= Teaching student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David L. Westling, Erik W. Carter, M. Alexandra da Fonte, Jennifer A. Kurth作; 葉瓊華, 林香蘭, 何素華, 吳佩芳, 李淑玲, 何美慧, 陳志軒, 廖敏玲, 陳麗圓, 陳明聰, 高宜芝, 唐榮昌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1775 運動「心」視界: 臺灣運動心理學之萌發、成長與展望張育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805 續江湖行 張之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1812 幼兒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 白華枝作 初版 平裝 1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藝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663 組音釋義臺字謎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70 臺謎異讀組義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87 廋讔興聞網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94 新天地花色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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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5818 遠離煩惱的生活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34149 船長的挑釁公開直播的說! 矼房作 其他 1

9786267034187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vol.2 天野どん作 平裝 1

9786267034194 眠姦合宿在那之後和田徑女子.仁木實乃莉放學後的秘密特訓...ビフィダス作 平裝 1

9786267034200 男裝角色扮演者COSPLAY攝影 ひらり作 平裝 1

9786267034217 播種歐吉桑的JC洗腦APP 木鈴カケル作 平裝 1

9786267034224 人形遊戲 池咲ミサ作 平裝 1

9786267034231 性感助手 naop作 平裝 1

9786267034248 船長的幼女生活的說! 矼房作 平裝 1

9786267034255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的媽媽 水龍敬作 平裝 1

978626703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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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6267034279 Meltdown. 3 けそシロウ作 平裝 1

9786267034286 在雪女的迷途之家內過著恩恩愛愛的後宮性生活綾枷ちよこ作 平裝 1

9786267034293 狐琉皇 ホン.トク作 平裝 1

9786267034309 用這個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 たかみや作 平裝 1

9786267034316 遊戲娘後宮 笹森トモエ作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34323 Meltdown. 3 けそシロウ作 其他 1

9786267034330 人形遊戲 池咲ミサ作 其他 1

9786267034347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3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6267034354 用這個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6267034361 在雪女的迷途之家內過著恩恩愛愛的後宮性生活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6267034378 男裝角色扮演者COSPLAY攝影 ひらり作 其他 1

9786267034385 性感助手 naop作 其他 1

9786267034392 狐琉皇 ホン.トク作 其他 1

9786267034408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的媽媽 水龍敬作 其他 1

9786267034415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vol.2 天野どん作 其他 1

9786267034422 眠姦合宿在那之後: 和田徑女子.仁木實乃莉放學後的秘密特訓...ビフィダス作 其他 1

9786267034439 船長的幼女生活的說! 矼房作 其他 1

9786267034446 遊戲娘後宮. 2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6267034453 播種歐吉桑的JC洗腦APP 木鈴カケル作 其他 1

9786267034460 Meltdown. 3 けそシロウ作 其他 1

9786267034477 人形遊戲 池咲ミサ作 其他 1

9786267034484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3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6267034491 用這個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6267034507 在雪女的迷途之家內過著恩恩愛愛的後宮性生活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6267034514 男裝角色扮演者COSPLAY攝影 ひらり作 其他 1

9786267034521 性感助手 naop作 其他 1

9786267034538 狐琉皇 ホン.トク作 其他 1

9786267034545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番長的媽媽 水龍敬作 其他 1

9786267034552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vol.2 天野どん作 其他 1

9786267034569 眠姦合宿在那之後: 和田徑女子.仁木實乃莉放學後的秘密特訓...ビフィダス作 其他 1

9786267034576 船長的幼女生活的說! 矼房作 其他 1

9786267034583 遊戲娘後宮. 2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6267034590 播種歐吉桑的JC洗腦APP 木鈴カケル作 其他 1

9786267034606 淫溺の令嬢. 5, 冷淡的親吻 クロエ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買動漫



9786267034613 TS朗君的性生活. 5 konomi作 平裝 1

9786267034620 睡眠學習: 太有感覺了...濕濡濕濡的微乳少女 kino作 平裝 1

9786267034637 把同班的偶像Vtuber試著變成男子全員的性伴侶藤崎ひかり作 平裝 1

9786267034644 樸素系班長沒有錢! 綾枷ちよこ作 平裝 1

9786267034651 鄰居是有名的直播主 菖蒲作 平裝 1

9786267034668 璃君很會打遊戲呢很帥氣呢 ちると作 平裝 1

9786267034675 睡華. 貳 松河作 平裝 1

9786267034682 母乳醬想要噴出來。. 總集篇 ひつじたかこ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34699 惡徳淫醫 一宮夕羽作 平裝 1

9786267034705 只要我們用這個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 たかみや作 平裝 1

9786267034712 我的形狀 つくも号作 平裝 1

9786267034729 性愛拍攝!魔鏡卡車 故珍子作 平裝 1

9786267034736 狐琉皇画卷 ホン.トク作 平裝 1

9786267034743 TS朗君的性生活. 5 konomi作 其他 1

9786267034750 只要我們用這個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6267034767 母乳醬想要噴出來。. 總集篇. 1 ひつじたかこ作 其他 1

9786267034774 我的形狀 つくも号作 其他 1

9786267034781 把同班的偶像Vtuber試著變成男子全員的性伴侶藤崎ひかり作 其他 1

9786267034798 淫溺的令嬢. 5: 冷淡的親吻 クロエ作 其他 1

9786267034804 惡德淫醫 一宮夕羽作 其他 1

9786267034811 睡眠學習: 太有感覺了...濕濡濕濡的微乳少女 kino作 其他 1

9786267034828 睡華. 貳 松河作 其他 1

9786267034835 璃君很會打遊戲呢很帥氣呢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6267034842 鄰居是有名的直播主 菖蒲作 其他 1

9786267034859 樸素系班長沒有錢!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6267034866 TS朗君的性生活. 5 konomi作 其他 1

9786267034873 只要我們用這個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6267034880 母乳醬想要噴出來。. 總集篇. 1 ひつじたかこ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4897 我的形狀 つくも号作 其他 1

9786267034903 把同班的偶像Vtuber試著變成男子全員的性伴侶藤崎ひかり作 其他 1

9786267034910 淫溺的令嬢. 5: 冷淡的親吻 クロエ作 其他 1

9786267034927 惡德淫醫 一宮夕羽作 其他 1

9786267034934 睡眠學習: 太有感覺了...濕濡濕濡的微乳少女 kino作 其他 1

9786267034941 睡華. 貳 松河作 其他 1

9786267034958 璃君很會打遊戲呢很帥氣呢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6267034965 鄰居是有名的直播主 菖蒲作 其他 1

9786267034972 樸素系班長沒有錢!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6267034989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神毛物由宇作 平裝 第6冊 1

9786267034996 異世界召甘. IV, 精靈大姊姊和不可思議的魔菇あんざゆう作 平裝 1

9786267066003 把JC催眠來性教育 黒本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7066010 逆異世界後宮 友吉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6027 巨乳放蕩妹妹太色情了,哥哥已經...!! 一宮夕羽作 平裝 1

9786267066034 隔壁的咲夜小姐 konomi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66041 從前很快樂 なかに作 平裝 1

9786267066058 無人車站 ひっさつくん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66072 絕對男僕安里 故珍子作 平裝 1

9786267066089 學期末性機能調查 たかみや作 平裝 1

9786267066096 碎片的形狀 つくも号作 平裝 1

9786267066102 和異男前輩在出差旅館內愛到忘我 イチ作 平裝 1

9786267066119 地下護衛UnderSecurityPolice RE サジタ作 平裝 1

9786267066126 JK虛擬偶像祕密實況PLAY 秋空もみぢ作 平裝 1

9786267066133 JK虛擬偶像祕密實況PLAY 秋空もみぢ作 其他 1

9786267066140 把J●催●來性教育. 3 黒本君作 其他 1

9786267066157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6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6267066164 逆異世界後宮 友吉作 其他 1

9786267066171 從前很快樂 なかに作 其他 1

9786267066188 異世界召甘. IV, 精靈大姊姊和不可思議的魔菇あんざゆう作 其他 1

9786267066195 無人車站. 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其他 1

9786267066201 隔壁的咲夜小姐. 1 konomi作 其他 1

9786267066218 嬲: 豪爽女: Nobly 蹄鉄作 其他 1

9786267066225 JK虛擬偶像祕密實況PLAY 秋空もみぢ作 其他 1



9786267066232 把J●催●來性教育. 3 黒本君作 其他 1

9786267066249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6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6267066256 逆異世界後宮 友吉作 其他 1

9786267066263 從前很快樂 なかに作 其他 1

9786267066270 異世界召甘. IV, 精靈大姊姊和不可思議的魔菇あんざゆう作 其他 1

9786267066287 無人車站. 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其他 1

9786267066294 隔壁的咲夜小姐. 1 konomi作 其他 1

9786267066300 嬲: 豪爽女: Nobly 蹄鉄作 其他 1

9786267066317 地下護衛UnderSecurityPolice RE サジタ作 其他 1

9786267066324 和異男前輩在出差旅館內愛到忘我 イチ作 其他 1

9786267066331 絕對男僕安里 故珍子作 其他 1

9786267066348 碎片的形狀 つくも号作 其他 1

9786267066355 學期末性機能調查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6267066362 地下護衛UnderSecurityPolice RE サジタ作 其他 1

9786267066379 和異男前輩在出差旅館內愛到忘我 イチ作 其他 1

9786267066386 絕對男僕安里 故珍子作 其他 1

9786267066393 碎片的形狀 つくも号作 其他 1

9786267066409 學期末性機能調查 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6267066416 絕對男僕琉卡 故珍子作 平裝 1

9786267066423 被夢魔美食家培育著 星名あんじ作 平裝 1

9786267066430 烏洛波洛斯的共鳴 大庭アキル作 平裝 1

9786267066447 趁著醉意隨心所欲 真白しろいろ作 平裝 1

9786267066454 誤解的BL: 埋頭學習卻毫無進展。 イチ作 平裝 1

9786267066461 和貝爾上課 Hisasi作 平裝 1

9786267066478 異世界後宮樂園. 番外篇: 禁慾修女之國 赤月みゅうと作 平裝 1

9786267066485 放學後代理妻子: 義父伸出魔爪 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66492 和同學媽媽之間的關係 からあげチャン作 平裝 1

9786267066508 無人車站. I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平裝 1

9786267066515 「NTR」君之女友 初井自摸作 平裝 1

9786267066522 裏帳號妄想女子 菖蒲作 平裝 1

9786267066539 悠久的娼女精靈 <<夢幻>>. 前篇 うさぎなごむ作 平裝 1

9786267066546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前篇 銀曜ハル作 平裝 1

9786267066553 結婚艦淫亂錄. 3 eno作 平裝 1

9786267066560 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H很有興趣. 2有馬紘一作 平裝 1

9786267066577 無人島上只能吃催淫果實充飢!? 矼房作 平裝 1

9786267066584 「NTR」君之女友 初井自摸(初井つも)作 其他 1

9786267066591 和同學媽媽之間的關係 からあげチャン作 其他 1

9786267066607 和貝爾上課 Hisasi作 其他 1

9786267066614 放學後代理妻子. 1: 義父伸出魔爪 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作 其他 1

9786267066621 烏洛波洛斯的共鳴 大庭アキル作 其他 1

9786267066638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前篇 銀曜ハル作 其他 1

9786267066645 悠久的娼女精靈 <<夢幻>>. 前篇 うさぎなごむ作 其他 1

9786267066652 異世界後宮樂園. 番外篇: 禁慾修女之國 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7066669 被夢魔美食家培育著 星名あんじ作 其他 1

9786267066676 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H很有興趣. 2有馬紘一作 其他 1

9786267066683 無人車站. I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其他 1

9786267066690 無人島上只能吃催淫果實充飢!? 矼房作 其他 1

9786267066706 結婚艦淫亂錄. 3 eno作 其他 1

9786267066713 絕對男僕琉卡 故珍子作 其他 1

9786267066720 趁著醉意隨心所欲 真白しろいろ作 其他 1

9786267066737 裏帳號妄想女子 菖蒲作 其他 1

9786267066744 誤解的BL: 埋頭學習卻毫無進展。 イチ作 其他 1

9786267066751 「NTR」君之女友 初井自摸(初井つも)作 其他 1

9786267066768 和同學媽媽之間的關係 からあげチャン作 其他 1

9786267066775 和貝爾上課 Hisasi作 其他 1

9786267066782 放學後代理妻子. 1: 義父伸出魔爪 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作 其他 1

9786267066799 烏洛波洛斯的共鳴 大庭アキル作 其他 1

9786267066805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前篇 銀曜ハル作 其他 1

9786267066812 悠久的娼女精靈 <<夢幻>>. 前篇 うさぎなごむ作 其他 1

9786267066829 異世界後宮樂園. 番外篇: 禁慾修女之國 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7066836 被夢魔美食家培育著 星名あんじ作 其他 1



9786267066843 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H很有興趣. 2有馬紘一作 其他 1

9786267066850 無人車站. I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其他 1

9786267066867 無人島上只能吃催淫果實充飢!? 矼房作 其他 1

9786267066874 結婚艦淫亂錄. 3 eno作 其他 1

9786267066881 絕對男僕琉卡 故珍子作 其他 1

9786267066898 趁著醉意隨心所欲 真白しろいろ作 其他 1

9786267066904 裏帳號妄想女子 菖蒲作 其他 1

9786267066911 誤解的BL: 埋頭學習卻毫無進展。 イチ作 其他 1

9786263310063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中篇 銀曜ハル作 其他 1

9786263310070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中篇 銀曜ハル作 其他 1

9786263310087 七夏之樂園. 1: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宮. 戀人家家酒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3310094 人氣絕頂的小弟弟 diletta作 其他 1

9786263310100 白領愛情男子會. 1 すめし作 其他 1

9786263310117 合租房屋的性活規則. 1 佐藤知行作 其他 1

9786263310124 她所犯下的錯誤 エアリーソックス作 其他 1

9786263310131 初: 遭到鬼畜男友強行拍攝 幾春別たかお作 其他 1

9786263310148 放學後代理妻子. 2: 我的女友被她的義父調戲著リヒャルト, バフマン作 其他 1

9786263310155 修女克蕾雅的淫靡祕密 藤崎ひかり作 其他 1

9786263310162 被夢魔美食家守護著 星名あんじ作 其他 1

9786263310179 無人車站. II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其他 1

9786263310186 準備好親吻 真白しろいろ作 其他 1

9786263310193 誤解的BL: 雨天借宿的故事。 イチ作 其他 1

9786263310209 播音室是縱慾部屋 天仁屋よしわき作 其他 1

9786263310216 七夏之樂園. 1: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宮. 戀人家家酒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3310223 人氣絕頂的小弟弟 diletta作 其他 1

9786263310230 白領愛情男子會. 1 すめし作 其他 1

9786263310247 合租房屋的性活規則. 1 佐藤知行作 其他 1

9786263310254 她所犯下的錯誤 エアリーソックス作 其他 1

9786263310261 初: 遭到鬼畜男友強行拍攝 幾春別たかお作 其他 1

9786263310278 放學後代理妻子. 2: 我的女友被她的義父調戲著リヒャルト, バフマン作 其他 1

9786263310285 修女克蕾雅的淫靡祕密 藤崎ひかり作 其他 1

9786263310292 被夢魔美食家守護著 星名あんじ作 其他 1

9786263310308 無人車站. II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其他 1

9786263310315 準備好親吻 真白しろいろ作 其他 1

9786263310322 誤解的BL: 雨天借宿的故事。 イチ作 其他 1

9786263310339 播音室是縱慾部屋 天仁屋よしわき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5167 腦袋也有青春期! 王秀園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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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0367 <<道藏輯要>>齋醮對聯類錄 黃福祿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3818 殊勝絕倫 佛道上之足跡 聖法大長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懋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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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3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02

送存冊數共計：202

貿騰發賣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739 為你的心定錨: 古羅馬哲學家的50個靜心生活哲思愛比克泰德(Epictetus)著; 愷易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60001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4下(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018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5下(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025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5下(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032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4下(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049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6下(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056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6下(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087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4下(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094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5下(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100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自然. 6下(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124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2下(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148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4下(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155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5下(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162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6下(適南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186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2下(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209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4下(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216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5下(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223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6下(適康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247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2下(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261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4下(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278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5下(適翰版) 開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0285 小統領講義式評量國小數學. 6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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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6306 TOPIK韓檢(中級)必備單字+文法 雅典韓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46306 TOPIK韓檢(中級)必備單字+文法 雅典韓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46313 一天五分鐘搞定日語會話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6368 最直覺的英文文法 潘威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6375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5-N3套書組 雅典日研所企編 二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0646382 TOPIK韓檢初級+中級套書組 雅典韓研所企編 二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0646399 旅遊英文一點通 鐘季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5931 靜下心,玩拼布: 練習慢活的夏日手作藍 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55 小女兒的設計師訂製服: 媽媽親手作的34款可愛女孩兒全身穿搭片貝夕起著; 駱美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79 討喜又可愛!樋口愉美子的動物刺繡圖案集 樋口愉美子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86 軟萌穿搭日常 可愛動物造型手織服42款 川路祐三子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5993 銀黏土的奇幻森林 淨, CYC, Emily, Kim, Salina M.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6006 天然草本芳療聖典: 21款花草精油&200多種私密芳療配方打造無毒香氛家園羽鳥冬子著; 鄭純綾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6013 斉藤謠子&Quilt Party: 享玩拼布!職人們的開心裁縫創作選斉藤謠子, Quilt Part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6020 50款永不凋謝的不織布擬真花.手作花圖鑑 PieniSieni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6037 量身訂作手作服OK!在家自學縫紉の基礎教科書伊藤みちよ著; 洪鈺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6044 手作,秋收趣: 玩轉季節調色盤!: 為平凡日常添上令人心喜的花草圖騰布包&衣物裝飾BOUTIQUE-SHA授權; 周欣芃,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6051 香氣記憶: 透過氣味分子喚醒內在感知能力 陳美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6068 珍藏手作的小美好: 拼布波奇包&收納布盒設計選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6075 天然無毒又省錢!: 小蘇打的100個使用妙招(經典熱銷版)古後匡子監修; 陳令嫻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6082 全圖解裁縫聖經: 晉升完美裁縫師必學基本功Boutique-sha著; 方嘉鈴, 連雪伶, 莊琇雲, 瞿中蓮, 田采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6099 容易製作.嚴選經典: 設計師の私房款手作服 海外竜也著; 瞿中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6105 初學和香手帖: 簡單手製x療癒品香 松下惠子監修; 簡子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6129 光療指彩設計Book: 專業美甲師指尖心機進化版BOUTIQUE-SHA授權; 莊琇雲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雅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795 永恆的回憶: 中華民國海軍老戰友紀念輯= Persistence of memory: album of Republic of China navy retired warship周民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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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賢文彩墨創作 李賢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2704 尚義思想起 楊月卿, 張秀美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4106 e世代神蹟: 清水祖師 劉賢益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71245 我的兄長梁啓超 梁啓勛, 吳其昌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52 我的祖父譚嗣同 譚訓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69 我的姐姐秋瑾 秋宗章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76 從譚鑫培到余叔岩 齊如山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1328 孩子 黃海蒂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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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5425 四個初夏的藍天: 虎尾眷村今生 陳小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5432 幕間休息: Follow & Stand By 安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5449 幕間休息: Follow & Stand By 安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5456 新社員 Ai欸埃漫畫; 簡莉穎編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149 綠鳩 楊卓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156 污水布丁 楊卓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903 殺手雜誌 烏鳥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4401 晨風曉品 盧信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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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林縣尚義社區發展協會

雅圖創意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黑桃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黃海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順益鑫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華創意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嗨森數位文創



9789578605503 梅洛琳作品. 2, 第四者 梅洛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510 逆光的青春. 1, 天使的眼淚 梅洛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664 Miss Juliet 娜歐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671 夏日告白(簡體中文版) Sophia, 尾巴, 笭菁, 晨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688 夏日告白 Sophia, 尾巴, 笭菁, 晨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718 靈時祕聞抄 娜歐米, 燕熙, 逆翔, 黃囧熊, 梅洛琳作 其他 1

9789578605749 詭軼紀事. 參, 萬聖鐮血夜 DIV, 星子, 龍雲, 笭菁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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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1455 學佛次第十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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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1462 學佛次第十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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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1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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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951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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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951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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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626951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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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7463 閃亮亮共和國 小川糸作; 王蘊潔譯 其他 1

9789861337593 孤獨的美食家. 2 久住昌之原作; 谷口治郎畫; 許慧貞譯 其他 1

9789861337876 焦慮是你的隱性天賦: 倫敦大學心理諮商博士帶你看清負面情緒的強大力量尹依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883 同姓同名 下村敦史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906 氤氳之城: 當代最受歡迎西班牙作家薩豐,獻給書迷的告別故事集= La ciudad de vapor卡洛斯.魯依斯.薩豐(Carlos Ruiz Zafón)著; 范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951 爸爸媽媽,請妳看見我! 蔡沅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7968 開心嗎?麗春 陳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37975 別哭,切諾比 陳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37982 為什麼大家都來問我?: 只因受苦的人想得更透徹幡野廣志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002 每一天都是禮物 斯代凡諾斯.詹內奇斯(Stefanos Xenakis)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019 別讓體重決定妳的美: 波痞的微胖生存學 波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040 脫癮而出不迷網: 寫給網路原生世代父母的教養書陳志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057 傻瓜一直在路上: 生命的練習曲 曲全立, 趙文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064 脫癮而出不迷網: 寫給網路原生世代父母的教養書陳志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38071 傻瓜一直在路上: 生命的練習曲 曲全立, 趙文豪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0530 63天 許禎允(허정윤)文; 高貞順圖; 莫莉譯 其他 1

9789869990585 我的引路人= Mi Lazarilla,Mi Capitán 岡薩洛.莫爾(Gonzalo Moure)文; 瑪麗亞.吉倫(Maria Girón)圖; 張家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6921 一隻家貓被棄養以後......= El Gato Cas 康妮.思諾克(Connie Snoek)文.圖; 張家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6938 水豚帶來的美麗新世界= Los carpinchos 阿爾弗雷多.索德圭特(Alfredo Soderguit)文.圖; 黃婷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6969 漫漫長路= Dlouhá cesta 彼得.霍拉賽克(Petr Horáček)文.圖; 范媛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6976 綠色先生的下午茶會= La merienda del señor Verde哈維爾.薩伊茲.卡斯坦(Javier Sáez Castán)文.圖; 賴潔穎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6739 奧福音樂與遊戲. 4 楊惠讌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6802 孩子書法玩創意 張松蓮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奧福音樂藝術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嵩雲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微塵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233 Post-apocalyptic era: the king of kings author The Disciple of the Creation Fa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367 心境話語 郭正雄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1119 何謂「聽命辦事」的過來人 當今人類的「十大奢侈品」汪慈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0775 禪悅 大願比丘原著.講述; 慈蓮寺文教小組整理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90782 禪悅 大願比丘原著.講述; 慈蓮寺文教小組整理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90799 七覺支的分享: 受念處 大願比丘著作.講述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1318 善男子善女人 大愛行志工早會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394 二○二一年辛丑夏秋大疫大教育 釋證嚴講述; 釋德[]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7107 最美的雙手/慈濟環保史: 草根的菩提: 1990-2000.臺灣張晶玫, 陳秀雲, 胡瑞珠, 胡青青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711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一年. 秋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7121 戒.定.慧: 靜思語的智慧 釋證嚴原著作; 靜思手語道靜映師資團隊彙編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738 當忘記成為現實: 失智照護筆記 王竹語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0625745 救心: 王志鴻副院長和他的心臟內科團隊 王志鴻, 張濟舵主述; 陳玫君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9832 黃土高坡愛永續: 甘肅抗旱遷村與慈濟慈善援助何縕琪, 李靜, 許木柱主編 平裝 1

9789869809849 小小Truku之勇敢狩獵= Blbilaq Truku mrmun bi tmsamat胡美智, 陳玉秀Pong Loga, 李嘉玲Ribix Siyu, 林幸宜Yabung Mari, 胡惠珍Yuyuh Misi作; 林辰安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9856 織布機上的眼睛= Dowriq babaw ubung 温若梅Mimiq Buxu作; 林辰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9863 Truku勇敢小獵人= Laqi snaw Truku mrmun bi tmsamat温若梅Mimiq Buxi作; 林辰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9870 我的朋友要搬家= Empthjil sapah ka lupung mu 胡美智, 陳玉秀Pong Loga, 李嘉玲Ribix Siyu, 林幸宜Yabung Mari, 胡惠珍Yuyuh Misi作; 林辰安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9887 老葉說ㄏㄨㄚ、學 葉綠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09894 植物與人類社會 葉綠舒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8480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文法.讀解特別篇~長句構造解析for N1、N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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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3978 小熊學校(限量盒裝專屬著色貼紙組) 足立奈實圖; 相原博之文; 莊靜君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893985 小熊學校: 孩子的第一套多元智能成長繪本: 傑琪上學去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893992 小熊學校: 孩子的第一套多元智能成長繪本: 傑琪運動去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991704 小熊學校: 孩子的第一套多元智能成長繪本: 傑琪有夢想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991728 馬拉拉和伊克巴勒: 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和男孩= Malala: a brave girl from Pakistan/Iqbal: a brave boy from Pakistan貞娜.溫特(Jeanette Winter)作; 翁雅如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991742 我是文字小鬥士馬拉拉= Malala Yousafzai: warrior with words凱倫.萊格特.阿伯拉雅(Karen Leggett Abouraya)著; L. C. 惠特莉(L. C. Wheatley)圖; 翁雅如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0671278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Tree days to see 海倫凱勒著; 郭庭瑄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意念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想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大學



9789860671285 幸福是什麼?= Le bonheur selon Ninon 奧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作; 楊宛靜繪; 梁若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71292 永不放棄的海倫凱勒: 我的後半生= Midstream 海倫凱勒著; 郭庭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299 愛的圈圈: 分享愛,讓美好的事發生= The circles all around us布雷德.蒙帝鳩(Brad Montague)著; 布雷德.蒙帝鳩(Brad Montague), 克莉絲緹.蒙帝鳩(Kristi Montague)繪; 張淑瓊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9605 禱告時光: 精選1, 耶穌愛你.我也愛你 劉恩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263 太陽餅的故事= The story of taiyang bing 王永成漫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6979 再抱一下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6986 聽話,不要一直看手機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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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85741 綠歌: 上森的禮物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758 幸福靠山: 甲仙山腳下的拔河隊= The sweet togetherness: the tug of war team from the foot of Jiasian mountains梅芋竹仙境繪社創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2456 某某 木蘇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922463 某某 木蘇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22470 某某 木蘇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922494 甜心有毒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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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2897 寶貝妳的新生兒= The new contented little baby book吉娜福特著; 陳芳智譯 3版 平裝 1

9789865752965 孩子的水中感統遊戲 曾威舜, 吳孟潔, 呂家馨, 吳宇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965 孩子的水中感統遊戲 曾威舜, 吳孟潔, 呂家馨, 吳宇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972 情緒同理: 家事法庭第一線社工30件個案解析,克制情緒干擾、同理孩子立場,練習把分離的負能量降到最低。現代婦女基金會著 增訂版 平裝 1

9789865752989 一週副食品,140道冰磚食譜 上田玲子, 堀江佐和子作; 林品秀譯 2版 平裝 1

9789865752996 99連連看遊戲,把專心變有趣 林希陶, 許正典著 2版 平裝 1

9786267008003 99迷宮遊戲,把專心變有趣 林希陶, 許正典著 2版 平裝 1

9786267008041 阿鎧老師小一先修班,幼兒的讀寫.專注力遊戲: 讓孩子仔細讀、認真寫、專心上課張旭鎧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7791 觀光行政與法規 莊勝評編著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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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愛的影響力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社享生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新文京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呦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心人類未來學教育訓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孩子愛自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文豐



9789571723303 紅樓夢探索 那宗訓著 精裝 1

9789571723372 近代人物志 翁同龢, 李慈銘, 王闓運, 葉昌熾合記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389 近代名人詩選 吳芹編 平裝 1

9789571723396 金鐲玉環記 鮑賡生標點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402 青年遊記 楊晉豪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488 孟東野詩注 孟浩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488 孟東野詩注 孟浩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495 宛陵集 梅堯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495 宛陵集 梅堯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501 岳文戚史集 李劍虹審選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501 岳文戚史集 李劍虹審選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525 忠肅集附拾遺 (宋)劉摯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587 姑溪居士全集; 陶山集 (宋)李之儀撰, (宋)陸佃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3600 武溪集 (宋)余靖原稿; (宋)仲荀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3600 武溪集 (宋)余靖原稿; (宋)仲荀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3617 廣群芳譜 (清)汪灝等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3617 廣群芳譜 (清)汪灝等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3655 香草箋偶註 黃任編註 平裝 1

9789571723662 香屑集箋註 古愚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679 秘本札記小說耳郵 羊朱翁編輯 平裝 1

9789571723686 飛英劫 白蝶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693 重慶見聞錄 吳濟生著 平裝 1

9789571723709 洗寃集錄 宋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716 春奩艷影 姚鵷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747 南洋三月記 鄭子健著 平裝 1

9789571723785 近東開闢史詩 饒宗頤編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3815 文苑滑稽譚 雲間顛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822 文海披沙 謝在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839 文學研究法 姚永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846 文選敂音; 文選理學權輿; 文選理學權輿補; 悅心集(清)趙晉, (清)汪師韓撰, (清)孫志祖輯, (清)世宗選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3853 文選敂音; 文選理學權輿; 文選理學權輿補; 悅心集(清)趙晉, (清)汪師韓撰, (清)孫志祖輯, (清)世宗選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3860 月泉吟社詩; 谷音; 圭塘欵乃集; 靜安八詠集 (宋)吳渭編, (元)杜本輯, (元)許有壬等撰, (元)釋壽寧纂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027 月泉吟社詩; 谷音; 圭塘欵乃集; 靜安八詠集 (宋)吳渭編, (元)杜本輯, (元)許有壬等撰, (元)釋壽寧纂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4041 王荊公詩文沈氏註 (清)沈欽韓註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4089 北平夜話 味橄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102 古今格言大全 汪漱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126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 郭紹虞等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4133 曾國藩評傳 何貽焜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4140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 [新文豐]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157 古籍舉要 錢基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164 司空圖詩品注釋及釋文 祖保泉著 平裝 1

9789571724171 文恭集; 劉希仁文集; 文泉子集; 南陽集附拾遺(宋)胡宿撰, (唐)劉軻撰, (唐)劉蛻撰, (宋)趙湘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188 文恭集; 劉希仁文集; 文泉子集; 南陽集附拾遺(宋)胡宿撰, (唐)劉軻撰, (唐)劉蛻撰, (宋)趙湘撰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195 北山文集 (宋)鄭剛中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201 北山文集 (宋)鄭剛中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218 古本品花寶鑑 石函氏著; 何醒庵標點; 杭啟文校訂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225 古今閨媛逸事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232 古今聯語彙選 胡君復編輯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4249 古今譚概 馮夢龍纂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256 文苑英華 (宋)李昉等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4614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經義考補正 藤原佐世撰, (清)翁方綱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621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經義考補正 藤原佐世撰, (清)翁方綱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4645 木筆雜鈔; 玉堂嘉話; 譚苑醍醐 (宋)撰人不詳, (元)王惲撰, (明)楊慎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4652 木筆雜鈔; 玉堂嘉話; 譚苑醍醐 (宋)撰人不詳, (元)王惲撰, (明)楊慎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208 國學概論講話 譚正璧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215 庶齋老學叢談; 日聞錄; 霏雪錄; 井觀瑣言; 兩山墨談(元)盛如梓撰, (元)李翀撰, (明)鎦績撰, (明)鄭瑗撰, (明)陳霆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222 庶齋老學叢談; 日聞錄; 霏雪錄; 井觀瑣言; 兩山墨談(元)盛如梓撰, (元)李翀撰, (明)鎦績撰, (明)鄭瑗撰, (明)陳霆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239 張廉卿先生論學手扎 張廉卿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246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梁啟超等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5253 梯園談薈 梯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260 梧溪集 (元)王逢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277 梧溪集 (元)王逢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284 淳熙稿 (宋)趙蕃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291 淳熙稿 (宋)趙蕃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307 清昇平署志略 王芷章編 平裝 1

9789571725314 清昇平署志略 王芷章編 精裝 1

9789571725321 淵穎集 (元)吳萊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338 淵穎集 (元)吳萊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345 淨德集 (宋)呂陶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352 淨德集 (宋)呂陶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369 理數合解 北海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376 現代創作遊記選 姚乃麟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383 瓶笙花影錄 鄭逸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390 莆陽黃御史集附別錄 (唐)黃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406 莆陽黃御史集附別錄 (唐)黃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413 逍遙集; 西渡詩集附補遺; 晁具茨先生詩集; 茶山集附拾遺; 林泉結契(宋)潘閬著, (宋)洪炎撰, (宋)晁沖之撰, (宋)曾幾撰, (宋)王質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420 逍遙集; 西渡詩集附補遺; 晁具茨先生詩集; 茶山集附拾遺; 林泉結契(宋)潘閬著, (宋)洪炎撰, (宋)晁沖之撰, (宋)曾幾撰, (宋)王質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437 通志堂經解目錄; 讀易別錄; 勿菴歷算書目; 世善堂藏書目錄; 稽瑞樓書目(清)翁方綱訂, (清)全祖望撰, (清)梅文鼎撰, (明)陳第編, (清)陳揆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444 通志堂經解目錄; 讀易別錄; 勿菴歷算書目; 世善堂藏書目錄; 稽瑞樓書目(清)翁方綱訂, (清)全祖望撰, (清)梅文鼎撰, (明)陳第編, (清)陳揆編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451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468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475 陶庵夢憶; 秋燈瑣憶; 影梅菴憶語; 香畹樓憶語(明)張岱著, (清)蔣坦著, (清)冒辟疆著, (清)陳裴之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482 聊齋誌異評註 蒲松齡著; 王貽上評; 呂叔清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499 聊齋誌異評註 蒲松齡著; 王貽上評; 呂叔清註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505 莊諧選錄 醒醉選錄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5512 清容居士集附札記 (元)袁桷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5529 清容居士集附札記 (元)袁桷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5536 景印問經堂印譜 其他 全套 1

9789571725543 清詩話訪佚初編 杜松柏主編 臺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5581 寒秀草堂筆記; 握蘭軒隨筆; 劉氏遺著; 養龢軒隨筆; 東谷所見; 讀書錄存遺; 理學簡言; 田間書; 積善錄、續錄(清)姚衡著, (清)陳彝著, (清)劉禧延撰, 陳作霖撰, (宋)李之彥著, (宋)潘音著, (宋)區仕衡撰, (宋)林芳撰, (宋)撰人不詳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666 短篇小說讀本 柳宗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673 短篇遊記讀本 柳宗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703 菰中隨筆; 尗廬札記; 義府; 學福齋雜著; 樵香小記; 龍城札記; 大雲山房雜記(清)顧炎武著, (清)丁泰著, (清)黃生撰, (清)沈大成纂, (清)何琇撰, (清)廬文弨撰, (清)惲敬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741 歐陽文忠公詩 歐陽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758 續談助; 甕牖閒評; 辨誤錄 (宋)晁載之著; (宋)袁文撰; (宋)吳曾纂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765 續談助; 甕牖閒評; 辨誤錄 (宋)晁載之著; (宋)袁文撰; (宋)吳曾纂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772 魏書校勘記; 晉書校勘記; 晉書校勘記; 宋州郡志校勘記王先謙編; (清)勞格撰; (清)周家祿撰; (清)成孺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789 魏書校勘記; 晉書校勘記; 晉書校勘記; 宋州郡志校勘記王先謙編; (清)勞格撰; (清)周家祿撰; (清)成孺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796 韓詩遺說; 讀詩經; 讀風偶識; 毛詩識小 (清)臧庸述; (清)趙良露著; (清)崔述著; (清)林伯桐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802 韓詩遺說; 讀詩經; 讀風偶識; 毛詩識小 (清)臧庸述; (清)趙良露著; (清)崔述著; (清)林伯桐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819 隱居通議 (元)劉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826 隱居通議 (元)劉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833 龍川文集附辨譌考異 (宋)陳亮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840 龍川文集附辨譌考異 (宋)陳亮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857 韓昌黎全集 (唐)韓愈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5864 駢體南鍼 王傳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871 駢語雕龍 (明)游日章著; 林世勤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888 駢語雕龍 (明)游日章著; 林世勤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895 靜修先生文集 (元)劉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901 靜修先生文集 (元)劉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918 學林 (宋)王觀國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925 學林 (宋)王觀國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932 緯略; 蘆浦筆記 (宋)高似孫撰; (宋)劉昌詩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949 緯略; 蘆浦筆記 (宋)高似孫撰; (宋)劉昌詩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956 調燮類編; 敬齋古今黈附拾遺 趙希鵠著; (元)李治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963 調燮類編; 敬齋古今黈附拾遺 趙希鵠著; (元)李治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970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簣齋雜著; 古言類編(一名學古瑣言); 群碎錄; 枕譚(明)何孟春撰; (明)陸垹撰; (明)鄭曉撰; (明)陳繼儒著; (明)陳繼儒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987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簣齋雜著; 古言類編(一名學古瑣言); 群碎錄; 枕譚(明)何孟春撰; (明)陸垹撰; (明)鄭曉撰; (明)陳繼儒著; (明)陳繼儒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994 中國地方志綜錄 朱士嘉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6007 中國地方志綜錄 朱士嘉著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6014 中國人種北來說 畢長樸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6021 離騷纂義 游國恩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038 禪學讀本 山田靈林著; 邱祖明譯 平裝 1

9789571726045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1726052 中國史學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069 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 江紹源著 平裝 1

9789571726106 逸梅叢談 鄭逸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113 雲谷雜記; 鼠璞; 坦齋通編; 臆乘; 東齋記事 (宋)張淏撰, (宋)戴埴著, (宋)邢凱撰, (宋)楊伯喦著, (宋)許觀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120 雲谷雜記; 鼠璞; 坦齋通編; 臆乘; 東齋記事 (宋)張淏撰, (宋)戴埴著, (宋)邢凱撰, (宋)楊伯喦著, (宋)許觀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144 傜山散記 唐兆民著 平裝 1

9789571726151 絜齋集 (宋)袁燮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175 菉友肊說; 武陵山人雜著; 聚星札記; 說叩; 需次燕語; 洨民遺文(清)王筠撰, (清)顧觀光撰, (清)尚鎔著, (清)葉抱崧纂, (清)王朝渠著, (清)孫傳鳳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199 意林 (唐)馬總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212 新式標點六合內外瑣言 (清)屠笏巖撰 平裝 1

9789571726229 楚辭 蔣善國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236 楚辭集釋 游國恩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243 雄辯大全 苔華生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6250 雲麓漫鈔; 寓簡; 捫蝨新語 (宋)趙彥衛撰, (宋)沈作喆纂, (宋)陳善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6267 雲麓漫鈔; 寓簡; 捫蝨新語 (宋)趙彥衛撰, (宋)沈作喆纂, (宋)陳善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6335 龍門二十品的書法研究 趙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342 蘇詩補註 查慎行註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359 太虛大師寰遊記 太虛大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366 鷗陂漁話 葉石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373 艷語 樊增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380 歐陽修散文選 金民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397 歐鉢羅室書畫過目考 李玉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03 談文人 洪為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10 醉茶說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27 凝香廔奩艷叢話 胡旡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34 澹生堂藏書約; 流通古書約; 藏書紀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部類敘; 江東書院講義; 青巖叢錄; 九經誤字; 先正讀書訣; 校讎通義(明)祁承燁著; (清)曹溶撰; (清)孫從添撰; (清)江標輯; (元)程端禮述; (明)王禕撰; (清)顧炎武撰; (清)周永年輯; (清)章學誠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41 澹生堂藏書約; 流通古書約; 藏書紀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部類敘; 江東書院講義; 青巖叢錄; 九經誤字; 先正讀書訣; 校讎通義(明)祁承燁著; (清)曹溶撰; (清)孫從添撰; (清)江標輯; (元)程端禮述; (明)王禕撰; (清)顧炎武撰; (清)周永年輯; (清)章學誠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458 燕蹴箏絃錄 姚鵷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65 諧鐸 羅寶珩詳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72 霓裳續譜 章衣萍校訂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89 龍蟲並雕齋瑣語 王了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496 韓柳散文選 金民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502 蟲鳴漫錄 釆蘅子纂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519 雞肋編 (宋)莊季裕撰 平裝 1

9789571726526 廬隱佳作選 巴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533 繪圖國色天香 吳所敬編輯; 周文煒重校 平裝 1

9789571726540 繪圖解人頤 (清)胡澹菴原輯; (清)錢慎齋增訂 平裝 1

9789571726557 中國百家姓解說辭典補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564 宋代婚俗研究 彭利芸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6571 回紇與維吾爾 畢長樸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6991 金陵通紀 陳伯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004 金陵通紀 陳伯雨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011 南宋史研究集 黃寬重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7028 南宋史研究集 黃寬重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7035 後漢書辨疑; 續漢書辨疑; 三國志辨疑 (清)錢大昭撰, (清)錢大昭撰, (清)錢大昭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042 後漢書辨疑; 續漢書辨疑; 三國志辨疑 (清)錢大昭撰, (清)錢大昭撰, (清)錢大昭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059 唐宋元明清五朝稗史 姜俠魂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066 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 加藤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073 晚清三傑 徐哲身編著 平裝 1

9789571727080 晚清三傑 徐哲身編著 精裝 1

9789571727097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 張季易纂 平裝 1

9789571727103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 張季易纂 精裝 1

9789571727110 清史論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127 清史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134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何健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141 華陽國志校注 (晉)常璩撰; 劉琳校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7158 補晉書藝文志刊誤; 舊唐書經籍志; 補三史藝文志; 明史藝文志丁辰述錄, (後晉)劉昫等修, (清)金門詔撰, (清)張廷玉等修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165 補晉書藝文志刊誤; 舊唐書經籍志; 補三史藝文志; 明史藝文志丁辰述錄, (後晉)劉昫等修, (清)金門詔撰, (清)張廷玉等修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172 漢書辨疑 (清)錢大昭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189 漢書辨疑 (清)錢大昭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196 蒙古概況與內蒙自治運動 方範九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7202 清史講義 孟森著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7219 金史詳校 (清)施國祁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7226 金史詳校 (清)施國祁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233 國史列傳 東方學會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7240 國史列傳 東方學會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257 (鑄版)清史稿 (清)趙爾巽等編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264 慶元條法事類 [新文豐]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271 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劉子健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7288 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劉子健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7295 鄭板橋研究 沈賢愷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7325 韓偓 高文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332 韓偓 高文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356 三國志集解 (晉)陳壽著; (宋)裴松之注; 盧弼集解; (清)錢大昕考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363 史記 (漢)司馬遷撰; (宋)裴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清)瞿方梅補正; (清)錢大昕考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370 後漢書集解 (宋)范曄撰; (唐)李賢等注; (清)王先謙集解; (清)錢大昭補表,考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387 漢書補注 (後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清)王先謙補注; (清)錢大昕考異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394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明)樊深等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400 中國歷史簡編 [新文豐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417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夏光南著 平裝 1

9789571727424 史學方法大綱 陸懋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431 方虛谷研究 潘柏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448 水經注校 王國維注校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7455 史苑采微 朱培庚輯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7462 史苑采微 朱培庚輯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7479 史記三書正譌; 史記毛本正誤; 史表功比說 (清)王元啓撰, (清)丁晏撰, (清)張錫瑜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486 史記三書正譌; 史記毛本正誤; 史表功比說 (清)王元啓撰, (清)丁晏撰, (清)張錫瑜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493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509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523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530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547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554 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561 大清歷朝實錄總目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578 十三經讀本 唐文治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585 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 大清滿洲實錄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592 宋史新編 (明)柯維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7608 東林列傳 (清)陳鼎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15 由甲骨詮證三代科技、財經與管理 李實著; 陶希聖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22 史記志疑 (清)梁玉繩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7639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46 史記志疑 (清)梁玉繩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53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60 中華歷史地理大辭典 章嶔編輯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77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84 宋代蜀文輯存 傅增湘纂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691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707 宋代蜀文輯存 傅增湘纂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7714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721 詩經新譯 宋海屏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727738 詩經新譯 宋海屏譯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7745 易說旁通 (清)吳岳撰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752 性命古訓辨證 傅斯年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7769 易學史鏡 曹為霖纂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7776 易經精華 薛嘉穎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783 周易古史觀 胡樸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7882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727899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727905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727912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727929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727936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727943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727950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727967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727974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727790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727981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727806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727813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727820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727837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727844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727851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727868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727875 大易類聚初集 趙韞如編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728001 易一貫 (清)呂調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018 印度哲學史講義 李世傑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8025 五峯山房易學 武式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032 列子; 七書 [慧豐學會影印]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8056 左氏摘奇 (宋)胡元質摘錄 平裝 1

9789571728049 左氏摘奇 (宋)胡元質摘錄 精裝 1

9789571728070 詩集傳名物鈔 許謙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063 詩集傳名物鈔 許謙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094 孟子政治哲學 陳顧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087 孟子政治哲學 陳顧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117 詩傳孔氏傳; 詩說; 詩說; 詩論 端木賜述, 申培撰, 張耒撰, 程大昌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100 詩傳孔氏傳; 詩說; 詩說; 詩論 端木賜述, 申培撰, 張耒撰, 程大昌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124 卍正藏經 藏經書院編纂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148 新式標點晏子春秋 陳益標點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131 新式標點晏子春秋 陳益標點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155 菜根譚註疏 (明)洪應明原著; 黃公偉註疏 平裝 1

9789571728179 詩附記; 春秋詩話; 三家詩拾遺 翁方綱著, 勞孝輿撰, 范家相撰; 錢熙祚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162 詩附記; 春秋詩話; 三家詩拾遺 翁方綱著, 勞孝輿撰, 范家相撰; 錢熙祚校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193 群經互解; 周人經說; 古雋 馮經撰, 王紹蘭撰, 楊慎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186 群經互解; 周人經說; 古雋 馮經撰, 王紹蘭撰, 楊慎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216 復聖顏子史料彙編 黃紹祖編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8209 復聖顏子史料彙編 黃紹祖編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8223 莊子天下篇校釋 譚戒甫校釋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247 密箴; 讀書筆記; 蜩笑偶言; 松窗寤言; 經世要談; 四箴雜言; 慎言集訓; 玉笑零音; 古今藥石; 鄭敬中摘語; 仰子遺語; 木几冗談蔡清撰, 祝允明著, 鄭瑗撰, 崔銑撰, 鄭善夫著, 何大復撰, 敖英纂, 田藝蘅撰, 宋纁輯, 鄭心材撰, 胡憲仲撰, 彭汝讓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230 密箴; 讀書筆記; 蜩笑偶言; 松窗寤言; 經世要談; 四箴雜言; 慎言集訓; 玉笑零音; 古今藥石; 鄭敬中摘語; 仰子遺語; 木几冗談蔡清撰, 祝允明著, 鄭瑗撰, 崔銑撰, 鄭善夫著, 何大復撰, 敖英纂, 田藝蘅撰, 宋纁輯, 鄭心材撰, 胡憲仲撰, 彭汝讓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254 卍續選輯史傳部 藏經書院[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261 卍續選輯禪宗部 藏經書院編輯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285 荊園小語; 荊園進語; 省心短語; 日錄裏言; 呂語集粹; 蕉窗日記; 西巖贅語; 幽夢續影; 箴友言; 修慝餘編; 迂言百則; 簡通錄申涵光著, 申涵光著, 申涵煜述, 魏禧著, 尹會一輯, 王豫撰, 申居鄖著, 朱錫撰, 趙青黎著, 陳藎纂, 陳遇夫撰, 馬煇述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278 荊園小語; 荊園進語; 省心短語; 日錄裏言; 呂語集粹; 蕉窗日記; 西巖贅語; 幽夢續影; 箴友言; 修慝餘編; 迂言百則; 簡通錄申涵光著, 申涵光著, 申涵煜述, 魏禧著, 尹會一輯, 王豫撰, 申居鄖著, 朱錫撰, 趙青黎著, 陳藎纂, 陳遇夫撰, 馬煇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308 省心雜言; 勤有堂隨錄; 學易居筆錄; 筆疇; 巵辭李邦獻撰, 陳櫟撰, 俞鎭撰, 王達撰, 王褘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292 省心雜言; 勤有堂隨錄; 學易居筆錄; 筆疇; 巵辭李邦獻撰, 陳櫟撰, 俞鎭撰, 王達撰, 王褘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315 真言宗全書 真言宗全書刊行會, 高岡隆心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322 左傳評 王崑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339 周易費氏學 馬通伯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346 詩總聞 (宋)王質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353 詩總聞 (宋)王質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360 道德哲學講義 黃公偉著 平裝 1

9789571728377 監本易經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384 趙註孫子十三篇 趙虛丹註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391 劉貴陽說經殘稿附經說; 鳳氏經說; 王氏經說 (清)劉書年撰, (清)鳳韶著, (清)王紹蘭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407 劉貴陽說經殘稿附經說; 鳳氏經說; 王氏經說 (清)劉書年撰, (清)鳳韶著, (清)王紹蘭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414 墨子政治哲學 陳顧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421 墨子政治哲學 陳顧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438 墨子閒詁箋 張純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445 墨子閒詁箋 張純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452 墨子學案 梁啟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469 墨子學案 梁啟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476 墨經易解 譚戒甫著 平裝 1

9789571728483 墨經易解 譚戒甫著 精裝 1

9789571728490 墨經校釋 梁啟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506 墨經校釋 梁啟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513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非詩辨妄;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詩疑;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詩辨說(宋)戴溪撰, (宋)周孚著, (宋)袁燮撰, (宋)王柏纂, (宋)段子武撰, (宋)趙惪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520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非詩辨妄;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詩疑;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詩辨說(宋)戴溪撰, (宋)周孚著, (宋)袁燮撰, (宋)王柏纂, (宋)段子武撰, (宋)趙惪編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537 讀禮志疑; 說學齋經說; 五經贊; 溉亭述古錄 (清)陸隴其輯, (清)葉鳳毛纂, (清)陸榮秬撰, (清)徐堂注, (清)錢塘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544 讀禮志疑; 說學齋經說; 五經贊; 溉亭述古錄 (清)陸隴其輯, (清)葉鳳毛纂, (清)陸榮秬撰, (清)徐堂注, (清)錢塘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551 毛詩原解 郝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8568 毛詩原解 郝敬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575 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祖謙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8582 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祖謙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605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毛詩或問; 詩問略; 白鷺洲主客說詩; 杲溪詩經補注; 詩譜補亡後訂呂柟著, 袁仁著, 陳子龍說, 毛奇齡稿, 戴震纂, 吳騫學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599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毛詩或問; 詩問略; 白鷺洲主客說詩; 杲溪詩經補注; 詩譜補亡後訂呂柟著, 袁仁著, 陳子龍說, 毛奇齡稿, 戴震纂, 吳騫學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629 介庵經說 雷學淇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612 介庵經說 雷學淇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636 毛詩學 馬通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650 佛學三慧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8681 佛學小辭典 孫繼之原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698 佛學原理通釋 黃公偉著 台三版 精裝 1

9789571728704 心經合釋盂蘭摘要; 佛說盂蘭經疏摘要;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輯要疏合刊(清)適理撰; (清)諦閑疏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711 佛教經典總論 小野玄妙著; 楊白衣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728 佛海小品集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8735 佛教的文化思想與藝術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8742 佛教宗派詳註 楊仁山撰; 萬叔豪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759 佛教宗派詳註 楊仁山撰; 萬叔豪註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8780 佛祖心燈諸家宗派 附刺麻溯源 沙門守一空成重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8797 佛祖心燈諸家宗派 附刺麻溯源 沙門守一空成重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8803 佛家哲學通論 WM. M. megovorn著; 江紹原譯述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8810 佛家哲學通論 WM. M. megovorn著; 江紹原譯述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8841 佛林叢書 褚柏思著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889 玄奘大師新傳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8902 玄奘學概論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8919 古尊宿語錄 (宋)藏主頤公編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8926 因明大疏刪注 熊十力刪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8933 因明大疏刪注 熊十力刪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8940 四分律比丘戒本廣頌 比丘能海集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8957 四分律比丘戒本廣頌 比丘能海集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8964 合訂天台三聖二和詩集; 永明石屋幻居詩 梵琦, 石樹載和, 智覺禪師等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8971 石門文字禪 (宋)沙門, (宋)德洪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8988 永明延壽宗教論 孔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8995 永明延壽宗教論 孔維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008 石濤原濟禪師行實考 比丘, 明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15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一, 印藏及修藏類 蔡運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22 地藏經開蒙 (清)釋品玵集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039 地藏經演孝疏 知性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046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五, 鳥獸春秋 蔡運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53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二, 雜著類 蔡運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53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二, 雜著類 蔡運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60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四, 護生百講 蔡運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60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四, 護生百講 蔡運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77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三, 小言類 蔡運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091 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 蔡運辰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9107 佛教朝暮課誦本 平裝 1

9789571729114 佛教朝暮課誦 華嚴蓮社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9121 一切經音義 (唐)沙門, (唐)釋元應撰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9138 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 蔡運辰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145 二障義; 判比量論; 大華嚴一乘法界圖註并序; 華嚴經釋題; 義相法師法性偈釋元曉撰, 釋元曉述, 雪岑撰, 雪岑撰, 有聞科註, 聖奎證正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152 二障義; 判比量論; 大華嚴一乘法界圖註并序; 華嚴經釋題; 義相法師法性偈釋元曉撰, 釋元曉述, 雪岑撰, 雪岑撰, 有聞科註, 聖奎證正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169 人生佛學論集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9176 八宗綱要鈔; 四宗要文; 東大寺六宗未決義; 八海含藏; 華嚴通關凝然撰, 日朝著, 英園纂補, 師鍊著, 師鍊著, 定仙著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183 八宗綱要鈔; 四宗要文; 東大寺六宗未決義; 八海含藏; 華嚴通關凝然撰, 日朝著, 英園纂補, 師鍊著, 師鍊著, 定仙著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190 三教新論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9206 三教蠡測 吳耀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213 三階教殘卷 信行法師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220 三論玄義 (隋)吉藏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237 三論玄義 (隋)吉藏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244 大乘佛學論集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9251 大菩提論 王恩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268 中國佛教研究史 梁啟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275 中國佛學史論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9282 中部經典 沙門芝峰據日譯版重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299 五燈會元續略 (明)淨柱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305 善財求道記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9312 天下名山錄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9329 天台山方外志 傳燈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336 天台山方外志 傳燈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343 天然和尚年譜 汪宗衍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350 天然和尚年譜 汪宗衍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367 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會本 (宋)賢首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9374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來果禪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9381 來果禪師禪七開示錄 來果禪師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9398 宗鏡錄法相義節要 梅光羲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404 性相學奧義論集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29411 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說 長谷部幽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428 武林梵志 (明)吳之鯨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435 武林梵志 (明)吳之鯨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442 法運志略(略錄宋志磐佛祖統記)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459 金剛般若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 唯識三十論集要釋(敦煌本); 寶積經瑜伽釋; 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傳合刊(唐)沙門地婆訶羅等譯, 佚者名, (姚秦)鳩摩羅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466 金剛筏喻; 金剛經句解易知合刊 (明)如愚著, (清)王澤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473 金陵梵剎志 葛寅亮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480 金陵梵剎志 葛寅亮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497 長部經典(內含二十三種經) 江鍊百據日譯本重譯, 沙門芝峰校證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503 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會譯 婆藪盤豆, 尊者世親造; 陳真諦, (唐)玄奘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510 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會譯 婆藪盤豆, 尊者世親造; 陳真諦, (唐)玄奘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527 南來堂詩集(附年譜) 王培孫校輯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9534 南來堂詩集(附年譜) 王培孫校輯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9541 南海寄歸內法傳 (唐)義淨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558 南海寄歸內法傳 (唐)義淨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565 南朝寺考 劉世珩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572 南朝寺考 劉世珩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589 律宗燈譜 (清)源諒著; (清)劉霞彩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596 律宗燈譜 (清)源諒著; (清)劉霞彩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602 相宗史傳略錄; 大宋僧史略; 求法高僧傳合刊 梅光羲編, (宋)通慧大師贊寧撰, (唐)沙門義淨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619 重修曹谿通志 馬元, 釋真樸重修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626 重修曹谿通志 馬元, 釋真樸重修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633 阿毗達磨俱舍釋論 (陳)真諦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640 修習瑜伽集要施食壇儀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657 修習瑜伽集要施食壇儀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664 琉璃室閒話 張少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671 祖堂集 (南唐)靜, 筠二禪德合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688 唯識開蒙; 羅湖野錄 雲峯輯, 曉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695 常惺法師集 常惺法師撰著 三版 精裝 1

9789571729701 御製揀魔辨異錄 清世宗御製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718 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 淨心誡觀法 道宣述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29725 異部宗輪論述記; 因明入論莊嚴疏; 大乘法苑義林章補闕合刊(唐)三藏玄奘譯, (唐)沙門文軌撰, (唐)沙門慧沼撰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732 雪峯如幻和尚瘦松集 如幻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749 普陀洛迦新志 許止淨述; 王亨彥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756 普陀洛迦新志 許止淨述; 王亨彥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763 無盡燈 明印禪師手書選錄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770 發趣論; 大發趣論註 范寄東重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787 發趣論; 大發趣論註 范寄東重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794 等不等觀雜錄 楊仁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800 等不等觀雜錄 楊仁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817 冠註輔教編 (明)教大師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9824 菩薩地持善戒經會譯 (北涼)曇無讖, (劉宋)求那跋摩羅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9831 阿育王山志 郭子章編; 魏禹欽校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9848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思想史 李世傑撰 平裝 1

9789571729855 維摩詰經折衷疏; 維摩詰所說經直疏合刊 (明)大賢疏, (明)通潤直疏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862 維摩詰經解義 沽上逸民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879 增註六祖壇經 山田大應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9886 廣弘明集 (唐)釋道宣撰 精裝 1

9789571729893 宋版法華經 (秦)鳩摩羅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909 蓮宗寶懺 (元)普度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916 諸法集要經; 楞伽經補遺 (宋)沙門日稱等譯, (明)德清補遺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923 論我 蔡添錦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930 論法華; 法華特論 鄭澄德說, 妙諦子筆記, 馮寶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947 閱藏隨筆 (清)元度法師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954 歷史感應統紀 聶雲臺編纂; 許止淨評訂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9961 歷遊天竺記傳 (東晉)釋法顯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9978 歷遊天竺記傳 (東晉)釋法顯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9985 興化佛教通志 震華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004 默如叢書 默如法師著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011 密教大辭典 密教辭典編纂會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042 詩佛王摩詰傳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30059 瑞白禪師語錄 (明)寂蘊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073 黃檗山寺志 隱元隆琦原本; 性幽獨往等編訂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080 黃檗山寺志 隱元隆琦原本; 性幽獨往等編訂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110 解節經真諦義 歐陽漸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127 解節經真諦義 歐陽漸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134 經論序跋集 褚柏思著 平裝 1

9789571730158 楞嚴貫珠 釋戒潤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189 華嚴經疏論纂要 道霈編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233 海潮音文庫. 一編, 佛學通論 太虛大師審定; 范古農校訂; 慈忍室主人編輯 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257 海潮音文庫. 二編, 佛學本論 太虛大師審定; 范古農校訂; 慈忍室主人編輯 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271 海潮音文庫. 三編, 佛學足論 太虛大師審定; 范古農校訂; 慈忍室主人編輯 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288 海潮音文庫. 四編, 佛學餘論 太虛大師審定; 范古農校訂; 慈忍室主人編輯 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851 傷寒準繩 (明)王肯堂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868 外科準繩 (明)王肯堂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875 幼科準繩 (明)王肯堂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882 類方準繩 (明)王肯堂撰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899 汪氏醫學叢書 汪機著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905 吳氏兒科學 吳克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0912 男女萬病自療法單方大全 顧鳴盛重訂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929 尚論篇; 尚論後篇 喻嘉言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936 周易指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943 周易指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950 甲遁真授秘錄; 瑞應圖記; 乾坤變異錄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967 甲遁真授秘錄; 瑞應圖記; 乾坤變異錄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974 地理合璧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981 地理合璧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998 地學形勢集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001 地學形勢集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025 醫便 張受孔, 姚學顏重訂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032 醫案選粹 上海名醫等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049 醫學門徑 徐學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1056 藥性蒙求 張仁錫纂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063 證治心傳等十種(合訂本) 袁體庵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1070 難解二十四篇; 秘傳水龍經 (明)撰人不詳, (清)蔣平階輯訂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087 難解二十四篇; 秘傳水龍經 (明)撰人不詳, (清)蔣平階輯訂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094 讀肘后方 藍川慎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100 鑑辨小言; 古觀人法; 命理易知; 黃帝授三子玄女經; 靈信經旨;元辰章醮立成曆; 紫微斗數; 欽定協紀辯方書(清)趙藩撰, (清)宋瑾撰, 達文社編輯, 不著撰人, 不著撰人, 不著撰人, 不著撰人, (清)允錄, 梅穀成, 何國宗等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117 鑑辨小言; 古觀人法; 命理易知; 黃帝授三子玄女經; 靈信經旨; 元辰章醮立成曆; 紫微斗數; 欽定協紀辯方書(清)趙藩撰, (清)宋瑾撰, 達文社編輯, 不著撰人, 不著撰人, 不著撰人, 不著撰人, (清)允錄, 梅穀成, 何國宗等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124 覆載萬安方 梶原性全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131 醫宗粹言 (明)吳崑纂述; (明)羅周彥增定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148 醫說 (宋)張杲撰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155 醫學正傳 (明)虞傳撰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162 醫心方 宿稱康賴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179 醫宗金鑑 (清)吳謙等編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346 幼科金鍼 (明)秦景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1353 外科精要; 換骨抄 (宋)陳自明等撰, 真瀨玄朔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360 外科理例 (明)汪機撰 精裝 1

9789571731377 四部總錄. 醫藥編 丁福保, 周雲青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384 太平聖惠方 (宋)王懷隱等編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391 太醫院經驗奇效良方 (明)方賢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407 珍本術數叢書: 太玄經外四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414 珍本術數叢書: 六壬大占外一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421 珍本術數叢書: 六壬大占外一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445 中國醫藥匯海 蔡陸仙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438 中國醫藥匯海 蔡陸仙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452 珍本術數叢書: 太玄經外四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483 泰定養生主論 (元)王珪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490 脈訣彙辨 (清)李延是輯著; 陸圻參閱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506 脈粹; 新刊灸膏肓腧穴法; 備急灸法 (宋)蕭世基撰, (宋)莊綽編, (宋)孫炬卿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513 退思廬醫案三種(感證輯要.女科證治約旨.女科精華)嚴癡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1520 馬氏外科醫案; 鬱岡齋醫學筆塵; 醫門要訣; 潛齋醫話馬培之著, 王肯堂著, 王旭高著, 王孟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1537 婦人病自療法(增附:月經病自療法) 梁世鐸編著, 朱振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1544 張隱菴傷寒論集註 高世栻纂集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551 普濟本事方 (宋)許叔微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568 診斷學講義 吳錫璜講述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1731575 診斷學講義 吳錫璜講述 台二版 精裝 1

9789571731582 黃帝宅經; 青烏先生葬經; 葬圖; 青烏緒言 (明)周履靖校正, (漢)青烏先生撰, 兀欽仄注, 撰人不詳, (明)李豫亨撰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599 傷寒綱要講義 吳錫璜撰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605 傷寒論類方 徐大椿編釋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612 新刊京本活人心方; 神仙服餌; 醫學源流; 短要方(明)涵虛子撰, 不著撰人, (明)熊宗立撰, 不著撰人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629 新刊續添是齋百一選方 (宋)王璆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636 新校本鍼灸聚英 (明)高武纂集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1643 新增傷寒集註 舒馳遠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650 神農本草經疏 (明)繆希雍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667 新刊濟世全書 (明)龔廷賢撰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674 傷寒譜 沈鳳輝註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681 看命一掌金; 中西星要; 玉照定真經; 星命總括(唐)一行著, 倪榮桂輯, 郭璞撰, 張顒注考, (遼)耶律純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698 看命一掌金; 中西星要; 玉照定真經; 星命總括(唐)一行著, 倪榮桂輯, 郭璞撰, 張顒注考, (遼)耶律純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704 御定星歷考原; 三命通會 (清)李光地重考, (明)萬民英撰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711 御定星歷考原; 三命通會 (清)李光地重考, (明)萬民英撰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728 校正京本六壬神課金口訣; 壬學大成六壬鑰 (楚)黃陶中輔撰, 李遜齋校, 蔣問飛著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735 校正京本六壬神課金口訣; 壬學大成六壬鑰 (楚)黃陶中輔撰, 李遜齋校, 蔣問飛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742 四帖疏 佛教大系刊行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039 新鋟煙波釣徒奇門定局 劉基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046 新鋟煙波釣徒奇門定局 劉基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053 南華經傳釋; 郭子翼莊; 廣莊 周金然纂, 高[]纂, 袁宏道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060 南華經傳釋; 郭子翼莊; 廣莊 周金然纂, 高[]纂, 袁宏道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077 洛陽伽藍記; 華陽宮記事 楊衒之撰, 釋祖秀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084 洛陽伽藍記; 華陽宮記事 楊衒之撰, 釋祖秀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251 益齡單; 入藥鏡 周履靖編, 崔希範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268 益齡單; 入藥鏡 周履靖編, 崔希範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275 淮南萬畢術; 淮南萬畢術附補遺; 出行寶鏡; 元包經傳; 元包數總義劉安撰; 孫馮翼輯, 劉安著; 茆泮林輯, 撰人不詳, 衛元嵩述; 蘇源明傳; 李江注, 張行成述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282 淮南萬畢術; 淮南萬畢術附補遺; 出行寶鏡; 元包經傳; 元包數總義劉安撰; 孫馮翼輯, 劉安著; 茆泮林輯, 撰人不詳, 衛元嵩述; 蘇源明傳; 李江注, 張行成述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299 黃石公望空四字數; 質龜論; 龜經; 黃帝金匱玉衡經; 黃帝龍首經周履靖校梓, 周履靖校梓, 無名氏撰, 孫星衍校, 孫星衍校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305 黃石公望空四字數; 質龜論; 龜經; 黃帝金匱玉衡經; 黃帝龍首經周履靖校梓, 周履靖校梓, 無名氏撰, 孫星衍校, 孫星衍校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312 祿嗣奇談; 禱雨雜紀; 周氏冥通記 冲一真君撰, 錢琦錄, 陶弘景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329 祿嗣奇談; 禱雨雜紀; 周氏冥通記 冲一真君撰, 錢琦錄, 陶弘景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336 靈笈寶章; 求雨篇; 神異經; 海內十洲記 虛靖天師著, 紀奎撰, 東方朔著, 東方朔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343 靈笈寶章; 求雨篇; 神異經; 海內十洲記 虛靖天師著, 紀奎撰, 東方朔著, 東方朔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466 易簡方; 新刻海上仙方; 新刻官板秘傳加減十三方(宋)王碩撰, (宋)溫大明撰, (元)徐用和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473 活人事證方後集 (宋)劉信甫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480 科學鍼灸治療學 曾天治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32497 述卜筮星相學 袁樹珊編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503 原機啟微集; 醫方挈領; 戴思九臨證醫案; 校正新增觀聚方要補(明)倪維德撰, 丹波元簡撰, 戴思九撰, 丹波元簡撰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510 唐氏中西醫判 唐中海作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527 星命抉古錄外五種 謝廬著, 不著撰人, (宋)李仝注, (宋)東方明疏, 不著撰人, (明)池本理撰, (明)萬民英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534 星命抉古錄外五種 謝廬著, 不著撰人, (宋)李仝注, (宋)東方明疏, 不著撰人, (明)池本理撰, (明)萬民英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2541 河洛理數外一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558 河洛理數外一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2565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572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2589 徐靈胎醫書全集 徐靈胎著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596 皇極經世索隱外二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02 皇極經世索隱外二種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2619 保嬰全書 (明)薛鎧撰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26 重訂外臺秘要方 (唐)王燾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33 玉機微義 (明)徐用誠撰; (明)劉純續增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40 本草經考註 森立之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57 本草綱目 (明)李時珍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64 古今醫統大全 (明)徐春甫撰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18 景印佛教大系: 大日經疏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25 景印佛教大系: 摩訶止觀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32 景印佛教大系: 法華玄義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49 景印佛教大系: 俱舍論頌疏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56 景印佛教大系: 俱舍論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63 景印佛教大系: 五教章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70 景印佛教大系: 成唯識論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886 景印佛教大系: 淨土三部經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893 景印佛教大系: 正法眼藏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909 景印佛教大系: 觀心本尊鈔 開目鈔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916 景印佛教大系: 四教儀集註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923 景印佛教大系: 選擇集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930 景印佛教大系: 教行信證 佛教大系完成會編纂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961 敦煌學. 第十三輯 敦煌學研究會編 平裝 1

9789571732978 敦煌學. 第十四輯 敦煌學研究會編 平裝 1

9789571732985 敦煌學. 第十五輯 敦煌學研究會編 平裝 1

9789571732992 敦煌學. 第十六輯 敦煌學研究會編 平裝 1

9789571733005 敦煌學. 第十七輯 敦煌學研究會編 平裝 1

9789571733265 剡源集附札記; 湛淵遺稿; 安默庵先生文集 (元)戴表元撰, (元)白珽撰, (元)安熙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3272 剡源集附札記; 湛淵遺稿; 安默庵先生文集 (元)戴表元撰, (元)白珽撰, (元)安熙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00359 訓詁學要略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706405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一冊 1

9789571701011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二十一冊 1

9789571708553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五十冊 1

9789571700762 近東開闢史詩 饒宗頤編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01257 斠補隅錄 (清)蔣光煦輯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01240 斠補隅錄 (清)蔣光煦輯校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1271 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 山井鼎輯; 物觀等補遺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01264 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 山井鼎輯; 物觀等補遺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01486 新校本文獻通考. 經籍考 (元)馬端臨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01998 周易本義 朱熹撰 一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702131 羅氏識遺 (宋)羅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02124 羅氏識遺 (宋)羅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2254 巵林 (明)周嬰纂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02247 巵林 (明)周嬰纂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2315 銅熨斗齋隨筆 (清)沈濤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02308 銅熨斗齋隨筆 (清)沈濤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2407 宋藏遺珍敍目; 金藏目錄校釋合刊 蔡念生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2759 開元釋教錄略出 (唐)智昇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02742 開元釋教錄略出 (唐)智昇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2766 佛教經藏子目引得 洪業, 田繼宗, 聶崇岐, 李書春, 馬錫用編纂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2803 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 朱士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2841 詳註四部精粹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02889 諸子集粹 朱培庚輯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02896 呻吟語輯粹 (明)呂坤撰; 鍾競生輯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03459 學津討原 (清)張海鵬輯 [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473 四明叢書. 第一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565 訓詁學簡論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1703480 四明叢書. 第二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497 四明叢書. 第三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503 四明叢書. 第四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510 四明叢書. 第五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527 四明叢書. 第六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534 四明叢書. 第七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541 四明叢書. 第八集 (清)張壽鏞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03763 旅日隨筆 杜松柏著 平裝 1

9789571703787 巴宙文存 巴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03800 文史論叢 宋海屏論著 平裝 1

9789571703824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 初集 陳祚龍著 平裝 1

9789571703848 中國神明概論 沈平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03886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 二集 陳祚龍著 平裝 1

9789571703893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 三集 陳祚龍著 平裝 1

9789571703930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 四集 陳祚龍著 平裝 1

9789571703947 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 五集 陳祚龍著 平裝 1

9789571703985 弓長先生文史散記 魯弓長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09581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一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六冊 1

9789571709772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二十二冊 1

9789571709970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一版二刷 精裝 第二十四冊 1

9789571710204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 修訂一版三刷 精裝 第二十三冊 1

9789571710211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 修訂一版三刷 精裝 第二十九冊 1

9789571710358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四冊 1

9789571712666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第二十五冊 1

9789571712925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二冊 1

9789571712949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九冊 1

9789571712932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八冊 1

9789571713939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30冊 1

9789571715483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26冊 1

9789571715490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47冊 1

9789571715537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第二十七冊 1

9789571715544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五冊 1

9789571715735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刊行會編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四冊 1

9789571715742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刊行會編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一冊 1

9789571715759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刊行會編 修訂一版二刷 精裝 第二十八冊 1

9789571715834 中國禪宗史話 褚柏思著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715957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三冊 1

9789571716374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九冊 1

9789571716404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三冊 1

9789571716398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二冊 1

9789571716381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四十冊 1

9789571716770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七冊 1

9789571716756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五冊 1

9789571716787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八冊 1

9789571716763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二刷 精裝 第三十六冊 1

9789571720012 印光法師文鈔全集 印光法師著 台一版三刷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0173 象形釋例 彭利芸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20968 妙法蓮華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24

送存冊數共計：659

卡爾威特幼兒園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6026 四個玩具箱 李昕盈文; 賴淑貞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6040 天天星期五 李昕盈文; 朱一萍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6057 六個抱抱 李昕盈文; 賴淑貞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6002 第一次吹蠟燭 李昕盈文; 朱一萍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6019 兩個好朋友 李昕盈文; 賴淑貞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6033 一起數到三 李昕盈文; 朱一萍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4747 瓢蟲找媽媽: 教學手冊(4-6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4754 我跟你是一樣的嗎?: 教學手冊(13-18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4778 螢火蟲去探險: 教學手冊(7-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4785 紅鶴爸爸 廖婉真文; 鄭惠珍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4792 河馬醫生 廖婉真文; 張孝誠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8305 鴨子!別跑: 教學手冊(7-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12 泡湯真舒服: 教學手冊(13-18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29 走哪裡?: 教學手冊(19-24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36 肚子餓的小黑狗: 教學手冊(7-12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43 分我吃一口: 教學手冊(13-18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50 愛做瑜伽的酷酷: 教學手冊(19-24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67 愛娃的好朋友 廖婉真文; 鄭惠珍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659 台灣傳統剪紙的傳承 吳望如, 鐘雲珍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745 新竹縣美術協會創會五十周年慶會員聯展 彭鴻欽, 彭瑞賢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8569 海陸客語白話譯註 詩經國風 詹益雲譯註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2006 新竹縣關西鎮老人會創會40週年慶紀念特刊 黃弘毅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902 道家仙祖謝映登 胡春煥, 白鶴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870 從現代教育試析心經 楊永慶著 精裝 1

9789868187887 從現代教育試析地藏經 楊永慶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卡爾威特托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店明聖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店華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縣關西鎮老人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2886 巴黎的憂鬱= Le spleen de Paris 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作; 郭宏安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272893 酸臭之屋= The acid house 歐文.威爾許(Irvine Welsh)作; 何致和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72909 叔本華美學經典論文集 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著; 韋啟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916 狂喜書寫: 述說你的故事並轉化人生的7個步驟= Writing for bliss: a seven-step plan for telling your story and transforming your life黛安娜.拉布(Diana Raab)著; 林銘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930 叔本華思想隨筆 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著; 韋啟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947 眾妙之門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作; 陳蒼多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525 台灣被抄 悶聲當臣妾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4334 企業長青術: 魔數1到9 羅天一, 郭錦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4341 審計學原理 蔡信夫, 林惠雪, 黃惠君, 郭博文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9954358 中級會計學=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江淑玲著 3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954365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實務導向 李正綱, 陳基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954372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宇編著 13版修訂 平裝 1

9789869954389 財政學= Public finance 許義忠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954396 銷售與顧客關係管理 巫立宇, 邱志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7206 財務管理: 基礎與應用= Essentials and applications: financial management徐俊明著 4版 平裝 1

9789860627213 金融市場: 全球的觀點 沈中華, 呂青樺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0627220 投資學: 證券分析與投資策略 韓千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27237 先知= The prophet 卡里爾.紀伯倫(Kahlil Gibran)著; 周賓凰譯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7244 市場調查實務: 問卷設計與研究分析 吳柏林, 謝名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627251 金融科技概論= Financial technology 李顯正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27268 稅務會計= Tax accounting 陳妙香, 李娟菁, 汪瑞芝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0627275 財務報表分析: 觀念與型例=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concepts & patterns武志亮, 高渭川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627282 財務報表分析 王元章, 張眾卓, 黃莉盈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9517206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宇編著 14版 平裝 1

9786269517213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 楊智宇編著 9版 平裝 1

9786269517220 會計學= Accounting 馬君梅, 詹乾隆, 柯瓊鳳, 吳燕瑛, 陳專塗, 廖素娟, 謝永明, 楊惠雅著6版 平裝 1

9786269517237 實用會計學概要= Accounting 馬君梅, 詹乾隆, 柯瓊鳳, 吳燕瑛, 陳專塗, 廖素娟, 謝永明, 楊惠雅著6版 平裝 1

9786269517244 人壽與健康保險 許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7251 稅務會計: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阮瓊華編著 2版 平裝 1

9786269517268 實用租稅大全 林裕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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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0334 讀書的藝術 林語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341 寄小讀者 冰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8706 我的老台北 張大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713 理想的下午 舒國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720 大坊珈琲店手記: 把在這裡的時間,變成重要的時間大坊勝次著;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737 從此好好過生活 張琉珍作;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744 神在的地方: 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 A white summer陳德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751 熱帶 森見登美彥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768 名畫的動作 宮下規久朗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8775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0635416 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 廖偉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430 倒數10分又38秒= 10 Minutes 38 seconds in this strange world艾莉芙.夏法克(Elif Shafak)作;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新視野New Vision



9789860635454 天才的思考: 高畑勳與宮崎駿 鈴木敏夫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478 火口的二人= 火口のふたり 白石一文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492 十月終結戰 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著; 王道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9923 無法平靜的夜晚 瑪莉珂.盧卡絲.萊納菲爾德( Marieke Lucas Rijneveld )著; 郭騰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9947 房東阿嬤與我: 從今以後 矢部太郎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9954 像看見花一樣看著你 羅泰柱作; 柳亨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9985 從前從前,某個地方有具屍體......= むかしむかしあるところに、死体がありました。青柳碧人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9992 香港字: 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 董啟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1015 現在,依然想念妳= いまも、君を想う 川本三郎著;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1039 科學愛人 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6367 秒讚: 文案女王教你寫入心坎,立刻行動的文案力林桂枝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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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67976 歷代經典寓言 周游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983 紅杏出牆= Thérèse Raquin 左拉(Émile Zol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8027 雙城記= A tale of two cities 狄更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8034 古文觀止 吳楚材, 吳調侯選編; 俞日霞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041 後窗= Rear window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8058 人性的弱點 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8065 致命陷阱= Fatal trap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072 職業殺手= Hit man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02 白話菜根譚 洪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19 活用圖解易經 王少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201 致富思考 麥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0326 Action前的真心告白: 電影人完全幸福手冊 李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494 當音樂響起,你想起誰 吳孟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555 表演創作與演員素養 朱宏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579 書畫隨筆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586 馬敘倫說掌故: <<石屋餘瀋>>、<<石屋續瀋>>馬敘倫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593 畫人畫事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609 評點晚清民國人物: 續<<南湖錄憶>> 高拜石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630 氍毹弄影: 文學、戲曲和電影的融涉與觀照 沈惠如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661 角色的誕生 鄭君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678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畫傳 鄭君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685 心恆先生軼事 邵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692 聶紺弩先生年譜初編 張在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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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540722 政府內部的吶喊: 香港公務員工運口述史 梁寶龍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753 藝苑談往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760 樸園文存 朱省齋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777 當音樂響起,你想起誰 吳孟樵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784 為作家寫的書: 當代台港女作家論 張雪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791 條條大路通電影 梁良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807 俄蒙回憶錄 毛以亨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821 謝鑄陳回憶錄 謝鑄陳口述;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852 角色的誕生 鄭君里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876 為作家寫的書: 當代台港女作家論 張雪媃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883 謝鑄陳回憶錄 謝鑄陳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60286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第三紀: 哺乳動物與鳥類的盛世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0293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第四紀: 迎向現代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0408 當代恐怖活動犯罪暨反恐刑法研究 趙遠著 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260415 當代恐怖活動犯罪暨反恐刑法研究 趙遠著 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260750 租賃物之瑕疵及其法律效果 王千維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0781 刑法總則 王皇玉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5260804 刑法分則. 下, 人格與公共法益篇=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2許澤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60828 從家庭到法庭 吳敏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835 民法物權= Sachenrecht 鄭冠宇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842 民法總則=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鄭冠宇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260859 刑法總則=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許澤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0866 比較法學研究. 第三期, 法的歷史與倫理 高文琦, 李麒, 莊錦秀作; 莊錦秀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873 公司法與公司治理=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Jeffrey N. Gordon, Wolf-Georg Ringe原著主編; 江朝聖, 吳奐廷, 李承毅, 林建中, 林鼎鈞, 趙冠瑋譯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260880 公司法與公司治理=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Jeffrey N. Gordon, Wolf-Georg Ringe原著主編; 江朝聖, 吳奐廷, 李承毅, 林建中, 林鼎鈞, 趙冠瑋譯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260897 海象鯨= Odobenocetops 蔡政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903 文字學概論 陳茂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0910 實務最前線 民法X民訴 丁偉, 允文, 宇人, 周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927 法學緒論講義 王紀軒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941 正是青春讀經典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5260958 牠鄉何處?: 城市.動物與文學 黃宗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0965 進擊的公民: 探索社會議題的法律指南= Attack on citizens王鼎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972 公司法與公司治理 Jeffrey N. Gordon, Wolf-Georg Ringe原著主編; 江朝聖, 吳奐廷, 李承毅, 林建中, 林鼎鈞, 趙冠瑋譯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260989 勞動社會法題型破解 爾畢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60996 出車禍了!然後咧? 法蘭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1009 學霸才知道: 宇宙新鮮事 智慧鳥著.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016 學霸才知道: 人體新鮮事 智慧鳥著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023 學霸才知道: 演化新鮮事 智慧鳥著.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030 學霸才知道: 地球新鮮事 智慧鳥著.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047 考前特蒐BEST SELECTION. 2021 希蒙, 竣韋, 杜予, 陳肯, 荷構, 齊軒, 黛拉, 溫拿, 覺常, Juster, Hofmann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054 釋字最前線. 2021 霸告, 弋嚴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1061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261078 刑事訴訟法 黃朝義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61085 閱讀.樂讀 周志川, 卓美惠, 邵曼珣, 陳美琪, 葉錦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1092 IBMYP教與學剖析:談IBMYP中學項目教學面向= Teaching and learning pdagogy: diverse teachings of the IBNYP programme鄒蕙蘭(Lanny Tsou)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108 實用華語語音學 張正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1115 青春版大學國語文 何修仁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122 民法債編總論= Schuldrecht I: allgemeiner teil 鄭冠宇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1139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 蔡茂寅, 陳忠五, 林鈺雄編 四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261146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2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61153 警察政策案例研習 謝宜峯, 林冠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160 民法概要 鄭冠宇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61177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7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61184 大學國文: 閱讀與口語表達 侯淑娟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191 大學國文: 閱讀與書寫 鹿憶鹿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207 銀髮保險理財樂活規劃 余祖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214 跨國商務法律的第1本書: 學校教的怎麼不夠用?李依玲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261221 上榜模板: 公務員法 霸告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1238 這題會考!法學大意 Juster, 又新, 嘟嘟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1245 史記人物故實 劉錦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252 美國憲法: 基本原則與案例=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basic principles and cases姚思遠, 范秀羽, 李劍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269 英美侵權行為法: 基本原則與案例= Anglo-American law of torts: basic principles and cases潘維大, 姚思遠, 何婉君, 范秀羽, 王震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283 保全性羈押原因之研究: 以德國法為中心= A study on the grounds of the detention to protect criminal proceedings: focus on German law陳松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290 英美契約法: 基本原則與案例= Anglo-American law of contracts: basic principles and cases姚思遠, 黃心怡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306 修法最前線 國民法官法 凌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313 非訟事件法新論 姜世明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1320 聲明異議: 刑事詰問及詢問程序的光與影: 檢察官蒞庭活動的理論化嘗試彭聖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368 實用證券交易法 王志誠, 邵慶平, 洪秀芬, 陳俊仁合著 六版 平裝 1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830 寺子屋日語文法集錦 唐兆陽, 井上京子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7917 天國少年 李正明著;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0814 望天之光: 李登元一筆畫能量藝術 李登元, 林秀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0838 蔣介石日記的濫用: 楊天石的抄襲、模仿與治學謬誤李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0845 破浪 啟程 江啟臣口述; 羅暐智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0852 老子談管理: 經管博士精彩詮釋流傳千年的商戰策略寶典李昱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0869 平行宇宙: 穿越創世、高維空間和宇宙未來之旅= Parallel worlds : a journey through creation,higher dimensions,and the future of the cosmos加來道雄(Michio Kaku)著; 伍義生, 包新周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980876 瘋狂的年代: 世界大戰源起與全球秩序未來 蔡東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0883 走出隱修院= El Poraué de una transformaciόn 瑪加利大.瑪利亞.洛佩茲.瑪都蘭(Margarita Maria Lόpez Maturana)著; 蔡護瑜, 安瑪莉(Ana Maria Martin)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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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0668506 地景的刺點: 從歷史航照重返六十年前的臺灣黃同弘文; 農林航空測量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8506 地景的刺點: 從歷史航照重返六十年前的臺灣黃同弘文; 農林航空測量所圖 初版 精裝 2

9789860668520 聚歛的迷思: 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盧建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537 創業家的致勝寶典: 教你如何用法律眼洞悉公司治理的陷阱洪宗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544 行到水窮,坐看雲起: 預約一個沒有失智的未來徐榮隆, 黃俊榮, 許書瀚, 鄭嘉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551 數位行銷12式: 廣告大神教你搞定數位時代品牌與行銷吳孝明, 鈕則勳, 袁俊, 紀緻謙, 謝中川, 賴宇同, 常一飛, 張謙, 陳淑華, 利啟正, 黃麗萍, 黎榮章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568 社會系統: 一個一般理論的大綱= 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尼克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魯貴顯, 湯志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575 刀鋒戰將胡璉: 金門王與蔣介石恩怨 張友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582 量子成功學之顯化法則= Quantum success: the skills of quantum manifestation劉建樺, 馮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703 雙標余英時: 浮華教主與徒眾 盧建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710 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 張友驊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727 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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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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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93148 靈魂侵蝕. Vol.3= Sanctify. Vol.3 生鐵落漫畫; Fox編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93155 靈魂侵蝕. Vol.3= Sanctify. Vol.3 生鐵落漫畫; Fox編劇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6864 女性重訓新思維: 6個月漸進式訓練表,減去多脂肪,打造完美肌肉線條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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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著畫,不知不覺就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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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6925 零基礎速寫入門教程 飛樂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32 超異能少女作畫資料集 夏子, 天領寺セナ, 珠樹みつね, yu-ra, つのびん作; 林農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49 手槍繪製設定資料集 村田峻治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56 我家的貓養了一頭龍?! 神虫からすみ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63 男女戀情攻防戰 戀愛心理學速查詞典 齊藤勇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70 與神對話的一年: 寫給女人的52則聖經啟示 金柏莉.摩爾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87 身體的秘密語言 尹娜.西格兒作;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994 女性運動解剖學伸展與體能訓練 馬克.維拉作; 黃馨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07 從日常開始的簡單插畫Book. 日常萬物篇 羅伯特.藍伯利作; 邱佳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14 從日常開始的簡單插畫Book. 可愛動物篇 羅伯特.藍伯利作; 邱佳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21 カモ老師的簡筆插畫大百科 カモ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38 動漫泳裝美少女繪製技法 勝山俊光作; 洪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45 動漫人物線稿資料集 西東社編輯部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52 監獄重訓 喬許.布萊恩, 亞當.班席亞作; 王啟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楓林館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楊塵文創工作室

新點印刷設計



9789863777069 運動員肌力訓練解剖學 費德禮.杜勒耶, 米凱.岡狄作; 江幸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76 藥食同源 蔡宛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083 關係目標: 給基督徒的戀愛、婚姻、性愛守則麥可.陶德作;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168 擬人化角色設計手冊 suke, Lyon, MOKURI, 佐倉おりこ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236 請問覺醒 宇色Osel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2528 人體解剖全書 安德魯.貝爾著; 謝伯讓, 高薏涵, 黃馨弘翻譯 第三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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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02986 登山體能訓練營: 上山前的復位訓練及體能維護打造能一輩子安全登山的體格芳須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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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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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03082 佛像雕刻指南 關侊雲, 紺野侊慶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099 五十肩的診斷與物理治療 赤羽根良和作; 黃品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05 理科用語大聲公 信定邦洋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12 圖解統計學超入門 高橋洋一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29 讓報告能力躍進的簡筆畫練習 山田雅夫作; 甘為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36 硬骨頭專用瑜伽大全 水野健二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43 虎皮鸚鵡飼育指南 目良淳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50 當代經濟學關鍵字 藪下史郎作; 許郁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67 給新手的圖像簡報會議技巧 久保田麻美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74 搶救睡眠大作戰 友野尚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81 生活科學大百科 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266 西洋藥草百科 安德魯.薛瓦利耶作, 國家醫學藥草師協會成員; 林婉婷, 賴柏任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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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2518 釋放創傷,從呼吸開始 古騰.湯柯夫作; 祝家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525 提升平台流量的影片行銷術! 久松慎一, 江見真理子作; 林芷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556 儀式魔法全書 隆.麥羅.杜奎特, 大衛.修梅克作; 邱俊銘, 羅亞琪, 邱鈺萱翻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72563 儀式魔法全書 隆.麥羅.杜奎特, 大衛.修梅克作; 邱俊銘, 羅亞琪, 邱鈺萱翻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72570 盧恩符文初學指南 喬森.西蒙作; 廖世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600 小雞卡巴拉 隆.麥羅.杜奎特作; 邱俊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709 煉金術新手指南: 物質、心智、性靈煉金實作導引,靠煉金術原則轉變性靈自我莎拉.鄧作; 羅亞琪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1057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12屆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31255 數位整合行銷傳播 鄭自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293 化妝品業界產學研發成果技術報告 徐照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09 化妝品技術移轉成果技術報告 徐照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16 政府補助化妝品產學計畫成果技術報告 徐照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23 化妝品傳輸系統與經皮吸收 徐照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30 化妝品創新原料與分析技術 徐照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47 財務報表分析 王全三, 吳瑞萱, 林修葳, 張竹萱, 葉志權, 趙慕芬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54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13屆= The 13th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61 企業管理概論: 實務策略與應用 牛涵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1378 鑑識會計與舞弊防治 許順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385 實驗設計 張國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1392 基本電學 吳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1408 嵌入式Linux作業系統實務 李博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1415 64位元Debian Linux作業系統實務: Bullseye版 李博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楓樹林



9789863631422 微積分 蔣俊岳, 李瑞麟, 黃妙冠, 方惠真, 黃韋強編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7871 會計學: 以國際會計準則為基礎 林有志, 黃娟娟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0651508 系統模擬與Arena應用 郭幸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1515 微積分 黃天受, 周開華, 田絢綺, 陳昆助, 程覺敏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0651539 廣告學概論: 整合行銷傳播觀點 呂冠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1546 動畫圖解APP資料結構: 使用JAVA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1560 現代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實務: 迎接ABC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游兆鵬, 洪崑欽, 李世堅, 黃正淡, 林建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51577 基礎微積分 黎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1584 化妝品原料學 張效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51591 審計學: 國際審計與確信準則為架構 陳耀宗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3626 舌頭的大能 肯尼斯.寇普蘭(Kenneth Copeland)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4064 型男穿搭公式: 只用基本款的「時尚制服化」造型指南,零思考也能搭出超好感!大山旬著; 徐瑞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071 狗狗這樣吃,癌細胞消失!(暢銷新裝版): 須崎博士的毛小孩防癌飲食指南,日本權威獸醫教你做出「戰勝癌症」的元氣愛犬餐須崎恭彥作; 鄭睿芝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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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0331 誰都學得會的旅遊越南語 阮氏貞, 蔡氏清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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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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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0379 土耳其語B1-B2 曾蘭雅, 徐漢陽(Erhan Taşbaş), 馬仕強(Özcan Yılma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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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0393 初級越南語 黎氏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409 初級越南語會話 黎氏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416 新日檢N3模擬試題+完全解析(QR Code版)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60423 高級越南語 潘氏清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430 誰都學得會的航空.旅遊日語 陳姿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447 新日檢N2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全攻略(QR Code版)林士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0454 韓語因果關係接續表現研究= 한국어 인과관계 표현 연구朴炳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461 王牌律師說故事,你一定要知道的50個生活法律問題呂錦峯著 3版 平裝 1

9789865560485 日本語専攻の台湾人大学生の日本語表現における問題点の分析及び表現力向上支援の理念と実践黃英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508 西班牙文,每日一句 Javi, Sofi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153 靈魂相遇 靈界混血兒來自西方的靈體: 活靈活現之前世今生. 第四部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5105 麻吉故事家: 夢幻小屋動手做 童郁文圖; 洪詩婷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3878 中華文化與閩臺社會 劉登翰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滄海圖書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吉建設機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9789864783892 漢語語法教程 林玉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915 王維: 生命在寂靜裡躍動 林繼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939 中斷與連續: 電影美學的一對基本範疇 顏純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953 圖書考辨與文獻整理 林慶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977 閩臺區域社會研究 汪毅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3991 明清中琉交往中的中國傳統涉外制度研究 謝必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011 文藝創新與文化視域 管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059 別處另有世界在: 邁向開放的比較文學形象學周雲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653 兒童文學論集. 五 林文寶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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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84714 清人宋詩選與清代文化論稿 謝海林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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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84806 牟宗三哲學: 二十一世紀啟蒙哲學之先河 盧雪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20 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 古遠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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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84905 唐末五代十國時期的城市攻防戰 關棨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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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85254 美國現代廣告業與新消費文化的興起1885-1929楊韶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261 史學家的望遠鏡 王大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346 通過孟荀而思: 荀學視域下儒家心理結構與人格特質的批判性重建曾暐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353 敦煌三本六祖壇經校釋 黃連忠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5360 跨越萬卷的天橋: 2021出版社暑期實習回憶錄 呂庭瑜, 易宇涵, 徐宇廷, 張娓兒, 郭人瑜, 陳怡安, 陳映潔, 鄭涵月, 蕭怡萱, 謝家榆作; 陳映潔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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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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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17212 當傻子遇到騙子. 1: 在騙子和傻子的社會中 人們痛恨的不是說謊者 而是揭穿謊言的人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29 當傻子遇到騙子. 2: 在騙子和傻子的社會裡 別叫醒傻子和指責騙子 他們會一起對付你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36 當傻子遇到騙子. 3: 成功的騙子們 不必再說謊以求生 因為被騙的人 全成為他的擁護者高第(Manuel Gau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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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17281 IPO新股造富傳奇. 1: 我要成為人們最心動的相遇 最不捨的離別 我希望這種感覺永不停止彭博(Alex Bloomber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298 IPO新股造富傳奇. 2: 處世唯愛真善美 施政最忌假大空 一等二靠三落實 一想二幹三成功彭博(Alex Bloomber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04 IPO新股造富傳奇. 3: 東方不亮西方亮 一理能通百理通 有錢四十稱老翁 無錢七十逞英雄彭博(Alex Bloom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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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17342 別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1: 舉世不知何足怪 力行無顧是豪雄 忍難忍處方是忍 容可容人未是容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59 別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2: 待人要和中有介 處事要方中有圓 行事要精中有果 認理要正中有通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366 別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3: 筍因落籜方成竹 魚為奔波始化龍 運到盛時須儆省 境當逆處要從容伍德(Hayley W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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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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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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17502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1: 眼光比能力重要 突破比苦幹重要 改變比勤奮重要 態度比專業重要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19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2: 知足是人生一樂 無為得天地自然 時時為善時時樂 處處守身處處安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26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3: 親知把臂他鄉少 貧賤論交此地難 粗茶淡飯有真味 明窗淨几居亦安伍德(Hayley W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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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17588 我命由我不由天. 1: 最純真的金子 光澤永遠不變 堅持真理的人 信念始終不渝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595 我命由我不由天. 2: 奇蹟有時候還真的會一再發生 但是你必須為目標持續地努力 　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01 我命由我不由天. 3: 愛會被拒絕 但仍會回來 人生會變化 但不會飛走 希望會幻滅 但不會消失管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18 財不進急門 福不入偏門. 1: 不見太陽霉氣大 不見世面嬌氣大 錦堂客至三杯酒 茅舍人來一盞茶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25 財不進急門 福不入偏門. 2: 年年難過年年過 處處無家處處家 休戀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為家伍德(Hayley Woo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32 財不進急門 福不入偏門. 3: 立志須從千載想 閒談莫過五分鐘 水中撈月白費力 竹籃打水一場空伍德(Hayley W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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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17663 嚴謹教授K線聖盃. 1: 一切皆有可能 這是成功的座右銘 大膽的從零做起 創造自己的東西 　　嚴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70 嚴謹教授K線聖盃. 2: 你有自信 你就有錢 遲疑就貧賤 你有希望 你就年輕 絕望就年老 　　嚴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687 嚴謹教授K線聖盃. 3: 每個人都有大腦 但不是都有智慧 每個人都有眼睛 但不是都有眼光嚴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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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17717 SPAC特殊目第收購公司. 1: 發財不像出麻疹 一生只碰上一次 有人會碰上兩次 還有人超過三次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24 SPAC特殊目第收購公司. 2: 與怪物戰鬥的人 自己別成為怪物 當你凝視深淵時 深淵也在凝視你高第(Manuel Gaud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7731 SPAC特殊目第收購公司. 3: 酒肉朋友不一定是真朋友 真朋友一定是酒肉朋友 但酒肉朋友並不長久高第(Manuel Gau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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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3869 每一刻,都好 凌阿板圖文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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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4143 經典小史地: 小國大業系列. Part 2 凃心怡等作; 高智能繪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634167 別怕,有我們在: 太魯閣號事故紀實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5674 深夜微光: App的奇幻世界 Kelly Kuo作; 童貴珊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5681 七片葉子 涓滴水撰文; 湯耀洋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5698 一蓑風雨任平生: 樹家風 立典範 守志不動的德慈師父靜思僧團, 葉文鶯, 陳美羿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03 七片葉子 涓滴水撰文; 湯耀洋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10 深夜微光: App的奇幻世界 Kelly Kuo作; 童貴珊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34 行基菩薩: 東瀛文殊 金偉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41 每一刻,都好 凌阿板(凌宛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58 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 1對1.愛心課輔班 陳美羿, 高玉美, 郭寶瑛, 林淑真, 徐美華, 李錦秀, 林佩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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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碧娥, 楊明薰, 王鳳娥, 明含, 陳晉煒, 杜紅棗, 葉冠孜, 葉子豪, 蘇芳霈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65 慈濟教育志業: 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72 慈濟慈善志業: 洪注大乘 潤漬眾生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7889 慈濟醫療志業: 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編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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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0697896 行基菩薩: 東瀛文殊 金偉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05 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 1對1.愛心課輔班 陳美羿, 高玉美, 郭寶瑛, 林淑真, 徐美華, 李錦秀, 林佩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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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碧娥, 楊明薰, 王鳳娥, 明含, 陳晉煒, 杜紅棗, 葉冠孜, 葉子豪, 蘇芳霈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12 每一刻,都好 凌阿板(凌宛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29 慈濟醫療志業: 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36 慈濟慈善志業: 洪注大乘 潤漬眾生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43 慈濟教育志業: 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50 慈濟人文志業: 法音宣流 大愛清流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67 慈濟人文志業: 法音宣流 大愛清流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74 愛.擁抱青春: 在慈大附中相遇 詹明珠, 黃素貞, 劉對, 蔡翠容, 吳旬枝, 葉金英, 葉文鶯, 李克難, 黃湘卉, 曾修宜, 柯玲蘭, 朱秀蓮, 李志成, 羅月美, 沈秋蘭, 林雪儒, 張佩琪, 卓錦鈺, 莊春紅, 鄭淑真, 王鳳娥, 邱蘭嵐, 凌涵沛, 高芳英, 沈淑女, 徐振家, 林鳳君, 余依潔, 陳秋華, 尤子云, 胡淑惠, 陳晏瑋, 潘信安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81 慈濟大捨捐贈: 頭目髓腦 悉施於人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9098 慈濟社區志工: 布善種子 遍功德田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0208 慈濟環境保護: 扇解脫風 除世熱惱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0215 慈濟急難賑災: 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0222 愛.擁抱青春: 在慈大附中相遇 詹明珠, 黃素貞, 劉對, 蔡翠容, 吳旬枝, 葉金英, 葉文鶯, 李克難, 黃湘卉, 曾修宜, 柯玲蘭, 朱秀蓮, 李志成, 羅月美, 沈秋蘭, 林雪儒, 張佩琪, 卓錦鈺, 莊春紅, 鄭淑真, 王鳳娥, 邱蘭嵐, 凌涵沛, 高芳英, 沈淑女, 徐振家, 林鳳君, 余依潔, 陳秋華, 尤子云, 胡淑惠, 陳晏瑋, 潘信安作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0239 慈濟大捨捐贈: 頭目髓腦 悉施於人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0246 慈濟社區志工: 布善種子 遍功德田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0253 慈濟急難賑災: 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0260 慈濟環境保護: 扇解脫風 除世熱惱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010 人間.診間: 簡守信院長行醫ing 簡守信主述; 何姿儀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027 人間.診間: 簡守信院長行醫ing 簡守信主述; 何姿儀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034 微光長旅: 從南非出發 袁亞棋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058 微光長旅: 從南非出發 袁亞棋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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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37089 當忘記成為現實: 失智照護筆記 王竹語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096 當忘記成為現實: 失智照護筆記 王竹語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102 義相大師: 海東華嚴初祖 郭磊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119 草地仁醫陳文德 張麗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7126 救心: 王志鴻副院長和他的心臟內科團隊 王志鴻, 張濟舵主述; 陳玫君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7133 四大合協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140 慈濟55周年四大志業: 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157 四大合協 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164 慈濟55周年四大志業: 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171 惜地: 中區慈濟志工環保口述歷史 曾益冰, 張玉妹, 黃翠玉, 劉榮欽, 許國連, 柯國壽, 林淑嬌, 邱淑姿, 簡珠香, 黃國忠口述; 張淑宜, 施金魚, 林雪花, 林淑懷, 林淑緞, 張麗雲, 張美齡, 賴秀緞, 楊素萍, 吳淑妃, 洪素養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7188 義相大師: 海東華嚴初祖 郭磊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195 義相大師: 海東華嚴初祖 郭磊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201 救心: 王志鴻副院長和他的心臟內科團隊 王志鴻, 張濟舵主述; 陳玫君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218 救心: 王志鴻副院長和他的心臟內科團隊 王志鴻, 張濟舵主述; 陳玫君撰文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225 義淨大師: 比肩玄奘 釋振溥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232 惜地: 中區慈濟志工環保口述歷史 曾益冰, 張玉妹, 黃翠玉, 劉榮欽, 許國連, 柯國壽, 林淑嬌, 邱淑姿, 簡珠香, 黃國忠口述; 張淑宜, 施金魚, 林雪花, 林淑懷, 林淑緞, 張麗雲, 張美齡, 賴秀緞, 洪素養, 楊素萍整理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249 惜地: 中區慈濟志工環保口述歷史 曾益冰, 張玉妹, 黃翠玉, 劉榮欽, 許國連, 柯國壽, 林淑嬌, 邱淑姿, 簡珠香, 黃國忠口述; 張淑宜, 施金魚, 林雪花, 林淑懷, 林淑緞, 張麗雲, 張美齡, 賴秀緞, 洪素養, 楊素萍整理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263 達摩祖師: 漢傳禪宗初祖 李明書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5691 跨越 陳立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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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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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7927 散戶變贏家的覆盤學 王力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7941 金融證券年鑑. 2022 經濟日報編輯中心策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7975 統計的藝術 大衛.史匹格哈特(David Spiegelhalter)著; 羅耀宗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54232 SolidWorks 2021實戰演練.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4393 精通SolidWorks 2019. 進階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經濟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經濟日報



9789576154409 外匯王: MetaTrader 5貨幣自動交易. 基礎篇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4416 Dreamweaver網頁設計寶典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576154423 Solid Edge機械設計寶典 魏廣炯作 平裝 1

9789576154430 MasterCAM 2021實戰演練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4447 Project 2019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4454 mBot機器人mBlock創客程式設計寶典 林俊傑作 平裝 1

9789576154461 SolidWorks 3D立體製圖進階設計寶典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4478 Creo Parametric電腦輔助進階設計寶典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576154485 精通SolidWorks 2019. 基礎篇 陳俊鴻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6154492 精彩平面設計三元素: 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InDesign CS6陳珊珊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6154508 AutoCAD 2020實戰演練: 機械設計 陳世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4515 SolidWorks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為例. 基礎篇林志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4539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黃金交易術. 首戰篇Dave C, 老易, 奕滕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4546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黃金交易術. 應用篇Dave C, 老易, 奕滕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154553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黃金交易術. 進階篇Dave C, 老易, 奕滕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6154560 Access資料庫管理設計寶典 林國榮作 平裝 1

9789576154577 AutoCAD建築與室內設計寶典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576154584 Pro/Engineer Wildwire進階設計寶典 曾慶祺, 劉福隆作 其他 1

9789576154591 Visual Basic進階程式設計寶典 松橋工作室作 其他 1

9789576154607 文組女孩也能上手的WordPress架站手冊 楊雅潔, 李柏明,老張作 平裝 1

9789576154614 資訊科技與教學應用: 議題、理論與實務 吳明隆, 林振欽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6154621 數位家庭網路與居家安全監視設計寶典 石維寬, 梁文耀, 鄭憲宗, 蔡智強編著 平裝 1

9789576154638 PhoneGap創建Mobile APP設計寶典 羅子洋作 平裝 1

9789576154645 以PMP觀點: 專案經理工具箱 李育文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6154669 Project專案管理設計寶典 立雅科技作 平裝 1

9789576154676 舞動Excel 2010(中文版) 黃景增作 [四版] 其他 1

9789576154683 SolidWorks 2021實戰演練. 進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6154690 MasterCAM工業設計寶典 周曉龍作 平裝 1

9789576154706 Java程式設計寶典 陳明編著 平裝 1

9789576154713 雲端視覺化Android APP技術開發設計寶典 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576154720 嵌入式網路處理器安全系統建置設計寶典 鄭伯炤, 曹爾凱, 鄭雅文作 平裝 1

9789576154737 C程式語言設計寶典 洪志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9704 疫情突圍: 幼兒園、托育中心與補教經營者突圍記事彭玉容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4304 小夫郎他天生好命 欲來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14311 小夫郎他天生好命 欲來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7749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daily life黃應貴, 王增勇, 王信翰, Ciwang Teyra, 黃炤愷, 鄭又維, Lahok Ciwko, 謝宛蓉, 萬尹亮, 張正衡作; 黃應貴主編一版 平裝 1

9789869947756 地景= Landscape 約翰.威利(John Wylie)作; 王志弘, 錢伊玲, 徐苔玲, 張華蓀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947763 障礙政治: 邁向消弭歧視的包容社會= The new politics of disablement麥可.奧立佛(Michael Oliver), 柯林.巴恩斯(Colin Barnes)作; 紀大偉, 張恒豪, 邱大昕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920 大威德之光: 熱譯師傳 熱.益西森格著; 多識仁波切藏文漢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881 聖經小學堂. 2: 舊約篇快問快選 劉睦雄, 沈紡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7627 與聖經有約= Meet the Bible 楊腓力(Philip D. Yancey), 昆布蘭(Brenda Quinn)著; 譚亞菁, 黃經偉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義泉文化教育企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青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796 彌勒真經釋譯 鄭鐵城述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2215 雪心賦菁萃 沈朝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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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37371 哎,我刀呢 橙子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37395 哎,我刀呢 橙子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37388 哎,我刀呢 橙子雨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537418 黑天 木蘇里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37432 黑天 木蘇里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37425 黑天 木蘇里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537661 黃金臺 蒼梧賓白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37678 黃金臺 蒼梧賓白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199 螞蟻走在道上: 向明寫詩讀詩 向明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643 福爾摩莎詩選. 2020-2021淡水= Anthology of Formosa poetry: Tamsui 2020-2021李魁賢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7553 108課綱學測衝刺60天搶分題庫. 英文 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0677577 108課綱學測衝刺60天搶分題庫. 社會 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0677584 108課綱學測衝刺60天搶分題庫. 數學 詮達文教編輯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6191 夠用就好的綠建築91技術 林憲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6207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6214 工程經濟= Engineering economy 葉怡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6221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謝仰泰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7056238 在留白城市散步: 一個規劃者的都市漫遊筆記吳比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6245 CSI見築現場: 工程數量計算 王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6252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革新編目版)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7056269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6276 建地估價實務作業手冊: 一本專為購地估價、資產評估作業所寫的專業工具書= Building project feasibility analysis王英欽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312 基督信仰小問答 馬丁.路德[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葫蘆墩易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彰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路德傳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詮達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邦企管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797 電影院的哲學家: 從感動的對白,找到理想的自己。郝廣才編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3693 敬拜人生: 我活著是為敬拜= Live to worship 夏忠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03709 成長人生: 我活著是為成長= Live to grow 夏忠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03761 玩桌遊: 樂活樂齡創意桌遊手冊 王美媛, 朱蕙玲, 張其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792 告訴我生命的祕密(中英對照) 陸可鐸(Max Lucado)文; 隆.迪西安尼(Ron DiCianni)圖; 郭恩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815 按照聖經教導子女 劉志雄夫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03839 優秀是訓練出來的: 按照聖經訓練孩童 劉志雄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3504 唯識五位百法探源 黃高証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83511 唯識新引= The new derivation of vijnaptimatra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3冊 2

9789869883528 然與非然: 習禪學佛經驗談 劉貞鈴集編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28483 <<甄嬛傳>>職場教戰守則: 要嘛狠,要嘛忍,要嘛滾!王小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490 人脈強化術: 養兵千日用之一時的人際社交學孫萌萌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06 三藏法師的97堂經營管理課 汪泳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13 大清帝國的送葬者: 大王細說太平天國興亡史赫連勃勃大王(梅毅)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20 不只是咖啡: 星巴克的必勝經營哲學 楊宗勇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37 不只是朋友!朋友2.0版的人脈加值學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44 加強免疫力,就從排毒養生做起 薛磊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68 多一點志氣,少一點銳氣,笑到最後的人總是沉得住氣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75 你也可以很幽默: 隨時隨地製造笑聲的快樂說話術馮國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599 鮑魚不是魚!?來自海洋生物的新鮮冷知識 海魚達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605 蝴蝶效應: 看似無足輕重的小細節,往往是左右大局成敗的關鍵起點石山水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636 既然女人幸福操之在己,愛情又何必隨緣 曾千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698 不是問題太難,是你的思考工具不夠用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735 姿態低一點,成功機會反而高一點: 想出頭先低頭的處世絕學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759 追求卓越的12堂課: 素養教育自修選輯 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810 懂人性,識人心,講人情,厚黑學也能玩得很高級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841 等待時機不是在放大假: 在人生低點如何自處,決定你重新出發之後的高度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858 想要幹大事,細節不能不當一回事: 修練大智慧,也要善用小心眼馬銀春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28872 學會選擇,懂得放棄,歡喜收割: 斷捨離的人生從此超展開孫郡鍇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705 馨南墨緣: 遐觀書會作品集 張金煌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49167 創業股權規劃實戰聖經: 給台灣新創、投資者的募資、估值、財務問題解決指南莊世金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061 開創你我未來,從夢想開始 常璽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遐觀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48002 捷運招考: 捷運國文(測驗題型) 林美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420 民法(含概要) 胡劭安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437 民用航空法 胡劭安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58444 勞工法令 廖震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58451 票據法(含概要) 趙朗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468 銀行法(概要)與洗錢防制法規 金道亨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529 國文(作文、論文) 李杰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543 警專國文(作文與測驗) 李杰編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558550 警專地理 林新編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558567 高普特考: 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含概要) 宋怡靜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5558574 財務管理 錢富生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58581 警專數學 吳啟昆編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558598 配管裝修及配管與儀器操作 洪禹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5558604 企業管理(含概要) 畢斯尼斯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611 電信英文 殷文強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58628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平心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8635 保險法規概要 胡劭安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555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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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558659 企業概論 畢斯尼斯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58666 國文(測驗題型) 儒宏編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5558673 港埠經營管理與航業經營管理概要 鄭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680 數位科技 史蒂芬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8697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企業管理題庫熱門考點完全攻略畢斯尼斯編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5558703 臺中捷運四合一極速衝榜合輯 司馬明, 全道豐, 郭靖, 崔容載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8727 公職小六法 廖震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58734 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合一 李杰, 郭靖, 廖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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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758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場站調車) 胡劭安, 梁實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8765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事務管理) 胡劭安, 全道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0228 法學大意(初等五等考試) 胡劭安編 二二版 平裝 1

9789860720259 農漁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 李杰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20723 觀光與休閒遊憩概論 齊方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20884 會計學(含概要) 王龍應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0720907 郵政內勤六合一歷屆試題限時批 鼎文名師群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0914 郵政招考郵政外勤四合一歷屆試題限時批 鼎文名師群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0921 郵政三法大意與洗錢防制法大意題庫 馬巡城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20945 行政學大意 太閣編 二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0720952 經濟學(含概要) 平心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0720969 桃園捷運四合一全科速成攻略 鼎文名師群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0720990 計算機概要(含原理) 陳啟豐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0759075 網路概論 陳啟豐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0759105 農業概論 任瑞書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0759280 經濟學申論題型完全攻略 平心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0759297 新校本晉書並附篇六種(九家舊晉書輯本 十六國春秋 三十國春秋 綜合索引)楊家駱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303 清光緒朝文獻彙編 楊家駱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310 重廣會史(北宋刊本) 楊家駱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02 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附索引 楊家駱編 四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19 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 朱自清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26 聊齋志異原稿與趙刻本合編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33 儀禮正義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440 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附前漢不列傳人名韻編、綜合索引)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57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64 新校本金史並附編七種(附索引及金史拾補五種、新補金史藝文志)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71 捻軍文獻彙編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488 中西萬年曆兩千年對照表= A sino-western calendar for two thousand years 1-2000 A.D.黃薏蘭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631 續古文苑 (清)孫星衍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648 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655 蒙兀兒史記並附編三種 楊家駱主編 六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662 皇明四朝成仁錄 (明)屈大均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679 水滸後傳 (明)陳帆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9686 王荊公詩李氏注附沈氏勘誤補正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693 新校本北史并附編三種 楊家駱主編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709 校本舊唐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716 新校本遼史附遼史源流考 楊家駱主編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723 新校本元史並附編二種 楊家駱主編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730 中國史學史 金靜庵撰 八版 精裝 1

9789860759754 備急千金要方 (唐)孫思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9747 備急千金要方 (唐)孫思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761 齊白石詩文篆刻集 陳凡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778 英文作文提綱指引 楊明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9785 敦煌文學作品選 周紹良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792 湘綺樓說詩 (清)王闓運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9808 詩韻譜 陸志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9853 鴉片戰爭文獻彙編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877 文心雕龍新書 王理器校箋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9860 文心雕龍新書 王理器校箋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884 古今圖書集成續編初稿. 歲功典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891 古今圖書集成續編初稿. 官常典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07 古今圖書集成續編初稿. 經籍典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14 古今圖書集成續編初稿. 選舉典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21 古今圖書集成續編初稿. 食貨典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38 穀梁學二種(穀梁補注及穀梁大義疏)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45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考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52 新修清季史卅九表(附民初中央及各省職官表)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69 先秦諸子考佚 阮廷焯撰輯;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76 三命通會 黃薏蘭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983 飛星紫微斗數全書(增訂本); 無字天書(根據易數觀察天下國家之治亂興衰)顧祥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59990 三字經精解 郭潔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017 詞學論叢 唐圭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000 詞學論叢 唐圭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024 戲考大全 胡菊人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031 周書 (唐)令狐德棻等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048 納氏英文法= Nesfield's English grammar series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055 英文常用成語辭典= A daily-use English phrase dictionary潘洪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062 紅樓夢(大字足本古典文學) (清)曹雪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093 日用品製造 王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109 王臨川文集附沈注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116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123 新校本陳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1

9789860793130 新校本北齊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1

9789860793147 新校本周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1

9789860793154 漢紀西漢年紀合刊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161 姓氏新著二種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178 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 楊家駱主編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185 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許平和續編 十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192 校本隋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208 新校本新五代史(附十國春秋及綜合索引) 楊家駱主編 七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215 二十五史識語 楊家駱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222 明刻淮南鴻列解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239 潛夫論集釋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246 釋氏疑年錄 楊家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253 內學年刊 支那內學院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260 歧路燈 (清)李綠園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277 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 傅大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284 宋單疏本尚書正義 楊家駱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291 秦漢史纂 瞿兌之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307 西夏史 楊家駱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314 近六十年全國郡縣增建誌要 吳承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321 端午禮俗史 黃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338 東洋法史. 中國法史篇 島田正郎, 葉潛昭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345 新校本南齊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352 商君書解詁定本 楊家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369 畫論叢刊五十一種(附錄二種) 楊家駱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376 玩玉瑣談 王素存撰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93383 聽雨叢談 馮福格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390 王鳴盛讀書筆記十七種 楊家駱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406 金屬接著化學 廖明隆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413 墨辯發微 譚甫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437 詩詞曲作法 宏業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3444 初級英文作文 陳正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451 印章藝術 宏業書局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3468 公民 廖震編 三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0793529 圖書館學大意 孔德仁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0793536 越縵堂詩詞集三種 楊家駱主編 初版再刷 平裝 全套 1

9789860793581 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初等考試) 孔德仁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0793628 國文(含公文格式用語) 李杰編 二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0793666 中西對照萬年曆 梁湘潤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151 歷屆試題達陣全科四合一(共同供運銷)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168 天星斗數秘笈 象山居士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175 初級命學講義 韋千里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182 飛星紫微斗數命身十二宮詳解 顧祥弘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199 紫微斗數流年提要 梁湘潤, 梁天蘭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205 柳莊相法 (明)袁忠徹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212 相學大觀 李康節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229 鐵版神數入門 梁湘潤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236 中國七政四餘星圖析義 吳師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250 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含概要) 宋怡靜編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42267 化工裝置 葛洪編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2281 日常養生食物 吳家鏡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298 關稅(務)法規(含概要) 胡劭安編 十一版 其他 1

9786267042311 通關實務(含概要) 全道豐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6267042328 稅則概要精析 文淵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42410 管理學題庫申論題型完全攻略 管尚編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42458 分析化學(含定性定量分析、儀器分析) 林惠中編 九版 其他 1

9786267042496 財政學(含概要) 平心編 三版 其他 1

9786267042526 人力資源管理 胡鼎華編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2540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題解 王思科編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2557 國際貿易實務 崔特編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42564 法學知識與英文快易通 鼎文名師群編 十三版 其他 1

9786267042588 行政學(含概要) 太閣編 十四版 其他 1

9786267042595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李杰編 十八版 其他 1

9786267042601 關務英文 王文充編 十一版 其他 1

9786267042663 行政法(含概要) 簡亞淇編 十五版 其他 1

9786267042670 電路學 曾昱誠編 八版 其他 1

9786267042694 漁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胡劭安編 三版 其他 1

9786267042779 英文 周文蒂編 十四版 其他 1

9786267042786 警專歷史 何子炘編 十七版 其他 1

9786267042793 法學緒論(含法律常識) 胡劭安編 十一版 其他 1

9789574540075 隋園詩話 袁枚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39602 翰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06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9813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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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1478 康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485 康版i學習. 歷史. 1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621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51 康版i學習. 公民. 5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6

送存冊數共計：169

鼎甲文教



9786267011768 康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5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775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7011782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4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7011799 金撰歷屆試題. 社會(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05 金撰歷屆試題. 社會.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12 翰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29 翰版i學習. 公民.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36 康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43 康版i學習. 歷史.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50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67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74 翰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81 翰版i學習. 地理.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898 翰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04 翰版i學習. 歷史.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11 康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28 康版i學習. 地理.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35 康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42 康版i學習. 公民.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59 翰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66 翰版i學習. 自然.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73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80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1997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09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16 翰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23 翰版i學習. 國文.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30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47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54 翰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61 翰版i學習. 英語.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78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85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092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08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15 康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22 康版i學習. 英語.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39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46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53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60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77 金撰歷屆試題. 英語(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84 金撰歷屆試題. 英語.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191 金撰歷屆試題. 自然.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07 金撰歷屆試題. 自然(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14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21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38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45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52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69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76 金撰歷屆試題. 數學.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83 金撰歷屆試題. 數學(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290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06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13 金撰歷屆試題. 國文(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20 金撰歷屆試題. 國文.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37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44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99 康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05 康版i學習. 國文.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12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29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36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43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74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81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498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04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59 南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66 南版i學習. 自然.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18 翰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25 翰版i學習. 國文.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32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49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56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63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17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24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31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48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55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62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93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06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37 翰版i學習. 數學.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44 翰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51 康版i學習. 數學.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68 康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75 南版i學習. 數學.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82 南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112 康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129 康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136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143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150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167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198 康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04 康版i學習. 自然.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11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4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28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4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35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4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42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4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59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4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66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4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80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73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297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03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34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41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58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65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419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426 康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471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488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495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01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18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25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70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87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94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00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17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24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31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48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55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62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93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09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53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60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77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84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91 翰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907 翰版i學習. 地理.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119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126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195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01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94 翰版i學習. 英語.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00 翰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15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22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2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96366 Calculus: early transcendentals [by] Dennis G. Zill, Warren S. Wright 4th ed. 平裝 1

9789867696373 中級會計學(IFRS版) Donald E. Kieso, Jerry J. Weygandt, Terry D. Warfield原著; 姚維仁, 蘇迺惠編譯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3260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姚秦)釋鳩摩羅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73284 地持瑜伽菩薩戒會本 會性法師集錄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73291 五部律比丘尼戒相對照表 會性法師集錄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6908 五部律比丘戒相對照表 會性法師集錄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2920 中老年法式滾球參與者成癮風險、身體活動量、睡眠品質及健康生活品質調查= Survey of exercise addiction risk, exercise activity, quality of sleep and quality of health life of pétanque participators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陳順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0016 四縣市姊妹會聯合專輯 陳姿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24817 虎斑貓心驚驚 陳綉燕文; 江雅棋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9346 協志工商職校藝術季特展. 第20屆: 佘明娟圓夢之旅佘明娟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嘉任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書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56

送存冊數共計：156

鼎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僧伽林文化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義縣大同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協志高級工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2177 快速早餐 海頓媽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2184 讓尼采當你的心理師: 學習如何以最快樂的方法享受痛苦、成為超人,從此不再被情緒左右= 오늘 잃어버린 자존감을 찾았습니다: 온전한 나를 만드는 니체의 자존감 회복 수업朱賢成(주현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0309 海頓媽媽的朝食之味: 快速多變的60款吃不膩美味早餐海頓媽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0347 手工義麵 Winnie范麗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0354 經絡瑜伽對症自療全書: 中醫經絡穴道對應瑜伽動作,到位伸展和穴位按壓打通堵塞氣血,一個動作立刻有感!高村正明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0385 總之歲月漫長,然而值得等待 朱成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318 重返花磚時光: 搶救修復全台老花磚、復刻當代新花磚,保存百年民居日常的生活足跡,再續台灣花磚之美徐嘉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363 這世界妖怪很多,受點傷使你更強大 清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394 動吃瘦!女神養成提案: 14天高效健身和飲食全攻略,有效燃脂、確實增肌!潘慧如, 張家慧, 楊承樺, 蔡在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104 STAUB鑄鐵鍋減醣餐桌: 活用中火加熱+微火悶熟的無水料理特色,煮出原汁原味、澎派豐富的瘦身大餐!大橋由香, 藤原高子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111 成為酒鬼 All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142 擱淺在日子上的傷,不用急著好起來 城旭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159 刻意獨學= 혼자 하는 공부의 정석 韓在佑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0748 我用3萬月薪,只買雪球小型股,狠賺3000萬!: 選股達人專挑「1年漲3倍」的小型股,3萬本金打造100%獲利的千萬退休金遠藤洋著; 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6267087039 肌筋膜疼痛修復全書: 16個常見痛症X4大放鬆手法,解析全身筋膜網異常,打開層層緊繃和沾黏的疼痛自救凃俐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6650 建築技術規則(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110年版池體演, 賀士麃, 王山頌, 沈宗樺, 蘇毓德, 林本, 蔡逸泓, 甘子楠, 詹肇裕, 林孟章編輯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876698 結構學<> 林冠丞作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45606 圖解營建法規(建築管理及相關法令彙編) 池體演, 林本, 張世宏, 賀士麃, 林孟章, 楊松裕編輯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0645613 圖解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 池體演, 溫聰敏, 林鑑澄, 王正源, 林孟章, 吳敏勇, 陳志宏, 黃孟偉, 賀士麃編輯五版 平裝 1

9789860645620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09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5637 結構學必做50題型 徐毓宏, 許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4151 8800音: 打好基礎CVC= Mi 8800 sounds 李佳蒨主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944168 8800音: 打好基礎CVC= Mi 8800 sounds 李佳蒨主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944182 雙母語調音字典 王心緹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167 漸凍症病友智慧溝通系統設計 盧禎慧作 平裝 1

9789576294174 漸凍症病友智慧溝通系統易用性測試 盧禎慧, 張璐丹, 林沛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94181 從內容到設計: 漸凍症病友智慧溝通系統的人因設計: 多模態人機介面設計盧禎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198 二十世紀流行男裝= Men's fashion of the 20th century莊沈叔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204 實踐設計學報Praxes. 第十五期= 2021 Design journal Shih Chien University. no.15丑宛茹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051 回川CONATION: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所大學部畢業班專刊. 2021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94068 回川CONATION: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所大學部畢業班精選設定集. 2021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94105 破框而出.在繪畫及創作中,找回初學者的眼光與勇氣= Breakthrough: regain the vision and courage of a beginner,through the journey of painting曲家瑞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實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境好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與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082 肝謝: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畢業作品集. 106級第十四屆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106級畢籌會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9412 彰化縣墨友書畫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2021第十屆楊秀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1706 深根建造,謙卑服事: 125的佳美腳蹤在彰基 詹麗珠總編輯 精裝 2

9786269541713 2020年基督教宣教士文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分享: 宣教士在福爾摩沙的足跡= Proceeding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haring spaces: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Formosa詹麗珠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7308 A-PO & A-BO 不然你來當小寶作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97315 A-PO & A-BO 不然你來當小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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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52605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 高昱綸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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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9789863852629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學科題本 豪義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636 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2643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2650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 鄭曜鐘, 林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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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978986385267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業概論. 下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2681 技術高中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實務. 二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270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 下李宜玲, 董歆茹,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2711 商業概論: 考前衝刺之歷屆試題精選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728 經濟學: 考前衝刺之歷屆試題精選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742 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解答本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2766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解答本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2780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業: 微創POS系統 完全攻略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2797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業: 瑋博POS系統完全解析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1266 打造輕體質: 營養師X名廚教你簡單做排毒、紓壓料理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6690 資料視覺化設計: 設計人最想學的視覺化魔法= データ視覚化のデザインYukari Nagata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13 ESP32xPython AIoT大應用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6720 自學機器學習: 上Kaggle接軌世界,成為資料科學家チーム.カルポ作; 温政堯譯 平裝 1

9789863126737 PyTorch深度學習攻略: 核心開發者親授!= Deep learning with PyTorchEli Stevens, Luca Antiga, Thomas Viehmann著; 黃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44 機器學習的統計基礎 黃志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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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職訓寶典 陳坤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6775 Excel職場救星!從入門到進階完全精通 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82 深度學習的16堂課 Jon Krohn, Grant Beyleveld, Aglaé Bassens作; 黃駿, 哈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99 Docker技術者們必讀: 容器實戰手冊 Elton Stoneman作; 李龍威, 葉怡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805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 2021: 150位當代最強畫師豪華作品集平泉康児編;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863126812 用Raspberry Pi Pico x Python玩創客: 適合所有人的第一套創客套件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6829 解讀資料的統計基礎 江崎貴裕作; 温政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縣墨友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基文史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立資訊



9789863126836 創意百分百!Photoshop超人氣編修與創意合成技巧楠田諭史作; 李明純, 黃珮清, 吳嘉芳譯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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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26867 肌力訓練科學解析: 從解剖學與生理學的觀點打好根基奧斯汀.科倫特(Austin Current)作; 謝靜玫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26874 網路規劃與管理實務: 協助考取國際網管證照蕭志明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6881 Python教學手冊= Practical programming with Python洪維恩著 平裝 1

9789863126898 Pandas快速上手!掌握資料分析訣竅,打好資料科學基礎= Pandas 1.x cookbookMatt Harrison, Theodore Petrou著; 蔣佑仁, 李侑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904 TypeScript邁向專家之路: 一本書教你從零基礎JavaScript打通Angular、React與Vue.js前端框架實戰= Essential TypeScript: from beginner to proAdam Freeman著; 許文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935 資料分析統計全知識: 用Excel搞定大數據,打造分析解讀預測力三好大悟著; 温政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973 AutoML自動化機器學習: 用AutoKeras超輕鬆打造高效能AI模型Luis Sobrecueva作; 許珮瑩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9000 24個Kimi: 張雅涵寫真: 你的女朋友. 1 張雅涵作; 莉奈攝影 其他 1

9786269539017 25.Kimi醬: 張雅涵寫真. 1 莉奈攝影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69734 境外公司反避稅: 台商當前面臨的最大難題與困境= Anti-avoidance for offshore companies史芳銘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8122 夢境迷宮: Shakespeare can be fun Nikshar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8139 媽媽陪孩子玩出作文力: 從遊戲中突破寫作障礙,獲取作文高分金鑰!曾玟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8146 雪貂的飼養法 大野瑞繪著; 彭春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8177 人體奧祕大發現: 受傷和生病之謎大解密 西本修著作.繪畫; 彭春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86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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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6868214 媽媽陪孩子玩出作文力: 從遊戲中突破寫作障礙,獲取作文高分金鑰!曾玟蕙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076 21世紀圖書館創新轉型與前膽趨勢: 15位館長的洞見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4370 孩子一輩子都要擁有的14堂時間管理術 盧勤, 喬冰編; 智慧鳥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4326 大學生PBL融入服務學習. 社區服務篇 林佳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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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29397 聖法訣云 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8529397 聖法訣云 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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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3577 野地露營聖經: 史上最完備!圖解露營、划船、釣魚、野炊、野外求生、急救終極指南凡恩.T.斯帕拉諾(Vin T. Sparano)作; 張芷盈, 林淑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614 在文學中遇見「超級英雄」: 20部史詩級經典作品,可以這樣讀這樣理解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966 頂尖設計與藝術大師養成班: 中央聖馬丁藝術學院入學基礎課程露西.亞力山卓(Lucy Alexander), 提摩西.米亞(Timothy Meara)著; 劉佳澐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邦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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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雅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漢珍



9789864894017 圖解女性心理學: 女人不說、男人不懂的事,心理學家教你從行為、習慣與性格讀懂女性的真實想法!= 面白いほどよくわかる! 「女」がわかる心理学齊藤勇監修;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055 全植物飲食.營養全書: 美國蔬食營養界先驅,以最新科學實證與營養學觀點,為你打造最專業的飲食指南布蘭達.戴維斯(Brenda Davis), 薇珊托.梅麗娜(Vesanto Melina)著; 邱喜麗, 謝宜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4116 西班牙很有事: 暢銷小說家貝雷茲-雷維特有笑又有料的西班牙史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作; 黃新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123 浪漫喜劇寫作大師班(暢銷20年增訂紀念版): 相遇、分手、復合的喜劇「愛情動力學」= Writing the romantic comedy: the art of crafting funny love stories for the screen比利.默尼特(Billy Mernit)著; 謝樹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147 秒懂!廚藝祕訣超圖解: 700則美味的關鍵祕訣,超強剖面透視圖解,瞬間提升你的廚藝亞瑟.凱納(Arthur Le Caisne)著; 亞尼斯.瓦盧西克斯(Yannis Varoutsikos)繪; 林惠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154 便便、樹懶與彩虹,100種你沒想過的一天 麥克.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 潔斯.布萊德利(Jess Bradley)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161 圖解壽司辭典 新庄綾子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178 重新丈量世界= Not to scale: how the small becomes large,the large becomes unthinkable,and the unthinkable becomes possible傑默爾.洪特(Jamer Hunt)著; 劉盈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185 虎斑貓Bon Bon與世界動物朋友的奇遇: 365日,天天都是動物狂歡節中西直子著; 黃薇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4192 凱爾特神話: 精靈、大法師、超自然的魔法之鄉龔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08 埃及神話: 創造、毀滅、復活與重生的永恆循環龔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15 7秒深蹲.降血糖: 不依賴藥物降低血糖值,高齡與過重也能輕鬆做的改良式深蹲= 血糖値がみるみる下がる!7秒スクワット~1回7秒!薬に頼らずヘモグロビンA1cが下がる!宇佐見啓治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22 北歐神話 何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53 午夜圖書館 麥特.海格(Matt Haig)作;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60 永續時尚,穿出你的風格與價值!: 圖解68則關鍵知識和實踐作法,讓你的衣服穿的更巧、買的更少莎拉.克麗基(Sarah Klymkiw)著; 金.漢金森(Kim Hankinson)繪; 劉佳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77 圖解男性心理學: 男人其實跟女人想的不一樣,心理學家教你從行為、習慣與性格讀懂男性的真實想法!= 面白いほどよくわかる!「男」がわかる心理学齊藤勇監修;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84 純素時代來臨!: 國際蔬食營養權威,教你成為自己的營養師,打造天然自癒力布蘭達.戴維斯(Brenda Davis), 薇珊托.梅麗娜(Vesanto Melina)著; 謝宜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345 24個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故事= Twenty-four stories from psychology約翰.霍根(John D. Hogan)著; 林金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352 世界史是打出來的: 從民族對立、宗教衝突、邊境戰爭、資源爭奪到領土糾紛,了解全球區域紛爭,掌握國際脈動對我們的影響= ライバル国からよむ世界史關真興著; 李建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4369 深夜古董店. 1, 瓷靈現身 吉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635 視覺系大師魏斯.安德森: 憂鬱天才與細節控的奇幻冒險= Wes Anderson: the iconic filmmaker and his work伊恩.納桑(Ian Nathan)著; 葉中仁, 汪冠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4642 海洋解剖書: 超過650幅海洋博物繪,帶你深入淺出,全方位探索洋流、地形、鯨豚等自然知識茱莉亞.羅思曼(Julia Rothman)著; 王曼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673 深夜古董店. 2, 鍊金師的祕密 吉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680 英式下午茶的慢時光: 維多利亞式的紅茶美學x沖泡美味紅茶的黃金法則楊玉琴Kelly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4697 印度神話: 超越想像的三千世界,奇異而美麗的天竺奇境楊怡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727 午夜圖書館 麥特.海格(Matt Haig)作; 章晉唯譯; 林涵柔朗讀 其他 1

9789864894758 再來一點.懶人瑜伽. 2: (漫畫解剖)全新21式!懶懶做就超有效的宅瑜伽+肌力訓練,拯救你的自律神經失調崎田美菜著; 劉亭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765 社交恐懼症不孤單生存指南= We're all mad here: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living with social anxiety克萊兒.伊斯特姆(Claire Eastham)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796 奉俊昊,上層與下層的背後: 從<>到<>,20年與每個真實的瞬間= 이동진이 말하는 봉준호의 세계: 「기생충」부터 「플란다스의 개」까지 봉준호의 모든 순간李東進著; 黃菀婷, 楊筑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802 金融市場這樣比喻你就懂: 33個神比喻,讓你讀懂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與陷阱= Man vs. markets: economics explained派帝.赫希(Paddy Hirsch)著; 吳書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4826 藝術顧問寫給職場工作者的「邏輯式藝術鑑賞法」: 運用五種思考架構,看懂藝術,以理性鍛鍊感性= 論理的美術鑑賞: 人物x背景x時代でどんな絵画でも読み解ける堀越啓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840 日本神話: 從創世神話到妖怪物語,奇巧、炫麗的神鬼世界李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888 上流法則 亞莫爾.托歐斯(Amor Towles); 謝孟蓉譯; 鍾琪, 蕭定睿朗讀 其他 1

9789864894918 靈魂之書= The book of soul: 52 paths to living what matters馬克.尼波(Mark Nepo)著;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925 Hungry渴望: Noma傳奇主廚的世界尋味冒險,帶你深度體驗野地食材的風味、採集與料理藝術= Eating,road-tripping,and risking it all with the greatest chef in the world傑夫.戈迪尼爾(Jeff Gordinier)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932 改變設計的100個概念: 從奢華美學到物聯網,從大量生產到3D列印,百年來引領設計變革的關鍵思考= 100 Ideas that changed design夏洛特.菲爾(Charlotte Fiell), 彼得.菲爾(Peter Fiell)著; 林金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963 神話的力量: 神話學大師坎伯畢生智慧分享,讓我們重新認識神話、發現自我、探索心靈的真理= The power of myth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莫比爾(Bill Moyes)著; 朱侃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987 就算不能與大家和睦相處,也沒關係: 不寂寞也不累,保持你我適當的距離,讓心更自在的人際關係排毒= 적당히 가까운 사이跳舞蝸牛(Dancing Snail)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994 ZERRO零: 世界記號大全= Zerro 松田行正著; 黃碧君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4895014 人類的故事: 房龍傳世經典巨著,掌握領略九千年的全球通史,名家重譯精裝珍藏版= The story of mankind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鄧嘉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5021 冰雪女王: 安徒生經典插畫復刻版,冰雪奇緣動畫故事原型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李康莉譯; 黃佳琪朗讀 其他 1

9789864895038 冰雪女王: 安徒生經典插畫復刻版,冰雪奇緣動畫故事原型(台語版)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李康莉,郭雅瑂譯; 郭雅瑂朗讀 其他 1

9789864895045 書法,漢字最美的歷史: 讀懂書法的60堂美學課黎孟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5052 有沒有讓腦袋變聰明的藥?: 腦科學家池谷裕二X人氣繪本作家吉竹伸介,聯手為小朋友解答大腦與心理的各種疑難雜症= モヤモヤ相談クリニック池谷裕二著; 吉竹伸介繪;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083 中國經典故事. 動物王國篇 漫遊者x遍路文化編輯部作; 宋昱璁朗讀 其他 1

9789864895090 追尋寧靜= In pursuit of silence: listening for meaning in a world of noise paperback喬治.普羅契尼克(George Prochnik)著; 韓絜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120 中醫人生: 40場思考中醫、探索生命的對話,一個老中醫的問醫、習醫、行醫之路婁紹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5144 西班牙很有事: 暢銷小說家貝雷茲-雷維特有笑又有料的西班牙史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作; 黃新珍譯; 尹仲敏朗讀其他 1

9789864895168 中國神話: 從崑崙神話到蓬萊仙話,神仙鬥法、凶獸橫行的世界王新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199 Nora桶子葉的全植物能量點心: 從燕麥棒、能量球、脆片、鬆餅到點心杯,50道VEGAN X超級食物的無麩質一口點心Nora桶子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229 大步走,不失智!: 步幅加大5公分的走路革命,醫學博士教你「刺激大腦」的正確走路方式= たった5センチ歩幅を広げるだけで「元気に長生き」できる!谷口優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250 悉達多: 一首印度的詩(流浪者之歌)= 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姜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267 德米安: 埃米爾.辛克萊年少時的故事(徬徨少年時)= 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姜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281 讀出歷史的內心戲: 從六大角度綜觀千年中國史,理解人物的行為和抉擇,看懂事件的偶然與必然溫伯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298 我們(反烏托邦三部曲) 尤金.薩米爾欽(Yevgeny Zamyatin)作; 黃唯哲改編; 王世緯, 王菀茹, 竺定誼, 林家麒朗讀其他 1

9789864895304 一九八四(反烏托邦三部曲)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作; 黃唯哲改編; 王世緯, 王菀茹, 竺定誼, 林家麒朗讀其他 1

9789864895311 美麗新世界(反烏托邦三部曲)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作; 黃唯哲改編; 王世緯, 王菀茹, 竺定誼, 林家麒朗讀其他 1

9789864895373 街頭哲學= Filosofía en la calle 愛德華多.因凡特(Eduardo Infante)著; 黃新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410 鼠疫: 特別收錄哲學解析<一部存在主義小說的後現代閱讀>= La peste卡繆(Albert Camus)著; 邱瑞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5427 24個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故事: 野孩子、女巫獵殺到巴甫洛夫的狗,揭開隱藏在實驗背後的細節與真相約翰.霍根(John D. Hogan)作; 林金源譯; 周震宇朗讀 其他 1

9789864895496 傻子伊凡: 托爾斯泰寫給每個人的人生寓言(譯自俄文.經典新譯版)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魏岑芳譯; 言永朗讀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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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396571 臺北人 白先勇作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576396588 何華的一天 何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595 早餐變奏曲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216 載言載行: 將臨期主日/平日讀經及答唱詠釋義劉晉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991223 聖言離你不遠: 丙年主日讀經評註 任安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8988 型塑STEM教育關鍵策略: 核心素養的育成與實現傑夫.韋爾德(Jeff Weld)編著; 魏東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0908 大成影音成語書 江大成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60915 大成影音成語書 江大成作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8540 在你心海盛開的花 徐瑞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8557 無聲運動會 葉雅琪作; 陳亭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8564 點點奇遇記 金春作; Faye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8571 悅讀名著漫畫版選輯 李健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08588 Fun樂讀. 第一輯 李健成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807 福馬禪詩三百首 道源居士編校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294 廣論止觀初探. 第一卷, 止觀總說 宗喀巴大師造論; 真如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223 菩提道次第廣論.奢摩他(校訂本) 宗喀巴大師著; 法尊法師譯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8230 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 5: 奢摩他宗喀巴大師造論; 巴梭法王, 語王堅穩尊者, 妙音笑大師, 札帝格西合註; 法尊法師譯論; 釋如法, 釋如密, 釋如行等譯註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0668254 菩提道次第廣論.奢摩他(校訂本) 宗喀巴大師著; 法尊法師譯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0668261 廣論止觀初探. 第一卷, 止觀總說 宗喀巴大師造論; 真如講述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00513 設計的品格: 一本作品集的誕生,體現InDesign的極致美學邵昀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0964 松浦彌太郎說: 假如我現在25歲,最想做的50件事松浦彌太郎著; 楊明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107 永夜漂流(一萬本紀念版)= Good morning,midnight莉莉.布魯克斯-達爾頓(Lily Brooks-Dalton)著; 康學慧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114 辣媽Shania給新手的零廚藝、超省時鬆餅機料理72辣媽Shan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121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經典年華版) 七堇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152 麥本三步喜歡什麼呢? 住野夜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244 最後的秘境 東京藝大: 天才們的渾沌日常 二宮敦人著; 陳妍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268 有你的世界還不錯: 致那些不小心走失的、或許成為愛情的、有幸持續一生的友誼海可.法樂作; 瓦勒里奧.維達利繪; 管中琪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福馬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碩亞數碼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碩英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4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瑪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精誠資訊



9789865101367 被時間留下的人: 唯有失去,才足以讓我們成為一個大人P'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411 蘇格拉底的哲學特快車: 用一天的時間,與14位哲學家散步,關於日常的壯闊思辨艾瑞克.魏納(Eric Weiner)著;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428 麥本三步喜歡什麼呢? 住野夜著; 丁世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442 故宮裡的色彩美學與配色事典 郭浩, 李健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459 辣媽Shania的簡易系美味陶土鍋料理: 快煮、慢燉兩相宜,主菜、麵飯、湯品、麵包、甜點,一鍋搞定!辣媽Shan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466 職場新鮮人教戰手冊: 社會要你學走,我們讓狂人飛讓狂人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473 大人的畫畫課. 2: 速寫自由自在 B6速寫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480 堅強是你說了一輩子的謊 艾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497 減醣常備菜150: 營養師親身實證,一年瘦20kg的瘦身菜主婦之友社著; 何姵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510 medium霊媒偵探城塚翡翠 相澤沙呼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527 與其麻木前進,不如勇敢迷失 林子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534 為何我們這樣相愛,那樣分手 幹話心理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541 惡之教程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558 一口鑄鐵鍋端出一桌菜 我愛Staub鑄鐵鍋 敘事大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565 如果理想生活還在半路 柯采岑(Audrey K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572 元氣滿滿肉便當: 冷熱吃都美味!36款營養飯盒X50道不復熱配菜抽屜積水DiDi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589 努力多久才可以喊累 艾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596 出賣我們的都是小細節: 活用故事力、細節力、逆境力、儀式力和美學力,讓「高度」與「格局」成為你面對逆境的力量浦孟涵(Shannon P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02 一的情書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19 東京名建築魅力巡禮 甲斐實乃梨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26 獅子的點心 小川糸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33 先放手,再放心: 我從<<心經>>學到的人生智慧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40 寂寞作為一種迷人的慢性病 趙又萱Abby Cha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57 給孩子的限醣成長食譜= 糖質制限で子どもが変わる! 三島塾レシピ三島學著; 何姵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664 塔納托斯的夢境 薛西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71 每道傷都是活著的證明 阿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688 100個領導基本X100個工作實踐: 每天都是新的始業松浦彌太郎, 野尻哲也著; 楊明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695 最高的教養: 從「全美最優秀女高中生」培育,談世界級人才的五大特質博克重子著; 陳亦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701 最高睡眠法 西野精治著; 陳亦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101718 神秘優雅的數學家日常 二宮敦人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725 你在煩惱什麼呢?: 大學諮商心理師給你的陪伴之書,關於成長的疼痛與焦慮李家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732 女兒是吸收媽媽情緒長大的: 即使不曾被愛,也能愛人。獻給世上所有女兒、母親、女性的自我修復心理學朴又蘭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756 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光芒 不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763 死後,貓會吃掉我的眼睛嗎?: 渺小人類面對死亡的巨大提問= Will my cat eat my eyeballs?: big questions from tiny mortals about death凱特琳.道堤(Caitlin Doughty)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787 大人的煩惱,由兒童記者來解答吧! 龜岡兒童新聞著; 吉竹伸介繪;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01824 Flower Noritake: 與花生活的日日 則武潤二, 則武有里著; 林以庭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40633 生活禪: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740640 手機拍當下: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Bridge Chung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9042 Happy babyㄅㄆㄇ 林韋廷, 李佳蓉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8319059 Vkids. book 4 creative editors Robert A. Madrigal, Cherry Hsieh, Rebecca Yao, Connie Chou, Teresa Lee2nd ed. 平裝 1

9789868319066 Vkids. book 6 creative editors Robert A. Madrigal, Rosie Kao, Cherry Hsieh, Cher Huang2nd ed. 平裝 1

9789868319073 Vkids. book 10 creative editors Robert A. Madrigal, Rosie Kao, Cherry Hsieh, Cher Huang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3615 走開,綠色大怪物! 艾德.安柏利(Ed Emberley)文.圖; 余治瑩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622 先有蛋 蘿拉.希格(Laura Vaccaro Seeger)文.圖; 余治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653 Look!觀察畫裡的光 吉麗安.伍爾芙(Gillian Wolfe)著; 宋珮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660 LOOK!觀察畫裡的線條 吉麗安.伍爾芙(Gillian Wolfe)作; 侯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677 畫一棵樹 芭芭拉.雷德(Barbara Reid)文.圖; 余治瑩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684 鱷魚艾倫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賈尼斯(Jarvis)文.圖; 黃筱茵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721 爸爸大集合 宮西達也文.圖; 許婷婷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維多利亞文化教育



9789864403738 跟飯糰一起插秧 加岳井廣文.圖; 林真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745 我討厭去幼兒園 長谷川義史文.圖; 林真美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769 派弟是個大披薩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文.圖; 余治瑩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776 我是湯匙 艾美.克蘿絲.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史考特.馬谷(Scott Magoon)圖; 黃筱茵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806 都是放屁惹的禍 桑德琳.杜馬斯.羅伊文; 艾曼紐.胡塞斯圖; 謝維玲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813 天國的爸爸 長谷川義史文.圖; 米雅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820 媽媽做給你 長谷川義史文圖; 米雅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3851 先左腳,再右腳 湯米.狄波拉(Tomie dePaola)文.圖; 柯倩華翻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0200 日常對話心靈指引卡= Daily self-talk spirit of the guide cardMo Jhen芸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550 新加坡華人天后信仰調查研究 楊淑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567 廟宇與觀光: 探尋高雄永安的產業及民間信仰楊淑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604 二人以下動力浮具訓練教材 蘇東濤, 楊忠穎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4555 婚禮彌撒(鄒語試用本)= MISA HO TEC'U NAVCONGA溫安東神父 , 嘉義教區鄒語編譯小組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62 殯葬禮儀(鄒語試用本)= MISA TA MICU MOMEKVO'U溫安東神父, 嘉義教區鄒語編譯小組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86 悠遊聖言: 主日讀經釋義. 丙年 黃敏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86 悠遊聖言: 主日讀經釋義. 丙年 黃敏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4593 兒童聖經(鄒語試用本)= SHENG JING NO 'O'OKO溫安東神父, 嘉義教區鄒語編譯小組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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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0936 阿亮老師趣說臺灣歷史之日治-民國; 阿亮老師的歷史小學堂莊典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943 鈔能戰士SME. 1, 數字13的秘密= The secret of number 13糖果姐姐嚴淑女(Candy Ye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7229 斜槓金融投資的成功思維 吉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7236 免盯盤的釣魚投資法: 零基礎學會MT5外匯賺錢策略丁允任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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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4218 國際小兒骨科大師: 郭耿南教授回憶錄 郭耿南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5208 水浮蓮花西天廣安宮: 金龍玲瓏穴 蓬萊野鶴(王工文)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維度°壹参壹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一印刷影印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校友雙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聚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市大安廣安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華盛頓國小



9789869477956 魔法學園: 華盛頓雙語小學美學創藝班展作品集. 第五屆= Magic academy: WES 2021 art department student portfolio陳淑雲, 蕭伃真編輯製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972 墨海騰波: 臺中市書法學會辛丑年會員暨名家書法展賴糖宥, 賴璿容, 張怡廷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6207 三角喂!: 青年力學堂地方刊. NO.1 林琬涵(阿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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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4670 古早咱頂寮 在地台語文化: 農漁具讀本 白天賜, 林錫植, 鐘金水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84687 古早咱頂寮 在地ㄟ台語文化: 生活教育讀本 白天賜, 林錫植, 鐘金水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509 量理寶藏論日藏譯 絨敦獅子吼著; 堪布洛桑滇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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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3804 南港賞蟲趣(蛾類) 謝三明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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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7120 鐵陣石林室印蜕 黃敬庭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8967137 詠泉齋印痕 翁櫻芳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8967144 永受嘉福: 徐清祺印輯 徐清祺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270 如影: 偕汝穎創作輯 偕汝穎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0102 百卉含英= All kinds of flowers are in blossom 楊文中總編輯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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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八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市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東縣藝術人文三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文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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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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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市南港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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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4280 臺南市師美學會二十四週年暨臺師大美術系教授聯合美展何忠術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4314 地球是一首詩 釋滿濟(徐鳳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2341 古早情詩 台灣褒歌= Kóo-tsá tsîng-si Tâi-uân po-kua董峯政編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574 啊!就是這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10級畢業專刊=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美術系110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615581 啊!就是這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10級畢業專刊=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美術系110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615598 啊!就是這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10級畢業專刊=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美術系110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615604 啊!就是這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10級畢業專刊=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美術系110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615611 啊!就是這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10級畢業專刊(特優)=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美術系110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5615628 啊!就是這樣: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10級畢業專刊=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美術系110級印刷組, 天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635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Academic Conference of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n Design黃潮岳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912 白袍下的全球拓荒者: 國際醫療典範獎得獎者行醫故事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3710 建築設計資料集成 日本建築學會編; 臺隆書店建築設計資料集成編譯委員會譯十六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953727 建築設計資料集成 日本建築學會編; 臺隆書店建築設計資料集成編譯委員會譯十二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953734 建築設計資料集成 日本建築學會編; 臺隆書店建築設計資料集成編譯委員會譯十二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8953741 建築設計資料集成 日本建築學會編; 臺隆書店建築設計資料集成編譯委員會譯十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8953758 建築設計資料集成 日本建築學會編; 臺隆書店建築設計資料集成編譯委員會譯十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8953765 環境設計與行為因素= Behavioral factors to architectural design王錦堂, 關華山審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3772 建築研究方法. 基礎篇=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architecture王錦堂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3789 實存.空間.建築= Existence, space & architecture 諾伯格.斯卡爾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著; 王淳隆譯七版 精裝 1

9789868953796 建築環境控制學= Planning for environmental control of architecture王錦堂編著 10版 精裝 1

9789860657401 建築應用物理學= Applied physics for architecture王錦堂編著 十三版 精裝 1

9789860657418 建築譯叢. 2-VII, 外部空間之構成 建築之功能與計劃= Exterior space i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action and plan蘆原義信, 彼得.柯克(Peter Cook)著; 王錦堂, 熊振民合譯五版 精裝 1

9789860657425 建築譯叢. 2-V, 社區與私密性= Community and privacy查馬耶夫(Serge Chermayeff), 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著; 王錦堂譯三版 精裝 1

9789860657432 建築譯叢. 2-VI, 人類環境中的創造過程-RSVP環勞倫斯.哈爾普林(Lawrence Halprin)著; 王錦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7449 建築設計方法論= Design methodology in architecture王錦堂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0657456 建築譯叢. 2-II, 建築設計原理= Gramma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邁爾茲.丹拜(Miles Danby)著; 孫宇立譯 四版 精裝 1

9789860657463 建築譯叢. 2-I, 近代建築概論= Guide to modern architecture雷諾班漢(Reyner Banham)著; 王紀鯤譯 四版 精裝 1

9789860657470 建築譯叢. X, 賴特與凡德羅= Wright & Van Der Rohe彼得.布拉克(Peter Blake)著; 張春旺譯 四版 精裝 1

9789860657487 建築譯叢. V, 城鎮與建築= Towns and buildings 拉斯穆生(S. E. Rasmussen)著; 宋伯欽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657494 建築譯叢. IV, 景園建築學= Landscape architecture西蒙德(J. O. Simonds)著; 王濟昌譯 六版 精裝 1

9789860657609 建築譯叢. II, 體驗建築= 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拉斯穆生(S. E. Rasmussen)著; 漢寶德譯 十四版 精裝 1

9789860657616 建築譯叢. I, 近代建築史= A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約迪克(Jürgen Joedicke)著; 孫全文譯 十一版 精裝 1

9789860657623 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建築= Architecture since 1945猶根.伊奧迪克著; 李俊仁譯 七版 精裝 1

9789860657630 實用剛架計算便覽 岡村雅夫, 瀧野正次編著; 張瑞徹譯 四版 精裝 1

9789860657647 建築之新透視圖法 臺隆書店編輯部編譯 十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南應用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普賢慈善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會

南市師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商資源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隆書店



9789860657654 精說機械製圖(新訂版) 和田稻苗, 本莊恭夫, 福永太郎, 新井泰司, 石川七男著; 張兆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7661 泵及其使用方法 梶原滋美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7678 螺旋千斤頂之設計製圖 松本守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7685 絞車之設計製圖 石川七男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7692 鍋爐之設計製圖 石川七男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002 泵之設計製圖 神宮敬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019 車床之設計製圖 笠松勇, 佐野京亮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026 檯式鑽床之設計製圖 佐野京亮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033 起重機之設計製圖 須藤敏男, 石川七男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040 新編機械設計製圖法 野口尚一著; 張兆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057 不同金屬之熔接技術 濱田晉作著; 趙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8064 工場管理分類檢核法 楊紹基譯; [日刊工業新聞社工場管理編輯部]編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8071 中小型高速機械之安裝與保養 姜剛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58088 載波學 徐永德, 陳雲華著 增訂版 精裝 1

9789860658095 實用纖維物理化學 賴鋕平編著 七版 精裝 1

9789860658101 混紡工程學 賴鋕平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0658118 建築設計通論=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al design王錦堂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775 記錄聲音的歷史: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十二期林明洲, 李百基編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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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03461 北岸二十: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藝術創作展專輯. 2021= 20th Anniversary of North Shore劉鳳儀主編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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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1312 美濃博士學人協會成立廿週年專輯= Mei Nong Ph.D Scholar Association 20th anniversary古錦松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5627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2022初階「行銷企劃證照」教材與題型題庫台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十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42527 蓬鬆又可愛 角落小夥伴羊毛氈. PART 1, 白熊.裹布.企鵝?San-X株式會社作;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2534 蓬鬆又可愛 角落小夥伴羊毛氈. PART 2 , 蜥蜴.炸豬排.貓San-X株式會社作;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3654 不懂帶人ABC,就不要當主管: 2分鐘的行為科學管理課石田淳作; 楊毓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3944 馭鮫記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3951 馭鮫記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4316 只做喜歡的事= The snow peak way 山井太作; 日經TOP LEADER編著; 王靜怡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4323 快樂至上的經營之道= The snow peak way. II 山井太作; 王靜怡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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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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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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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1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水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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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6228 如蝶翩翩 HUN作; JIMMY漫畫 一版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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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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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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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7270 天下布魔!遊戲設定集 侍達遊戲藝術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287 別怕!零基礎的財務報表解讀術: 輕鬆理解三大報表,工作投資都上手!大手町漫步著;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7348 馭鮫記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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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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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7461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秋原作; かやはるか漫畫; 夏德爾譯 初版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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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7737 擁抱高敏感的自己: 消除生活中的緊張不安,與纖細感性和平共處西脇俊二著; 楊毓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7744 在家學更好!溫柔親子性教育: 從幼齡到青春期,尊重生命&自我保護福地麻美, 村瀨幸浩作; 呂沛餘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7751 一向霸道 明星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7768 睡不著的夜裡就烤蛋糕吧 午後著; 游若琪譯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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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7829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繞道而行第二次! 暁 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836 約會大作戰DATE A BULLET赤黑新章. 7 東出祐一郎作; Q太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843 異世界悠閒農家. 7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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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47874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23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881 傷風敗俗純愛史. 1 李靡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898 戰翼的希格德莉法Rusalka. 上 戰翼俱樂部原作; 長月達平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904 戰翼的希格德莉法Rusalka. 下 戰翼俱樂部原作; 長月達平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911 告白預演系列. 11, Non Fantasy HoneyWorks原案; 香坂茉里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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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47935 天下布魔遊戲設定集 侍達遊戲藝術有限公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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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47959 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 2 石原雄作;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966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5 月夜涙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973 目標是與美少女作家一起打造百萬暢銷書!!. 4春日部タケル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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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47997 安達與島村. 9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00 理想的女兒是世界最強,你也願意寵愛嗎?. 4 三河ごーすと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17 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你也願意娶回家嗎?. 4浅岡旭作;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24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有我知道。. 1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31 你是我的β アサナエアラタ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48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 1天河信彦原作; 蒼木雅彥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55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6 CHIROLU原作; ほた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62 科學超電磁砲外傳Astral Buddy: 幽幻姊妹. 4 鎌池和馬原作; 乃木康仁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79 魔法使的印刷廠. 5 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86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6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093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7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09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8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16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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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48123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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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48130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Kiss and fly. 1 川原礫原作; べっこうリコ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47 殺戮的天使. 12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54 快為北條麗寫出戀愛小說!. 1 ナカノ.ザワ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61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1 卓二雄作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78 極道超女. 19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85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5 殆ど死んでいる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192 今夜F時,奔向兩個你所在的車站。 吉月生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208 妖怪旅館營業中. 十一, 在天神屋的四季流轉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222 一向霸道 明星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239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 5 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246 在家學更好!溫柔親子性教育: 從幼齡到青春期,認識性別&保護自己Mami Fukuchi(フクチマミ), 村瀨幸浩作; 呂沛餘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8253 睡不著的夜裡就烤蛋糕吧 午後著; 游若琪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8260 擁抱高敏感的自己: 消除生活中的緊張不安,與纖細感性和平共處西脇俊二著; 楊毓瑩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8277 讓愛撒嬌的大姊姊教官養我,是不是太超過了?. 4神里大和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284 主管大人硬上弓 あずみつな作; 帽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291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6 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07 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9 千月さかき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14 加速世界. 25, 末日巨神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21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界的聖戰. 9細音啟作; 蔚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38 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從今天開始的自由職人生活. 3甘岸久弥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45 傷風敗俗純愛史. 2 李靡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52 文豪Stray dogs: DEAD APPLE. 3 文豪Stray dogs DA製作委員會原作; 銃爺作; 楊采儒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69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5 しめさば原作; 足立いまる作; um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76 掠奪者. 16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83 掠奪者. 17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390 陰陽眼見子. 5 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06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8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13 艾梅洛閣下Ⅱ世事件簿. 10 三田誠原作; K.K.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20 艾梅洛閣下Ⅱ世事件簿. 9 三田誠原作; K.K.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37 位於戀愛光譜極端的我們. 1 長岡マキ子作; Shaunte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44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4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51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5, 鋼之墳墓 細音啟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68 被百合夾擊的女子有罪嗎?. 1 みかみてれん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75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2 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82 大仙術士李白. 7 葉明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512 兔姬插畫作品集 兔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499 我倔強的純種馬 佐倉リ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505 我深愛的大野狼 佐倉リ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529 姊嫁物語. 13 森薰作; Demi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536 求妳快走吧,阿久津! 長岡太一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8543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2 二丸修一原作; 井冬良漫畫; um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550 異世界悠閒農家. 7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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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5248574 絕命制裁X. 22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581 黑鐵魔法師. 2 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う漫畫;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598 熊熊勇闖異世界. 4 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604 熊熊勇闖異世界. 5 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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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5248628 性教育120% 田滝ききき原作; ほとむら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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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86524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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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5248659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866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虛空幻界 川原礫原作; 緋呂河とも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48673 失業爸爸轉職成巨乳女高中生遊戲實況主 糸吉了一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8680 即使只有一次,都讓人後悔 宮原都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8697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8703 春與綠 深海紺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8727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DU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8710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DU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8734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4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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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5248758 煙與蜜 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8765 廢天使加百列 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8772 朱顏 滄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8789 朱顏 滄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8796 傷風敗俗純愛史 李靡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8802 噬血狂襲. 22, 曉的凱旋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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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5248826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48833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32, 自我犧牲篇/畢業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840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48857 飛翔吧!戰機少女 夏海公司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48864 惡魔高校DxD. DX.6,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惡魔嗎?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871 86-不存在的戰區. Ep.9, Valkyrie has landed 安里アサト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888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8895 里亞德錄大地 Ceez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8901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4, 初吻宣戰 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918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天河信彥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8925 一房兩廳三人行. 2, 這份心意無法深藏心底 福山陽士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932 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 2, 夕陽與夜澄放棄不了?二月公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949 瘋狂廚房 荻原数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8963 貓生好難: 遺憾中的小確幸日常 Q-rais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8970 如蝶翩翩 HUN作; JIMMY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987 沒事,就做菜吧: 張庭瑚家常做的星級宅料理 張庭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8994 萬物的另一面: 韓國當代藝術家安奎哲隨筆集安奎哲作; 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007 龍與雀斑公主 細田守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014 噬血狂襲. 22, 曉的凱旋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21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 2天河信彥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45 惡魔高校DxD DX. 6: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惡魔嗎?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52 飛翔吧!戰機少女. 9 夏海公司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69 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 2: 夕陽與夜澄放棄不了?二月公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76 瘋狂廚房. 1 荻原数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83 奇諾の旅. XXIII: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K.K.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90 一房兩廳三人行. 2: 這份心意無法深藏心底 福山陽士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06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32, 自我犧牲篇/畢業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13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4, 初吻宣戰 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20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5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37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18 愛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44 里亞德錄大地. 4 Ceez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51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8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68 沒事,就做菜吧: 師承米其林主廚,張庭瑚教你煮出星級美味張庭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75 龍與雀斑公主 細田守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82 傷風敗俗純愛史. 3 李靡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199 我倔強的純種馬 佐倉リ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05 我深愛的大野狼 佐倉リコ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1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7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29 失業爸爸轉職成巨乳女高中生遊戲實況主. 1 糸吉了一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36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7 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43 性教育120%. 1 田滝ききき原作; ほとむら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50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13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67 廢天使加百列. 10 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7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虛空幻界. 6 川原礫原作; 緋呂河とも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81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4 逢沢大介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咖比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298 煙與蜜. 2 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04 萬物的另一面: 韓國當代藝術家安奎哲隨筆集安奎哲作; 莫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11 即使只有一次,都讓人後悔。. 1 宮原都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28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10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35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11 愛七ひろ原作; あやめぐむ漫畫; 王志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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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YPE-MOON原作; 武中英雄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59 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 2 まめちょろ原作; 米田和佐漫畫; 劉佳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66 求妳快走吧,阿久津!. 1 長岡太一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73 春與綠. 3 深海紺作;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403 與野獸形影相依. 2: 初嘗愛戀 八十庭たづ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410 幼女戰記. 12, Mundus vult decipi,ergo decipiatur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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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冊 1

9789865249434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9441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寿安清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4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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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5249465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9472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媽的女兒 松浦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4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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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9496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望公太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9502 間諜教室. 2, 「愛娘」葛蕾特 竹町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519 重組世界Rebuild World. 1. 下, 逞強荒唐魯莽 ナフセ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526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雲雀湯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9533 四葉妹妹! あずまきよひこ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49540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49557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49564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49571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天原原作; masha漫畫; Yoshiki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9588 色慾禁咒Lust Geass 高橋脩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49595 片桐!妳擋住巨乳了! TAL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9601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 森田俊平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49618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 森田俊平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9625 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 ピロヤ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9632 羅德斯島戰記: 誓約之寶冠 水野良原作; 鈴見敦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9649 喜歡的偶像居然變成了公認的跟蹤狂 瀬尾みいのすけ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9656 東方醉蝶華: 食蓮眾的醉與醒 ZUN原作; 水炊き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49663 年下小男友 とりよし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9670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終. 一年級篇BOX: トモセシュンサク Art Worksトモセシュンサク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687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49694 貓咪X互攻 hopeful たつもとみお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700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茉雪ゆえ原作; 早瀬ジュン作; 飛飛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9717 ZAHN 薩恩的宇宙日常 二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724 張公案(漫畫版). 第二輯 大風颳過原作; 千二百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731 白種元的50道獨享料理: 盡情享受為自己料理的時光白種元作;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755 白井悠介1st寫真散文集: 船到橋頭自然直 白井悠介著; kikia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9762 死相學偵探. 8, 最後的案件 三津田信三著; 莫秦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49779 四樓的天堂: 原創劇本/影像紀實= Heaven on the 4th floor陳芯宜, 樓一安劇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793 有你的夏天: 黃氏兄弟寫真書. II 黃氏兄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49809 有你的夏天: 黃氏兄弟寫真書. II 黃氏兄弟作; 藍陳福堂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16 年下小男友. 3 とりよし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23 色慾禁咒Lust Geass. 5 高橋脩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30 幼女戰記. 12: Mundus vult decipi, ergo decipiatur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47 異世界悠閒農家. 8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54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5 masha漫畫; 天原原作; Yoshiki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61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6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78 四樓的天堂: 原創劇本/影像紀實 陳芯宜, 樓一安劇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85 東方醉蝶華: 食蓮眾的醉與醒. 1 水炊き漫畫; ZUN原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892 貓咪X互攻hopeful たつもとみお作;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08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1年級篇 Short Storiesトモセシュンサク作; Arieru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15 ZAHN薩恩的宇宙日常 二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22 片桐!妳擋住巨乳了!. 3 TAL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39 博兒的東瀛紀行. 8 佐々大河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46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7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53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媽的女兒. 4松浦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60 羅德斯島戰記: 誓約之寶冠. 1 鈴見敦漫畫; 水野良原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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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ざっぽん作; 李君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84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3 早瀬ジュン作; 茉雪ゆえ原作; 飛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991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 2 森田俊平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004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24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011 間諜教室. 2, 「愛娘」葛蕾特 竹町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028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10 寿安清作; Dem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035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1雲雀湯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042 白井悠介1st寫真散文集: 船到橋頭自然直 白井悠介著; kiki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059 白種元的50道獨享料理: 盡情享受為自己料理的時光白種元作; 陳靖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066 死相學偵探. 8, 最後的案件 三津田信三著; 莫秦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103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2 望公太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110 爆音少女!!. 14 織本任那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127 喜歡的偶像居然變成了公認的跟蹤狂. 1 瀬尾みいのすけ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134 異世界拷問姬. 7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141 重組世界Rebuild World 1 〈下〉 逞強荒唐魯莽ナフセ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158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 3 森田俊平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165 東京BABYLON(完全版) CLAMP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172 東京BABYLON(完全版) CLAMP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0189 東京BABYLON(完全版) CLAMP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0196 衛宮家今天的餐桌風景 TYPE-MOON原作; TAa漫畫;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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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6263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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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6263210226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0233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10240 老夫老妻重返青春 新挑限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0257 櫻井同學希望我察覺 あきのそら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264 性愛&迷宮!! 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 佐原玄清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271 性愛&迷宮!! 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 佐原玄清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0288 事實有時是謊言 にいち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295 事實有時是謊言 にいち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0301 寵壞大人的護理師北野小姐 ぜっきょ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318 不對稱的連理 みかん氏作; 此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325 不對稱的連理 みかん氏作; 此木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0332 不對稱的連理 みかん氏作; 此木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0349 Tresor: 我的寶物 さちも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356 迷戀上的夜店男孩竟然是客戶 みなみ遥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363 腐男孩們的苦甜味日常 淀川ゆお作; 劉佳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370 我與教授難以啟齒 烏鴉小翼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387 鏡.雙城 滄月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210394 鏡.雙城 滄月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210400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5, 黑貓if. 上 伏見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417 重裝武器. 15, 最為明智的思考放棄 #不可預測的結局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424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210431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作; 李靜瑄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1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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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626321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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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6263210462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逢沢大介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1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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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626321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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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6263210493 我被滑雪場錄取了: 畫說日本打工度假日常 依筆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0509 DESIRE: 人態好攝影集 人態好 NICE PEOPLE PHOTOGRAPHY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523 異修羅. 2, 殺界微塵暴 珪素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530 異修羅. 3, 絕息無聲禍 珪素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547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浜千鳥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0554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0561 最後的藍 入間人間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0578 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件,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櫻木櫻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585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夠可愛。 氷高悠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0592 圖解!東大醫科生最強讀書術: 讓你維持高度動機x反推式學習x疾速提高學習效率河野玄斗著;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0608 我的幸福婚約 顎木あくみ著; 許婷婷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10615 (影)AMRITA 野崎まど作; 黛西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0622 DESIRE: 人態好攝影集 人態好NICE PEOPLE PHOTOGRAPHY攝影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5327 運動美學: 身體.遊戲.藝術 黃芳進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070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以家庭為中心工作坊」. 第二十二屆=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of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蘇慧菁等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433 辛丑春秋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3046078 RIVER'S 543+. 1, 全員大集合之卷 RIV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122 愛意滿溢讓我忍不住啦 やまち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6542 探索者的蜜月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46610 生存遊戲 坂崎Freddie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6979 自由新鎮1.5舞台劇紀念設定集: 戀愛之神與祂的背叛者們三點水製藝文化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136 花貓手作餅乾盒 林勉妏, 黃靖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327 知道了更有趣的微生物圖鑑 鈴木智順著;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334 琥珀色的空想汽譚 黒イ森著;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372 品嚐時的體溫 こうじま奈月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389 兩個人的時間 おにお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7402 安雅與魔女 黛安娜.韋恩.瓊斯原作; 宮崎駿企劃; 丹羽圭子, 郡司絵美腳本; 鍾嘉惠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47419 挑逗官能!紳士用語妄想寫真集 門嶋淳矢攝影; mintcrown文;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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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6263047457 菈菈的婚禮 ためこう作; 紅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7464 住在1K公寓的王子殿下return home 大和名瀬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471 調情系戀人 天咲吉実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047495 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唐史 覃仕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501 法式料理全技術: 豐富食材X完整流程X極品料理荻野伸也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525 圖解AI與深度學習的運作機制 涌井貞美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884 眼淚的重量: 聽23位送行者說他們看到的人生故事楊敏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891 詳細解說!人物「上色」步驟完全剖析: CLIP STUDIO PAINT PRO電繪技法大全乃樹坂くしお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921 日本裝束解剖圖鑑 八條忠基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938 8大肌群x60種專業級項目阻力訓練分析全書 豊島悟著; 池迎瑄,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945 為了青少年的優良圖書 吉田ゆうこ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952 就算不回去也沒關係 内田カヲル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早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315

送存冊數共計：332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9786263047969 拜託了♥Melty劇院 かさいちあき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7976 七八五十六 工藤哲孝原作; 笹古みとも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8089 輪迴之夏 itz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8102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048133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王浩德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6263048164 奇子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8188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048201 戀愛暴君 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048232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INOUE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048263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6263048362 從野外遇難到天災意外的超級生存術 加藤英明作; 王盈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379 日本建築大師解剖圖鑑 二村悟著;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386 天竺鼠完全飼養手冊 大崎典子著; 角田滿監修; 井川俊彦攝影; 童小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393 告別節食地獄的慾望系飽足餐: 驚!這麼好吃竟然是減醣&低脂?!石原彩乃著;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09 空間配色基礎課 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16 創造空間無限可能!理想住宅翻修計畫: 牆面、地板、收納完全提案!新手也能輕鬆規劃&實踐長野惠理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23 物理學家的科學講堂: 理解科學家的思考脈絡,掌握世界的定律與真理田中幸, 結城千代子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30 如果重來週年紀念設定集 傳奇網路遊戲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47 社區營造解剖圖鑑 片山和俊, 林寛治, 住吉洋二作;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54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3048461 攻克各種姿勢!制服少女繪圖技法: 專業繪師やとみ老師親自傳授如何描繪角色線稿!やとみ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85 日日便當好食光: 168道美味菜色提案,一人食也能吃出儀式感!大西綾美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492 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清史 覃仕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515 全方位軟式棒球訓練技巧: 提升基本功、破解失誤盲點,獲勝祕訣完整掌握!名古屋光彥監修; 劉宸瑀,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539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304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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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6263048553 那份愛過度異常 上川きち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560 與你相約妖魔咖啡廳 海野サチ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577 菈菈的婚禮 ためこう作; 紅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8584 請託之事,難以啟齒 腰乃作; 紅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8591 首麻里傳奇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4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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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6263048614 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 大間九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8621 下流賤貓在磨情慾之爪 天王寺ミオ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638 於是一切就此開始 内田カヲル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645 鄰居總是欲求不滿很困擾! meco漫畫;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652 跟科學家一起認識構築世界的50個物理定律: 發現契機x原理解說x應用實例左卷健男編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669 完美裸體姿勢集: 君島美緒 横山こうじ攝影;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676 軟處理soft in soul: 無時效手帳 游知牧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683 放養孩子,是為了讓他成為更好的大人: 結合蒙特梭利與阿德勒心理學,日本92歲阿嬤的奇蹟育兒法大川繁子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690 零基礎也學得會!最詳實的透視圖與背景描繪技法中山繁信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239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3049246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049253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INOUE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049260 奇子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49277 妖怪仰慕的祟神 灰崎めじろ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9284 我可以喜歡哥哥的戀人嗎? 矢野わらび作; 陳靖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291 第一次的戀愛 奏ユミカ作; 陳靖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307 職人美學.手感馬卡龍: 首爾秒殺名店的祕密,一口喚醒感官的香甜療癒崔昌喜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314 圖解籃球跑位戰術與攻防陣型: 保持進攻隊型平衡,進行適當跑位判斷,創造更好的投籃機會鈴木良和作;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321 超圖解伺服器的架構與運用: 硬體架構x軟體運用,輕鬆理解數位時代的必備知識西村泰洋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338 蜜袋鼯完全飼養手冊: 從認識理解、互動照顧到疾病預防,飼主必學知識全收錄大野瑞繪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406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6263049413 H事業部營業課 志摩京佑原作;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420 強勢作家與發情貓的困惑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437 屬於你的甜蜜味道 日羽フミコ原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444 像素藝術背景畫法完全解析: ULTIMATE PIXEL CREW REPORT配色x構圖x透視APO+, MOTOCROSS SAITO, SETAMO著; 王怡山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468 關口真優的袖珍黏土麵包教科書: 好拍又好玩!指尖上的可愛擬真世界關口真優著;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475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王浩德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3049482 細數繁星 内田カヲル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049499 fouatons的幻想博物館: 服飾與小物插畫作品集fouatons著; 王盈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505 擊退奧客的神級SOP應對絕技: 30年、600家公司風險管理諮商專家親授!東弘樹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512 打造最強企業圈粉力: 使用者導向x同理心設計x創造新價值金子剛, 並木光太郎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529 OL蔡桃桂 RIVER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49543 語源解說X圖像聯想: 超高效英文單字連鎖記憶法汪汪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550 阿鏘的毛毛蟲觀察日記 阿鏘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581 變色龍超圖鑑: 品種、繁殖、飼育知識一本掌握加藤学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604 首麻里傳奇 手塚治虫原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049611 與零廚藝妖精共度遊牧生活 大間九郎原作; ワタナベタカシ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04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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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6263049635 細數繁星 内田カヲル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049642 白狼之士 琥狗ハヤテ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659 制服誘惑!校園生活妄想寫真集 門嶋淳矢攝影; mintcrown文;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666 植萃系冷製手工皂實驗室 うた著; 王盈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673 圖解粒子物理: 從牛頓力學到上帝粒子,一窺物質的究極樣貌和田純夫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680 TOEIC滿分英文怪物講師解析!資優英文文法王一本制霸關正生作;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697 Moryo的異世界奇幻作品集 もりょ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703 吸睛的甜蜜好味!經典不敗手感烘焙: 甜點師精選,忍不住分享的幸福滋味!柳谷みのり著;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727 熬通宵也要讀完的大宋史 覃仕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734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3049741 幸福的條件 草間さかえ漫畫;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758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3049765 桃鬼! 嘉島ちあき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9772 Mr.Secret Floor: 我們的特別小寶貝 朝霧夕原作; 劍解漫畫; KUMAK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789 新鮮現擠!哞哞尻尻學園男生宿舍 みなせ瀬里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796 我喜歡愛愛 吉田ゆうこ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802 全球化時代的供應鏈管理技巧: 剷除風險、突破經營困境,打造最強永續競爭力!石川和幸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833 中小型水族箱造景趣: 新手也能打造的療癒夢幻水世界千田義洋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2285 電動車輛動力系統設計與整合簡介 劉達全等編著; 陽毅平主編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292 愛河 林仙龍文; 王子麵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2308 測量學: 21世紀觀點 葉怡成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5522315 經濟學(精簡本) 謝振環著 8版 平裝 1

9789865522322 畜牧業循環經濟 葉琮裕, 陳韋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233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中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下冊Joseph Schier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2234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中階英語聽講練習. 下冊Casey Malarcher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22377 Travel beyond Camille Lu[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22506 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 Abraham Silberschatz, Peter Baer Galvin, Greg Gagne原著; 吳庭育, 駱詩軒譯十版 平裝 1

9789865522544 高等工程數學 莊紹容, 楊精松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5522551 司法科學與警政科技之理論與實務 李承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2568 作業系統精論= Operating system concepts Abraham Silberschatz, Peter Baer Galvin, Greg Gagne原著; 吳庭育, 駱詩軒譯十版 平裝 1

9789865522575 Explore journalism 曾貴祺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582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二級, 模擬試題冊 劉慧如, Lukasz Baranowski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599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二級模擬試題冊解析劉慧如, Lukasz Baranowski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605 Presentation matters Richard Hill Davis, Michael McCollister[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22612 Up and beyond 勤益科技大學[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22629 Up and beyond 勤益科技大學[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22643 An analysis of ephesians and colossians using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by Yuan-Cheng Liu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2269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上冊Ian Clarke, Joseph Schi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270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語聽講練習. 上冊Casey Malarch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467 2021非凡南方: 淺意識的擬態 張國信, 郭懷升, 何忠術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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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送存冊數共計：21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13

送存冊數共計：113

臺灣東華



9789868343931 認識臺灣客家 張維安等作; 林本炫, 王俐容, 羅烈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240 當代客家文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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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1725 綠.建築.人: 健康與綠建築五大標章好文與案例精選= Green building certification systems呂慧穎, 劉淑瑛總編輯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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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442 TJDMA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成果展. 2019第四屆= TJDMA World's Jewelry & Metal Design Awards 2019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375 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21= The Proceeding of 2021 Symposium on Mold & Di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嚴美鳳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2975 練習放手: 你不需要忍住悲傷,與失落中的自己對話= Modern loss: candid conversation about grief. beginners welcome蕾貝卡.索佛(Rebecca Soffer), 嘉貝麗.柏克納(GabrIelle BIrkner)編著; 洪慈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2982 明成祖傳 晁中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2999 原來OO是這樣被發明的: 地球上130項從遠古到現代的驚人發明= La fabuleuse histoire des inventions: de la maîtrise du feu à l'immortalité丹尼斯.古斯萊本(Denis Guthleben)著; 哈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02 運動健護全書: 四大法則、三十關鍵,以科學方法有效提升體能成果馬克.巴伯斯(Marc Bubbs)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19 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 潘光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26 戀人們的森林= 恋人たちの森 森茉莉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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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053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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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0533057 框架外的我,就是這麼可愛= 썅년의 미학, 플러스閔瑞瑛作; 劉宛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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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chen ohne Worte: 100 einfache Gerichte für jeden Tag - auf einen Blick erklärt莎碧瑞娜.蘇.達尼爾斯(Sabrina Sue Daniels)著; 黃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71 麗茲波頓的謀殺審判: 直擊美國史上最駭人聽聞的世紀懸案= The trial of Lizzie Borden卡菈.羅柏森(Cara Robertson)作; 徐立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88 被遺忘的人群: 神風特攻隊員、助產士、學生、教師,日本平民的二戰歷史記憶埃德加.波特(Edgar A. Porter), 冉瑩(Ran Ying Porter)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095 未來城市: 漂泊.垂直.廢墟: 虛構與真實交織的人類世建築藍圖= Future cities: architecture and the imagination保羅.多伯拉茲克(Paul Dobraszczyk); 韓翔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101 造假新聞: 他是新聞金童還是謊言專家?德國<>的杜撰醜聞與危機!胡安.莫雷諾(Juan Moreno)著; 黃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118 莊子人性論: 當代道家學者陳鼓應從莊子中的心性情,剖析人生哲理陳鼓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187 尚書今註今譯 屈萬里註釋; 王雲五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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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248 女人與女孩的原罪: 以滿口髒話、粗魯行為訴諸憤怒,是女性可以擁有的嗎?莫娜.艾塔哈維(Mona Eltahawy)著; 聞翊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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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承樺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484 啟動斜槓人生: 星雲大師的自學之道(自學之道2021年全新修訂版)星雲大師著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491 華人眼中的法蘭西: 從華工、留學生、記者到外交官,橫跨二十世紀的旅法見聞陳三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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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奇威克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569 大白天的戀愛: 我的世界布滿你走過的足跡,縱使你已遠離金錦姬(김금희)著; 杜彥文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576 血書: 林昭的信仰、抗爭與殉道之旅 連曦著; 賈森, 連曦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583 胡適的頓挫: 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 黃克武著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675 歷史的轉換期. III, 750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 　 三浦徹編; 黃健育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682 1187年: 巨大信仰圈的出現= 1187年 巨大信仰圈の出現千葉敏之編; 陳國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712 歷史學的探究與實作操作手冊 陳建守, 韓承樺, 張育甄, 萬雅筑作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729 哈梅恩的吹笛手: 記憶、傳說與流變,中古歐洲社會庶民心態考察= ハーメルンの笛吹き男: 伝説とその世界阿部謹也著; 陳國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743 女孩、女人、其他人: 12位非裔女性的掙扎、痛苦、歡笑、渴望與愛柏娜汀.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著; 謝靜雯譯1版 其他 1

9789570533750 門牌下的真相: 地址,能告訴你什麼?一場橫跨身分、種族、貧富和權力的反思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著; 韓翔中譯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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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



9789570533767 歡迎來到末日戰場哈米吉多頓: 跟著考古隊重探聖經古戰場,一段錯綜複雜的近代挖掘史詩艾瑞克.克萊恩(Eric H. Cline)著; 張毅瑄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774 歷史的轉換期. IV, 1187年: 巨大信仰圈的出現 千葉敏之編; 陳國維譯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2409 澄懷新境: 2021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 2021 Taiwan International Watercolor Association Exhibition林仁山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9623 行銷管理實務 熊漢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3427 傳道師,免驚: 傳道師生活常見問答手冊 戴智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5688 醫治的雙手: 在台灣40寒暑的醫療救濟與宣教 薄柔纜(Roland P.Brown)作; 白育斌, 呂巧婕, 吳佑星, 沈春燕, 張顯明, 陳貞吟, 許娟娟, 黃以嘉, 彭雅各, 解世煌, 楊義明, 蔡國珍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465695 醫治的雙手: 在台灣40寒暑的醫療救濟與宣教 薄柔纜(Roland P.Brown)作; 白育斌, 呂巧婕, 吳佑星, 沈春燕, 張顯明, 陳貞吟, 許娟娟, 黃以嘉, 彭雅各, 解世煌, 楊義明, 蔡國珍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71001 醫治的雙手: 在台灣40寒暑的醫療救濟與宣教 薄柔纜(Roland P.Brown)作; 白育斌, 呂巧婕, 吳佑星, 沈春燕, 張顯明, 陳貞吟, 許娟娟, 黃以嘉, 彭雅各, 解世煌, 楊義明, 蔡國珍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4046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一甲子 黃思誠, 蔡明賢, 蘇聰賢, 李茂盛, 楊友仕, 蔡鴻德, 謝卿宏, 何弘能, 郭宗正, 黃閔照, 黃建霈執行主編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746 未知與永恆: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大展. 2021年度= Unknown & enernal: Taiwan Contemporary Artist Association Annual Exhibition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5509 服飾工藝製圖與設計管理應用 黃丹怡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6269515516 黏土多肉植物盆組設計: 四十四款從初階至高階的調色配方與比例秘笈曾品蓁作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15523 歐瑪瑪與白貝貝的20件日常刺繡小物: 商品企劃故事練習帖-讓你的刺繡設計充滿童趣黃丹怡, 蘇怡如, 梁毓鈴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6269515530 乾燥花藝設計應用: 初學者的基礎養成 曾品蓁作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15547 法式鉤針刺繡珠寶設計X商品企劃故事設計手帖: 讓你的刺繡設計有故事黃丹怡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6269515554 版型設計: 上衣設計理論與應用實務　 黃丹怡, 蘇怡如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6269515561 法式鉤針設計應用創作養成建構術: 成為設計師必備的技術活用到設計規劃應用力黃丹怡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9518 頭份百年古窯特展專輯= A hundred years of Toufen traditional pottery鄧淑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8581 I like apples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Yunn-jwu Liu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598 What is it?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Po-ting Lin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604 Where is the cookie?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ori Chi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611 Dinosaur and dog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oyce Sun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628 Red Hen's eggs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ao-Lun Tsai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635 How many feet?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eng-yun Chi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642 Go! go! go!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oyce Sun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3

臺灣陶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婦產科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彰化中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門諾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麥克



9789862038659 Horse and hippo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ade Hu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666 解開人體的祕密 克里斯.奧克雷德(Chris Oxlade),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艾爾.比查(Aaron Blecha)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697 What shape is it?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Yunn-jwu Liu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03 Jump!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ade Hu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10 I am king!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Tung Chia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27 Look!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Lian-an Lin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34 My mug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Lian-an Lin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41 What do I need?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eidi Doll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58 Where is the octopus?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eif-wen Che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65 What do pigs like?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siaochi Ch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72 Quack! quack! quack!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ori Chi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89 I see red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ao-Lun Tsai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796 Socks!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oyce Sun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802 Don't play with my tail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Erin Chiu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819 Up goes the umbrella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siaochi Ch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826 The vet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Heidi Doll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833 Wiggle, wiggle, wiggle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Meng-yun Chi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840 Six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Lian-an Lin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857 Which is yellow?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Chief-wen Che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864 Zig-zag zebra 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Jade Huang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8918 擦!擦!擦! 林明子文.圖; 陸崇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932 哇哇大哭! 瀨名惠子文.圖; 陸崇文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038949 愛生氣的貓 瀨名惠子文.圖; 沈晨音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038987 袋鼠,這是你的便便嗎? 潔絲.穆爾豪斯(Jess Moorhouse)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8994 不關你的事! 斯圖亞特.林奇(Stuart Lynch)圖;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9014 認識我們的世界 艾蜜莉.伯恩(Emily Bone)文; 瑪莉安娜.歐里耶克(Marianna Oklejak)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9021 Alphabet reader treasure: learn the alphabet with 26 artful stories (8 cards)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Taiwan's top artists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4304 Netter's簡明放射解剖學 Edward C. Weber等著; 王馨瑩譯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874328 孕產芳香療法 Denise Tiran原著; 高上淨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9874366 Mulligan徒手治療模式 Wayne Hing,Toby Hall, Brian Mulligan著; 楊宛青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906708 流行病學 David D. Celentano, Moyses Szklo作; 林佩姿等翻譯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906715 視覺光學公式祕笈 Ellen Stoner, Patricia Perkins, Roy Ferguson原著; 蕭鈞憶翻譯1版 平裝 1

9789869906722 護理診斷手冊 Gail B. Ladwig, Betty J. Ackley原著; 邱文心翻譯6版 平裝 1

9789869906746 肌肉骨骼系統肌動學: 復健醫學基礎 Donald A. Neumann原著; 李映琪等翻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906777 筋膜系統機能解剖學圖譜 Carla Stecco作; 王瑞襄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6784 醫用解剖學 Richard L. Drake, A. Wayne Vogl, Adam W. M. Mitchell作; 王馨瑩等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6791 麻醉醫學祕笈= Anesthesia secrets Brian M. Keech, Ryan D. Laterza原著; 楊承憲編譯6版 平裝 1

9789869965408 解剖列車 Thomas W. Myers作; 王朝慶等翻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0655803 Quick & easy medical terminology by Peggy C. Leonard 平裝 1

9789860655827 小動物臨床病例精選. 第一部 張仕杰作 精裝 1

9789860681987 改顎歸正: 以下顎為中心的健康療法 劉育銓作 1版 平裝 1

9789860691412 香氣讀心術 AFA芳香樂活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8539 藝振人心翰墨風華聯展. 2021 王阿勉, 林金環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9234 5G世代軟板高頻材料及微細線路製程簡介 蘇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0328 肖像擺指南: 昨日即明天= Compass encompass: yesterdays are tomorrow呂岱如, 方彥翔, 彭若瑩, 奧村雄樹作; 呂岱如, 方彥翔, 彭若瑩主編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新世紀文化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臺灣愛思唯爾



9789868660335 譚美A Move for Tammy 余政達, 徐詩雨, 蕭伯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660342 終章= T.C.A Conclusion 蘇珀琪, 呂岱如, 楊俊, 鄭美雅, 余政達, 徐詩雨作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660359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2010-2012,2013-2014= Taipe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2010-2012,2013-2014鄭美雅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660366 未來事件交易所= Trading Futures 鄭美雅, 姚嘉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4786 磅蛋糕(剖面全圖解) 張恩英作; 余映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793 人人都學得會的App Inventor 2初學入門 贊贊小屋作 平裝 1

9789861304809 一鍋到底瘋野炊 楊盛堯(Max)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816 樂活陽台蔬菜盆栽(暢銷新裝版): 準備知識x日常栽培x豐收密技,82種安心蔬菜輕鬆種,第一次做都市農夫就上手!金田初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823 超省時減醣便當菜 成澤文子著; 彭琬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830 今天開始,跟孩子一起打電玩 葉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847 私廚蔬食 陳昆煌著 平裝 1

9789861304878 我的第一本果樹盆栽全圖解: 從移植、修剪、授粉到結果,日本園藝職人傳授家庭果園的知識與祕訣大森直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953 吐司的基礎: 最簡單,卻最難做得好!從發酵、烘焙、口味到應用,在家做出「比外面賣的還好吃!」的理想吐司李美英著; 張雅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4960 我的第一本手作造型棉花糖(全圖解) 金召祐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1435 台灣膠彩畫協會聯展. 2021第三十九屆= The 39th Eastern Gouache Exhibition of Taiwan Glue-painting Association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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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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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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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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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45322 個人化益生菌: 精準化醫療時代的選擇 呂春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220 臺灣書店歷史漫步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237 聽見書店的聲音. Vol.3: 在青春的路上,遇見書店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492 台灣聲學學會110年會員大會暨第34屆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21 annual meeting and 34th symposium of Taiwan acoustical association國立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所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8004 台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2021= French-Salon Taiwan Artists Association Rotation Exhibition陳純貞、王聖平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聲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整合醫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膠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2918 因夢想而美麗: 陳俗蓉墨情山水澗水墨畫輯. 2= Beautiful because of dreams陳俗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5421 In sunny Taichung [author Cabbage & Tyler Productions]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5450 人間紀錄: 超殘虐愛神. 1 林明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95474 黑暗地下桌遊大賽 天航(K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511 Hobe arts: the anthropomorphism records of Tamsui heritage= 滬尾畫帖: 淡水古蹟擬人誌蚩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528 烏鴉六人組= Six of crows 莉.八度格(Leigh Bardugo)著; 林零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5535 烏鴉六人組= Six of crows 莉.八度格(Leigh Bardugo)著; 林零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5627 吊煞叩門: 幽聲夜語. 6= Night whispers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658 沙林傑= J.D Salinger: a life 肯尼斯.斯拉文斯基(Kenneth Slawenski)著; 葉佳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740 破滅: 案簿錄.浮生. 卷二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832 獨家報導之卵= スクープのたまご 大崎梢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849 看不見的圖書館. 6: 梅杜莎之筏= The invisible library: the secret chapter珍娜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856 臺灣都市傳說百科 楊海彥, 謝宜安, 阮宗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870 特殊傳說. III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5924 乩身: 黑蓮花= The oracle comes. 10 星子(teensy)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7855 Show on!: the mouse bride author Joshua Hsiao 平裝 1

9789869877862 Show on!: Pica's gifts author Joshua Hsiao 平裝 1

9789869877879 Show on!: what do you see? author Joshua Hsiao 平裝 1

9789869877886 Show on!: grandpa Tom author Joshua Hsiao 平裝 1

9789869877893 Show on!: yes-yes food & no-no food author Joshua Hsiao 平裝 1

9789860628302 Show on!: Rabbit's mooncake author Joshua Hsiao 平裝 1

9789860628319 蘑菇伞 程波, 萧兆宏, 刘志源作 平裝 1

9789860628326 我不想长大 程波, 萧兆宏, 刘志源作 平裝 1

9789860628333 我最厉害 程波, 萧兆宏, 刘志源作 平裝 1

9789860628340 小画册的旅行 程波, 萧兆宏, 刘志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526 來去滿洲: 滿洲國「虛與實」寫真= Empire of great Manchuria王佐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82557 叢林中的山櫻花: 高砂義勇隊28問 蔡岳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588 大東亞寫真年報(皇紀2600年版)= Japan photo almanao朱家煌監修; 王佐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7426 蜜莉雪兒詩集. 二: 邀你一起來朗讀 蜜莉雪兒(Milyshelle)作.插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8517 宅配中 羅川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0253 打造頂尖團隊的六項修練: 增員成功六部曲 陳亦純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蜜莉雪兒創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蓋德文化

蓉貴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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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製肉本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9789869930260 用心就能邁向巔峰: 超業心思維,組織心出路 林麗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4432 用365個單字讓英文會話變簡單 白善燁著; 徐若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2427 孩子的第一本伊索寓言英文故事書(中英對照)MIS編輯部著; 蘇家慧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06464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131890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10083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0090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0540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1745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4838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4845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4852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4869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8430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17556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17587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17594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17600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17945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17952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18461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18478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18003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18010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1804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1852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1853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18546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18553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18560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17730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18614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18621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18638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18645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18652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18423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5218089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17891 仙宮 打眼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17907 仙宮 打眼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17914 仙宮 打眼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18447 仙宮 打眼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18454 仙宮 打眼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1797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1798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18485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1849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18508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18096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樂多



978986521810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1811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18577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18584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1813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1814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18591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18607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18669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18287 相公的溫柔刀 一只青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8294 相公的溫柔刀 一只青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8300 相公的溫柔刀 一只青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8317 相公的溫柔刀 一只青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8324 相公的溫柔刀 一只青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18331 相公的溫柔刀 一只青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18348 撩個王爺當贅婿 彥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8355 撩個王爺當贅婿 彥頁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8362 撩個王爺當贅婿 彥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8379 撩個王爺當贅婿 彥頁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8386 撩個王爺當贅婿 彥頁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18393 撩個王爺當贅婿 彥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1867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865218683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521874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12冊 1

9789865219369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13冊 1

9789865218690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18768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18775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19376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19383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19390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19406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18706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1871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1922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1923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1924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1925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1926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19277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1965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1966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1967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1968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18720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18737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19307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19314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19321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1933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18751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19642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18782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18799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18805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18812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18829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19147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19154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19161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19178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19185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19192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19208 百味廚神 噸噸噸噸噸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18836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19215 少年聖主 黑夜彌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1884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1929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1956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1957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1958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19901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18850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19284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19635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18867 剩女嫁高門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8874 剩女嫁高門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8881 剩女嫁高門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8898 剩女嫁高門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8904 剩女嫁高門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18911 剩女嫁高門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18928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8935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8942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8959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8966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18973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18980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18997 我有一個童養夫 魚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19000 姑爺有點壞 琉璃書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9017 姑爺有點壞 琉璃書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9024 姑爺有點壞 琉璃書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9031 姑爺有點壞 琉璃書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9048 巧嘴俏掌櫃 是麥穗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9055 巧嘴俏掌櫃 是麥穗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9062 巧嘴俏掌櫃 是麥穗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9079 巧嘴俏掌櫃 是麥穗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9086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09冊 1

9789865219352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0冊 1

9789865219093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19109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1911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19123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19130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19345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19611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19628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1941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19420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1943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1944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1945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19468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19475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19482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19499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19505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1951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1952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1953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1954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1955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1959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1960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19697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19703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19710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19727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19734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19741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19758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1976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1977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19789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19796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19802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19819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19826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1983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1984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19857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19864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19871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19888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19895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19918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19925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19932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19949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19956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19963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1998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5219994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5280406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2冊 1

9789865280413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3冊 1

9789865132408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13327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138905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13918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13947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139803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606143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0666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0864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0901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7609878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000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017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024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0390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0673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0871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0888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0895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0031 相公是債主 汐月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048 相公是債主 汐月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055 相公是債主 汐月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062 相公是債主 汐月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0079 相公是債主 汐月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0086 相公是債主 汐月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0093 相公是債主 汐月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0109 娘子太醉人 五色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116 娘子太醉人 五色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123 娘子太醉人 五色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130 娘子太醉人 五色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0147 娘子太醉人 五色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0154 娘子太醉人 五色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0178 表妹大逆襲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185 表妹大逆襲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192 表妹大逆襲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208 表妹大逆襲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0215 表妹大逆襲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0222 表妹大逆襲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0239 王爺的養妃攻略 一個故事一個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246 王爺的養妃攻略 一個故事一個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253 王爺的養妃攻略 一個故事一個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260 王爺的養妃攻略 一個故事一個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0277 王爺的養妃攻略 一個故事一個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0284 王爺的養妃攻略 一個故事一個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0291 王爺的養妃攻略 一個故事一個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0307 仙宮 打眼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280420 仙宮 打眼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280314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0468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0758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032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0338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048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0499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0505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0345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0352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0642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80840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80369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0826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0833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0857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0376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0383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0659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0161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14冊 1

9789865280475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051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052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0536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0543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0550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0567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057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058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0598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0604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0611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0628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0635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0680 落難俏神醫 柒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697 落難俏神醫 柒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703 落難俏神醫 柒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710 坑來的神醫相公 臨水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727 坑來的神醫相公 臨水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734 坑來的神醫相公 臨水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741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0765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0772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078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079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080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081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0918 繡娘馴夫有道 蘇眉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925 繡娘馴夫有道 蘇眉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932 繡娘馴夫有道 蘇眉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949 繡娘馴夫有道 蘇眉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0956 繡娘馴夫有道 蘇眉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0963 財迷小農女 萌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0970 財迷小農女 萌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0987 財迷小農女 萌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0994 財迷小農女 萌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1007 財迷小農女 萌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1014 財迷小農女 萌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1021 財迷小農女 萌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1038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5281038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5281045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4冊 1

9789865281496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5冊 1

9789865281052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1069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1076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1083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1090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1106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1113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1120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1137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1144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1151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1168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1175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1182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119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1205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121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122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1236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1243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1250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1267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152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1274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1342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1557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81564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1281 劍道除魔 參拾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1298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5281304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131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1519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1328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1335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81540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81359 綺羅花嫁 白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1366 綺羅花嫁 白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1373 綺羅花嫁 白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1380 綺羅花嫁 白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1397 督主夫人嫁到 桃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1403 督主夫人嫁到 桃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1410 督主夫人嫁到 桃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1427 督主夫人嫁到 桃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1434 督主夫人嫁到 桃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1441 督主夫人嫁到 桃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1458 家有郡主福滿滿 丹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1465 家有郡主福滿滿 丹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1472 家有郡主福滿滿 丹螢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1489 家有郡主福滿滿 丹螢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150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153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1571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15冊 1

9789865281588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1939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1946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1953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81960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81595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197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198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199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200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1601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1618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1625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1632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81649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8235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282363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282370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5282387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5282394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528165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2028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203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204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205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222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223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224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2257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2264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166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2066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207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246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2592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1670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1687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169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1700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2080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2349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2608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1717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232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233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261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262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2639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264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2653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1724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2097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210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2486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266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1731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1748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1755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1762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82110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82448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82493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81779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2134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2141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82158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82165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81786 金緣喜嫁 山有木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1793 金緣喜嫁 山有木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1809 金緣喜嫁 山有木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1816 金緣喜嫁 山有木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1823 金緣喜嫁 山有木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1830 金緣喜嫁 山有木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1847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1854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1861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1878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1885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1892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1908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1915 唯娘子是從 鶴仙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2011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240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2417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2424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2431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2127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82455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82509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82172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2189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2196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2202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2219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2271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2288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2295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2301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2318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247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2561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2516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2523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2530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2547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2554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257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6冊 1

9789865282585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2677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2684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2691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2707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2714 侯府世子掌心寵 我有旨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2721 侯府世子掌心寵 我有旨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2738 侯府世子掌心寵 我有旨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2745 侯府世子掌心寵 我有旨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2752 侯府世子掌心寵 我有旨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2769 侯府世子掌心寵 我有旨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2776 娘娘又有了 易南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2783 娘娘又有了 易南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2790 娘娘又有了 易南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2806 娘娘又有了 易南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2813 娘娘又有了 易南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2820 娘娘又有了 易南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2837 首輔前妻太難當 仟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2844 首輔前妻太難當 仟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2851 首輔前妻太難當 仟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2868 首輔前妻太難當 仟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2875 首輔前妻太難當 仟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2882 首輔前妻太難當 仟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2936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283230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283582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5283599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5283605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528294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324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353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354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8355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8295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296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297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378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379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380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381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382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2981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3254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362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3636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299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300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301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3025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303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304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3056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3063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3643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3834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307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3087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365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3896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3094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3100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3117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3124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3131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3148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3667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3155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3261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3674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3902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3162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83278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83919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83179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83186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83193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83209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83216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83926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3933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3940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3957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3964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3223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7冊 1

9789865283285 我家卿卿 商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3292 我家卿卿 商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3308 我家卿卿 商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3315 我家卿卿 商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3322 我家卿卿 商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3339 我家卿卿 商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3346 珍瓏貴女 門中看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3353 珍瓏貴女 門中看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3360 珍瓏貴女 門中看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3377 珍瓏貴女 門中看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3384 珍瓏貴女 門中看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3391 珍瓏貴女 門中看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3407 侯府生存手冊 眉墨如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3414 侯府生存手冊 眉墨如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3421 侯府生存手冊 眉墨如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3438 侯府生存手冊 眉墨如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3445 侯府生存手冊 眉墨如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3452 侯府生存手冊 眉墨如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3469 娘子來一卦 風起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3476 娘子來一卦 風起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3483 娘子來一卦 風起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3490 娘子來一卦 風起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3506 娘子來一卦 風起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3513 娘子來一卦 風起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3520 娘子來一卦 風起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3568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361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374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375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376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377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3681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3971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3698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3704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3711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3728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3735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3841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3858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3865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387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388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398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8冊 1

9789865284534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9冊 1

9789865283995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5284008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5284046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426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405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406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4077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4084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4091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4275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4329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4718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4695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4107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4114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4404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4121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4305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4367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4374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4138 悍嫂為妻 鈕祜祿甄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4145 悍嫂為妻 鈕祜祿甄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4152 悍嫂為妻 鈕祜祿甄橘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4169 悍嫂為妻 鈕祜祿甄橘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4190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5284428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5284688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528420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28421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284220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5284251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445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446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4282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84299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4411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4664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84312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4596 重生庶女真好命 阿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4602 重生庶女真好命 阿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4619 重生庶女真好命 阿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4657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684 日本語GOGOGO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增訂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42109 日本語GOGOGO(練習帳)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增訂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9290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六十周年慶主辦: 林伯墀畫展作品集=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re-establishment in Taiwan,the art of Patrick Lam林伯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9306 天主教教育哲學: 教會與兩位哲學家= A cathol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church and two philosophers瑪里歐.德蘇薩(Mario O. D'Souza)作; 黃藿, 何佳瑞, 林建福, 王嘉陵, 陳濼翔, 陳伊琳, 游振鵬, 李彥儀, 林麗珊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1

送存冊數共計：641

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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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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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0055 舒曾祉水彩集= Watercolor album by Shu Tseng-Tzu舒曾祉作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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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8681 神奇酷數學. 1, 奇妙的數與量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698 神奇酷數學. 2, 加減乘除的算術魔法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704 神奇酷數學. 3, 分數與小數的運算祕密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711 神奇酷數學. 4, 來玩數與量推理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728 神奇酷數學. 5, 奇妙的幾何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735 神奇酷數學. 6, 圖形與空間的變幻世界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742 神奇酷數學. 7, 面積與體積的測量絕招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759 神奇酷數學. 8, 來玩幾何推理 查坦.波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陳偉民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865 神奇酷科學. 1, 人體的運作祕密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872 神奇酷科學. 2, 蟲的驚奇世界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889 神奇酷科學. 3, 植物的求生本領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896 神奇酷科學. 4, 動物的狩獵絕招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02 神奇酷科學. 5, 地球的生態危機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19 神奇酷科學. 6, 太陽系的奇妙旅行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26 神奇酷科學. 7, 科學家的祕密生活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33 神奇酷科學. 8, 發明家的異想世界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40 神奇酷科學. 9, 驚天動地的聲音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57 神奇酷科學. 10, 變幻莫測的光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64 神奇酷科學. 11, 無所不在的力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71 神奇酷科學. 12, 征服天空的飛行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88 神奇酷科學. 13, 無所不能的能量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8995 神奇酷科學. 14, 改變世界的電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008 神奇酷科學. 15, 點石成金的化學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015 神奇酷科學. 16, 穿越萬物的時間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022 神奇酷科學. 17, 動物的生存絕技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039 神奇酷科學. 18, 奇妙的消化工廠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046 神奇酷科學. 19, 對抗傳染病大作戰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053 神奇酷科學. 20, 生存競爭大演化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9107 用點心學校. 11, 美食大樂團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9138 神奇大傘 艾美.瓊.貝茲(Amy June Bates), 茱妮珀.貝茲(Juniper Bates)文; 艾美.瓊.貝茲(Amy June Bates)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152 我和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 麥特.拉莫斯(Matt Lamothe)文.圖; 彭欣喬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695 西方哲學之旅: 啟發人生的120位哲學家、穿越2600年的心靈之旅. 下, 現代傅佩榮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9794 星雲大師與佛光山弟子們 星雲大師等作; 吳佩穎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0683 關於前途,我真的知道 陳瑰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154 家有青少年之爸媽的33個修練: 你那愈來愈陌生的孩子,該怎麼溝通?彭菊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161 紅背心的征途: 承擔、視野、勇氣 張子弘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1208 灰階思考 謝孟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253 癌症病人的心聲: 病人真正想要的,病人真正需要的琳達.華特絲(Lynda Wolters)著; 李穎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376 費曼的主張 費曼(Richard P. Feynman)著; 吳程遠等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1437 美玲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 陳美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444 領導者的數位轉型 馬可.顏西提(Marco Iansiti), 卡林.拉哈尼(Karin R. Lakhani)著; 李芳齡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505 宣傳機器: 注意力是貨幣、按讚是引擎,人人都是數位市場商人思南.艾瑞爾(Sinan Aral)著; 許貴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529 孔子新傳: 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 孫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567 我很特別,你很特別 費莉西蒂.布魯克斯作; 瑪.費赫羅插畫; 賴雅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1703 與成功有約祕密版: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 西恩.柯維(Sean Covey)著; 顧淑馨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英科大



9789865251833 我們可以選擇的未來: 拯救氣候危機 克莉絲緹亞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 湯姆.里維特-卡納克(Tom Rivett-Carnac)著; 林俊宏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1925 AI 2041: 預見10個未來新世界 李開復, 陳楸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2076 一生必修的科學思辨課 江才健著 一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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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525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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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52199 家族企業的治理、傳承與接班 司徒達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342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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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52427 堅毅之路: 吳敦義 吳敦義口述; 楊艾俐採訪撰文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458 堅毅之路: 吳敦義 吳敦義口述; 楊艾俐採訪撰文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489 進步台灣: 七0年代起提倡「改」與「變」 高希均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533 小杰的神奇之旅: 高雄大樹繪本故事 小天下編輯部文字; Asta Wu插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564 我的新鄰居= Neighbors 凱思雅.丹尼斯維奇(Kasya Denisevich)著; 潘欣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588 數字裡的真相: 72個最透澈的世界觀察 史密爾(Vaclav Smil)著; 畢馨云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656 高度2500呎的夢想: 台東如何打造熱氣球第一品牌陳書孜, 王思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2663 大家怎麼又來了! 大村知子文.圖; 黃惠綺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670 疫無反顧: 亞東醫院做對的事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著; 邱莉燕, 張玉櫻, 楊倩蓉採訪整理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687 臥底經濟學家的10堂數據偵探課 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廖建容, 廖月娟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717 轉念: 找到當下的力量,選擇你的人生,讓心靈自由賴佩霞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724 轉念: 不被念頭綁架,選擇你的人生,讓心靈自由賴佩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731 轉念: 找到當下的力量,選擇你的人生,讓心靈自由賴佩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748 安心國小. 3, 戀愛傳染病 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755 安心國小. 4, 抱怨靠邊站 岑澎維文; 張庭瑀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762 安心國小情緒遊樂園: 23個心理遊戲讓孩子玩出好EQ楊俐容, 李依親, 黃宜珊作; 張庭瑀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779 吳志揚的三度職棒管理學 吳志揚口述; 周汶昊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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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2809 追光之旅: 你所不知道的同步輻射 許火順, 林錦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2823 追光之旅: 你所不知道的同步輻射 許火順, 林錦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2830 叩叩叩!你在家嗎? 林世仁文; 趙國宗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2847 我獨特,我珍貴: 人文世代的競爭力 王怡棻, 陳慧玲, 陳承璋, 陳玉鳳, 錢麗安, 陳麗婷作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854 少年讀成語故事. 1, 自然篇 邱昭瑜著; 許書寧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861 少年讀成語故事. 2, 概念篇 邱昭瑜著; 許書寧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878 與孩子一同編織未來: 誠致的KIST實踐經驗 吳錦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885 吳志揚的三度職棒管理學: 制度 態度 溫度 吳志揚口述; 周汶昊採訪整理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892 隱藏的邏輯: 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公式 布侃南(Mark Buchanan)著; 葉偉文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2908 吳志揚的三度職棒管理學: 制度 態度 溫度 吳志揚口述; 周汶昊採訪整理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922 人本體制: 策略大師哈默爾激發創造力的組織革命= Humanocracy: creating organizations as amazing as the people inside them蓋瑞.哈默爾(Gary Hamel), 米凱爾.薩尼尼(Michele Zanini)著; 周詩婷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939 隱藏的邏輯: 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公式= The social atom: why the rich get richer,cheaters get caught,and your neighbor usually looks like you布侃南(Mark Buchanan)作; 葉偉文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252960 人本體制: 策略大師哈默爾激發創造力的組織革命蓋瑞.哈默爾(Gary Hamel), 米凱爾.薩尼尼(Michele Zanini)著; 周詩婷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991 我獨特,我珍貴: 人文世代的競爭力 王怡棻, 陳慧玲, 陳承璋, 陳玉鳳, 錢麗安, 陳麗婷, 謝其濬作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011 與孩子一同編織未來: 誠致的KIST實踐經驗 吳錦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042 福爾摩沙飛向太空: 台灣太空科技發展的軌跡王季蘭採訪撰述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066 親愛的股東: 巴菲特、貝佐斯與20位高績效執行長的經營智慧= Dear shareholder: the best executive letters from Warren Buffett,Prem Watsa and other great CEOs勞倫斯.康寧漢(Lawrence A. Cunningham)著; 陳重亨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080 我的臺灣小百科 小天下編輯部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097 脫不花溝通的方法 脫不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103 進步台灣: 七0年代起提倡的「改」與「變」 高希均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110 福爾摩沙飛向太空: 台灣太空科技發展的軌跡王季蘭採訪撰述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127 解密黑洞與人類未來= Licht im Dunkeln: Schwarze Löcher,das Universum und wir法爾克(Heino Falcke), 羅默(Jörg Römer)著; 姚若潔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141 解讀者: 讓閱讀進階,接軌真實情境和真實問題黃國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158 解讀者: 讓閱讀進階,接軌真實情境和真實問題黃國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165 進步台灣: 七0年代起提倡的「改」與「變」 高希均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172 福爾摩沙飛向太空: 台灣太空科技發展的軌跡王季蘭採訪撰述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202 傳誠: 台灣電聲推手廖祿立的人生思索 傅瑋瓊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5253219 大巨人普普的冒險 周姚萍文; 王書曼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226 梅子老師這一班: 教室被封鎖了! 王文華文; Yuan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233 天外飛來一筆: 奇妙的世界諺語 蔡忠琦文字撰寫; 吳欣芷圖像創作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253240 天外飛來一筆: 奇妙的世界諺語 蔡忠琦文字撰寫; 許文綺圖像創作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253257 阿祖,再見 林柏廷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264 竹山女兒的跨國創業之旅: 與姜家華教授偕行詹琇琴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271 梅克爾傳: 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 The chancellor: the remarkable Odyssey of Angela Merkel凱蒂.馬頓(Kati Marton)著; 廖月娟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288 2049: 影劇小說X深度解析 瀚草影視.英雄旅程原創故事; 繆非小說改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295 超圖解創意寫作: 讓孩子輕鬆寫出好劇本= Write your own scripts安迪.普倫提斯, 馬修.歐丹文; 漢娜.佩克圖; 鄒嘉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301 小狗包柏的真實告白 凱瑟琳.艾波蓋特(Katherine Applegate)著; 派翠夏.卡思特勞(Patricia Castelao)繪; 劉清彥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325 與世界一起變好: 北醫大實踐SDGs的故事 陳慧玲, 林惠君, 邵冰如, 彭漣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349 薩提爾的親子對話: 每個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李儀婷作.朗讀 其他 1

9789865253363 傳誠: 台灣電聲推手廖祿立的人生思索 傅瑋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370 人類大歷史: 知識漫畫. 2, 文明支柱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范德穆倫(David Vandermeulen)合著, 卡薩納夫(Daniel Casanave)繪圖; 林俊宏, 顏志翔合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387 人類大歷史: 知識漫畫. 2, 文明支柱= Sapiens: a graphic history. volume 2, the pillars of civilization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范德穆倫(David Vandermeulen)合著; 卡薩納夫(Daniel Casanave)繪圖; 林俊宏, 顏志翔合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394 人類大歷史: 知識漫畫. 2, 文明支柱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范德穆倫(David Vandermeulen)合著, 卡薩納夫(Daniel Casanave)繪圖; 林俊宏, 顏志翔合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417 傳誠: 台灣電聲推手廖祿立的人生思索 傅瑋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424 發現微生物的超能力: 不可思議!微生物大集合末友靖隆作; 友永太呂繪;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431 先義後利: 信義房屋社會創新的10個正向思考 陳建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455 新竹市跳級生 李羅, 林佳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462 成功心態: 改變心態,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萊恩.高佛森(Ryan Gottfredson)著; 孔令新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479 成功心態: 改變心態,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萊恩.高佛森(Ryan Gottfredson)著; 孔令新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486 成功心態: 改變心態,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萊恩.高佛森(Ryan Gottfredson)著; 孔令新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493 希望習近平看到此書: 兩岸困局有解,定錨中華民國黃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509 希望習近平看到此書: 兩岸困局有解,定錨中華民國黃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516 2049: 影劇小說X深度解析 瀚草影視, 英雄旅程原創劇本; 繆非小說改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523 信義學: ESG先行者10個有溫度的創新育服務 陳建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530 2049: 影劇小說X深度解析 瀚草影視, 英雄旅程原創劇本; 繆非小說改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547 信義學: ESG先行者10個有溫度的創新育服務 陳建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554 思想經濟學: 當代136位精英的思想交流= Thought 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remarkable people shaping our century維卡斯.夏哈(Vikas Shah)著; 陳重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578 成為世界相信的力量 吳錦勳, 錢麗安, 吳秀樺, 郭瓊俐, 傅瑋瓊, 邵冰如作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585 成為世界相信的力量 吳錦勳, 錢麗安, 吳秀樺, 郭瓊俐, 傅瑋瓊, 邵冰如作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608 成為世界相信的力量 吳錦勳, 錢麗安, 吳秀樺, 郭瓊俐, 傅瑋瓊, 邵冰如作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615 異域三載: 我在越南富國島集中營的日子 曾邑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660 新竹市跳級生 李羅, 林佳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677 新竹市跳級生 李羅, 林佳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684 狼廳終部曲: 鏡與光= The mirror and the light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253714 為愛重生: 為我們的下一代找答案 謝國樑(小愛爸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745 貝佐斯新傳: 無極限!巔峰中再創新局的亞馬遜帝國= Amazon unbound: Jeff Bezos and the invention of a global empire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 洪慧芳, 李芳齡, 李斯毅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769 划向未來的方舟: 輔大六十,熠熠生輝 陳培思, 張雅琳, 彭漣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806 划向未來的方舟: 輔大六十,熠熠生輝 彭漣漪, 張雅琳, 陳培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820 划向未來的方舟: 輔大六十,熠熠生輝 彭漣漪, 張雅琳, 陳培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851 狼廳終部曲: 鏡與光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868 狼廳終部曲: 鏡與光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912 為愛重生 謝國樑(小愛爸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929 為愛重生 謝國樑(小愛爸爸)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967 愛,在每個心跳: 十二位開心英雄的故事 謝其濬, 陳慧玲, 陳培英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981 愛,在每個心跳: 十二位開心英雄的故事 謝其濬, 陳慧玲, 陳培英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018 一生可以帶著走的能力 王力行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025 一生可以帶著走的能力 王力行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032 談情說愛,古人超有哏: 10堂文學家瘋傳的愛情課宋怡慧作.朗讀 其他 1

9789865254407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禮物: 神老師愛的全教養,用理解取代責備,擁抱孩子的不完美!神老師&神媽咪(沈雅琪)作; 郭美芝朗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81164 和服: 一部形塑與認同的日本現代史 泰瑞.五月.米爾霍普著; 黃可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1195 剩餘靈魂的收藏者: 巴西日常革命的田野筆記= The collector of leftover souls: field notes on Brazil's everyday insurrections耶莉娥妮.布魯恩(Eliane Brum)著; 沈維君, 列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1201 「空氣」之研究=「空気」の研究 山本七平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1256 美國與中國: 十八世紀末至今的美中關係史 潘文(John Pomfret)作; 林添貴,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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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1568 穿雲少女= Die Wolke 顧德倫.包瑟望(Gudrun Pausewang)著; 黃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599 獻給心靈的生命之書: 十個富足步驟,打開內在智慧與恆久快樂= A book for life: 10 steps to spiritual wisdom,a clear mind and lasting happiness喬.鮑比(Jo Bowlby)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9

送存冊數共計：151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菓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9355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77678 航向阿拉斯 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林欣誼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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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0569 安東尼.聖修伯里的美麗與哀愁: 小王子+航向阿拉斯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90590 英文九大詞類的審判: 看故事輕鬆打好英文文法基礎,分析英文語法好easyM. L. 內斯比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046 未來世界大風吹遊戲,你可以不當鬼: 33位建中大叔多元職場的自我追尋,在萬變時代找到自己的位子駝客學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5462 十二生肖之歌 洪福田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530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1, 遠古史: 世界史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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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5677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9, 現代史. I: 兩次世界大戰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684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10, 現代史. II: 柏林圍牆的倒塌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684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10, 現代史. II: 柏林圍牆的倒塌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714 湖濱小屋= The house by the lake 湯姆士.哈定(Thomas Harding)文; 布莉塔.泰肯托普(Britta Teckentrup)圖; 柯清心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05745 小可愛聖誕工廠 王家珍作; 蔡慧月朗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752 精靈的慢遞包裹 王家珍作; 黃千庭朗讀 其他 1

9789865505769 超馬童話大冒險. 1, 誰來出任務 王文華, 王家珍, 王淑芬, 亞平, 林世仁, 劉思源, 賴曉珍, 顏志豪作; 凌嘉陽, 劉家安, 蔡惠月, 林世駿, 黃千庭, 黃秋鑫, 許秀華, 姚曉涵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776 超馬童話大冒險. 2, 在一起練習曲 王文華, 王家珍, 王淑芬, 亞平, 林世仁, 劉思源, 賴曉珍, 顏志豪作; 凌嘉陽, 劉家安, 蔡惠月, 黃千庭, 林世駿, 許秀華, 姚曉涵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783 超馬童話大冒險. 3, 我們不同國 王文華, 王家珍, 王淑芬, 亞平, 林世仁, 劉思源, 賴曉珍, 顏志豪作; 凌嘉陽, 劉家安, 蔡惠月, 黃千庭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790 超馬童話大冒險. 4, 大家來分享 王文華, 王家珍, 王淑芬, 亞平, 林世仁, 劉思源, 賴曉珍, 顏志豪作; 凌嘉陽, 劉家安, 蔡惠月, 黃千庭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806 100個傳家故事：快樂王子不快樂 林武憲, 陳木城, 管家琪, 劉思源, 王文華, 施養慧等作; 劉家安, 蔡惠月, 黃千庭, 姚曉涵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813 100個傳家故事: 蘇格拉底的智慧 周姚萍, 陳啟淦, 徐國能, 黃秋芳, 湯芝萱, 陳正治等作; 劉家安, 蔡惠月, 黃千庭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820 100個傳家故事: 金窗子 周姚萍, 黃文輝, 劉思源, 黃秋芳, 許榮哲, 謝鴻文等作; 凌嘉陽, 蔡惠月, 盧凱華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837 100個傳家故事: 海底城市 周姚萍, 陳啟淦, 徐國能, 黃秋芳, 湯芝萱, 陳正治等作; 凌嘉陽, 劉家安, 蔡惠月, 黃千庭, 鄭雯婷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5868 北極熊探險隊. 1, 冰雪公主= The polar bear explorers' club艾莉克斯.貝爾(Alex Bell)作; 托米斯拉夫.托米奇(Tomislav Tomić)繪圖; 廖綉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015 瑪雅的舞臺 伊莎貝爾.阿瑟諾作;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84459 隱形的孩子 湯姆.波西渥(Tom Percival)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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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84633 彩虹谷的雲怪獸 王宇清作; 邱惟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640 大文豪故事集 桂文亞作; 陳亭亭繪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657 小寓言故事集 桂文亞作; 陳亭亭繪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664 樹旅館. 2, 最棒的禮物= Heartwood hotel: the greatest gi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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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84671 樹旅館. 3, 友情的考驗= Heartwood hotel: better together凱莉.喬治(Kallie George)著; 史蒂芬妮.葛瑞金(Stephanie Graegin)繪;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893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5, 魏晉南北朝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916 樹旅館. 4, 重建溫暖的家= Heartwood hotel home again凱莉.喬治(Kallie George)著; 史蒂芬妮.葛瑞金(Stephanie Graegin)繪;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923 少年愛讀世界史 管家琪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0784961 有了詩就不一樣: 來讀詩經吧! 黃秋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978 做自己的煉金師: 來讀<<論語>>吧! 黃秋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84992 太喜歡歷史了!(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1-5套書: 從史前到魏晉南北朝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69004 桂老師帶你無障礙閱讀: <<大文豪故事集>> + <<小寓言故事集>>桂文亞文; 陳亭亭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69127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6, 隋唐 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9134 樹旅館 凱莉.喬治(Kallie George)著; 史蒂芬妮.葛瑞金(Stephanie Graegin)繪; 黃筱茵,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69226 少年愛讀世界史6-10套書: 從文藝復興到現代史管家琪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69233 說學逗唱,認識十二生肖: 虎大歪說生肖軼事,狗小圓吃寓意佳餚王家珍著; 洪福田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9240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7, 兩宋 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9257 來讀詩經與論語套書: <<有了詩就不一樣:來讀<詩經>吧!>> + <<做自己的煉金術師:來讀<論語>吧!>>黃秋芳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5959 極端經濟: 當極端成為常態,反思韌性、復甦與未來布局理查.戴維斯(Richard Davies)著; 林步昇, 洪世民, 劉道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955966 極端經濟: 當極端成為常態,反思韌性、復甦與未來布局理查.戴維斯 (Richard Davies)著; 林步昇, 洪世民, 劉道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2305 金錢的真理: 35歲後不再為錢工作,邁向財務自由,「秒賺一億的男人」34個致富心法與澤翼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2312 金錢的真理: 35歲後不再為錢工作,邁向財務自由,「秒賺一億的男人」34個致富心法與澤翼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72350 下級國民A: 日本很美好?我在311災區復興最前線,成了遊走工地討生活的人= 下級国民A赤松利市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0

拾青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3546 解鎖財務自由人生: 華裔白手起家創業行銷大師Dan Lok駱鋒,教你主動掌控人生,引導你創造並享受屬於你的財富與地位駱鋒(Dan Lok)著; 林祐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3577 思維誤判: 好球為何判壞球?冠軍總教練真的就是好教練?棒球比賽中我們沒察覺的行為心理學= The inside game基斯.洛爾(Keith Law)著; 李秉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3591 媽媽離開的時候想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엄마는 죽을 때 무슨 색 옷을 입고 싶어?: 90대 할머니,70대 엄마,40대 딸,모녀 3대의 인생 결산 한판 수다申昭潾著; 曹雅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6659 無名之城: H.P. Lovecraft短篇怪談選+克蘇魯神話故事傑作選= The nameless city and other stories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著; 李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2057 麥吉爾腰背修復手冊: 脊椎生物力學權威,從評估成因,到運動方法,帶你找回核心的力量,永遠脫離背痛。= Back mechanic: the secrets to a healthy spine your doctor isn't telling you斯圖亞特.麥吉爾(Stuart McGill)著; 賴泰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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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幼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8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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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幼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85574 走出一條不平凡的領導之路: 黑幼龍是如何做到的黑幼龍作; 謝其濬採訪整理; 吳柏陞朗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85581 認知覺醒: 開啟自我改變的原動力 周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802 認知覺醒: 開啟自我改變的原動力 周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4819 認知覺醒: 開啟自我改變的原動力 周嶺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8041 英國田園= English pastoral: an inheritance 詹姆士.瑞班克斯(James Rebanks)著; 翁尚均譯 平裝 1

9789860648072 實境人生: 在數位生活找到真實,意義及歸屬感= TRL: finding realness,meaning,and belonging in our digital lives克里斯.史特曼(Chris Stedman)著; 鄭淑芬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9798 精銳戰士: 從斯巴達到阿富汗戰爭的2500年歷史= The elite: the story of special forces: from Ancient Sparta to the War on Terror雷諾夫.費恩斯(Ranulph Fiennes)著; 許綬南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5524 泥濘中的老虎: 德國戰車指揮官的戰爭回憶= TIGER IM SCHLAMM: Die 2. schwere Panzer-Abteilung 502 vor Narwa und Dünaburg奧托.卡留斯(Otto Carius)著; 常靖, 滕昕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5555 海上霸權: 從捕鯨業到海上貿易的四百年海洋地緣學= 海の地政学: 覇権をめぐる400年史竹田勇美著;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825 城市的精神 貝淡寧(Daniel A. Bell), 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合著; 吳萬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539 偽神的密林 ㄩ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560 台語片第一女主角: 小艷秋回憶錄 小艷秋口述; 何思瑩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577 密件副本: 廖偉立漫畫集 廖偉立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144 製造聖經: 聖經中不為人知的矛盾（以及為什麼我們看不出來！）= Jesus,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巴特.葉爾曼(Bart D. Ehrman)作; 黃恩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151 天生不愛動: 運動商品化和醫療化為何讓我們焦慮?一部關於身體活動與缺乏活動的自然史= Exercised: why something we never evolved to do is healthy and rewarding丹尼爾.李伯曼(Daniel E. Lieberman)作;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98013 A study guide to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stWei-ling Wu[主編]; Hai-Lan Tsai, Shwu-Fen Lin, Lin Young, Vivian T. Yu[著]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9821 漫畫.巴萊: 台灣第一部霧社事件歷史漫畫= Comics.Bale: the first historical comics of Wushe Incident邱若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9951 我的STEAM遊戲書: 工程動手讀 艾迪.雷諾茲(Eddie Reynolds), 達倫.斯托巴特(Darren Stobbart)作; 江坤山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0124 夏天的滋味 千美眞, 申珍瑚作;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0148 舊娛樂轟炸: 老港片、ACG、好萊塢,留給動盪世代的超時空人生戰鬥讀本鄭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582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洪愛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0636 小朋友的情緒之書= The feelings book 陶德.帕爾(Todd Parr)著; 吳琪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0643 講理就好 洪蘭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堡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發光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雙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潮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燎原出版



9789573290667 如何畫出密秘花園美境: 喬漢娜.貝斯福的畫圖技巧教學= How to draw inky wonderlands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674 見鬼 有鬼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780 大人的床邊故事: 千萬次下載,助你安定情緒、輕鬆入眠的正念冥想= Nothing much happens: cozy and calming stories to soothe your mind and help you sleep凱薩琳.尼可萊(Kathryn Nicolai)著; 陳冠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0797 我的STEAM遊戲書: 數學動手讀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 艾迪.雷諾茲(Eddie Reynolds), 達倫.斯托巴特(Darren Stobbart)作; 江坤山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0803 衝破時代的光: 盧修一在國會 藍麗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1008 相聚於美麗的建築中: 伊東豊雄散文集= 美しい建築に人は集まる伊東豊雄作; 謝宗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0971 相聚於美麗的建築中: 伊東豊雄散文集= 美しい建築に人は集まる伊東豊雄作; 謝宗哲譯 初版 精裝 誠品獨家版 1

9789573291022 14/10斷食減重計畫= 10 Hour diet: lose weight and turn back the clock using time restricted eating珍妮特.海德(Jeannette Hyde)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084 島之曦 陳耀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091 運動高手鍛鍊機 藤子.F.不二雄漫畫;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黃薇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107 家人使用說明書: 腦科學專家寫給總是被家人一秒惹怒的你= 家族のトリセツ黑川伊保子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114 後疫情商機 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著; 葉中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121 最美五套質感人生穿搭: 流行預測師的低管理高時尚法則,小衣櫥就能讓你美翻了Emily Li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329 我的世界幻遊 露西.布雲里耶作; 陳郁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1336 今晚有貓伴身邊. 1 KyuryuZ作;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291374 兩個爸爸 陳子良, 陳海思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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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3291404 菜市.台南 陳薔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411 風土創業學: 地方創生的25堂商業模式課 洪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428 東華春理髮廳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291435 好好笑漫畫數學: 生活數字王 司空彌生, 沈宜蓉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442 好聰明漫畫醫學: 生病了該怎麼辦？ 曾建華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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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3291572 理尚往來: 新未來公民的品德素養 洪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91787 高手賽局: 「精英日課」人氣作家,教你拆解、 翻轉 、主導局勢,成為掌握決策的贏家萬維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794 戴帽子的喵= Cats in hats 喬.克拉克(Jo Clark)圖; 強尼.利頓(Jonny Leighton)文; 王心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1800 生命的意義,你的靈魂都知道: 升起你的靈性天線,一起踏上通往高我的回家之路謝宜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879 般度戰士: 許願樹之謎 洛希妮.查克西(Roshani Chokshi)著; 劉嘉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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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3291909 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果子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916 連鎖經營大突破: 打造新零售時代獲利模式 陳其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923 重點不是創意: 賽斯.高汀的實踐心法= The practice: shipping creative work賽斯.高汀(Seth Godin)作;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930 我想遇見這樣的大人: 兒少諮商專家親授5技巧,打開青春期孩子的心房李林淑著; 陳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947 屁屁偵探動畫漫畫. 3, 噗噗充滿陷阱的叢林 Troll原作;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954 管他去死的人生最大的自由=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not giving a f*ck莎拉.奈特(Sarah Knight)著; 彭湘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1978 和我玩好嗎? 瑪麗.荷.艾斯(Marie Hall Ets)文.圖; 林真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91985 那是我的! 安娜斯卡.艾勒帕茲(Anuska Allepuz)文.圖; 黃筱茵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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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3292005 打開網路就有錢: 我靠自媒體與投資理財打造多元獲利模式呂明璋(工具王阿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012 萬能工作體驗箱 藤子.F.不二雄漫畫;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游韻馨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050 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果子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104 舊娛樂轟炸: 老港片、ACG、好萊塢,留給動盪世代的超時空人生讀本Cheng La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166 太陽神試煉: 混血新兵事件簿= The trials of Apollo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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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3292180 不一樣的中國史. 12: 從八旗到洋行,天朝震盪的時代-清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197 你不只是新人,你是好手: 職場第一年必學的30個工作技能與習慣,步步到位!大石哲之著; 賈耀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210 善良的逆襲 大衛.波戴尼(David Bodanis)著; 顏涵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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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 tout essayé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著; 周昭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234 我們的城市英雄 布萊恩.弗洛卡作; 吳文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2241 反正都可以到嘛! 張筱琦文.圖 初版 精裝 2

9789573292241 反正都可以到嘛! 張筱琦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2258 真想暫時變成貓: 搞懂貓脾氣!韓國貓專科名醫的貓咪行為與情緒指南= 잠시 고양이면 좋겠어羅應植(Na Eungsic)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265 從苦境中轉回: 101種帶有力量,能讓生活美好的思考= Unlearn: 101 simple truths for a better life謙卑詩人(Humble the Poet)著; 許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272 大局思維: 倫敦政經學院行為科學教授,教你如何放大格局、掌握關鍵,達成最有利的職涯擴張目標葛蕾絲.洛登(Grace Lordan)著; 洪慈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289 療癒次級創傷: 助人工作者的自我癒癒指南= Healing secondary trauma: proven strategies for caregivers and professionals to manage stress,anxiety,and compassion fatigue楚蒂.吉伯特-艾略特(Trudy Gilbert-Eliot)著; 陳怡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371 平埔族調查旅行: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 伊能嘉矩原著; 楊南郡譯註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92388 探險台灣: 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鳥居龍藏原著; 楊南郡譯註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92395 台灣踏查日記 伊能嘉矩原著; 楊南郡譯註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292401 台灣踏查日記 伊能嘉矩原著; 楊南郡譯註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2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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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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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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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00 順應人性: 活化超感知和身心系統,過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史提夫.畢度夫著; 心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24 生蕃行腳: 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森丑之助原著; 楊南郡譯註 四版 平裝 1

9789573292531 一人創富: 推動財富飛輪 創造個人自由 于為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48 不費力的身心充電法: 反映身心議題的人體電磁場祕密= Electric body,electric health: using the electromagnetism within (and around) you to rewire,recharge,and raise your voltage艾琳.戴.麥庫西克(Eileen Day McKusick)著; 王譯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55 思維進化: 用思考突破人生所有的障礙= Evolve thinking: how to overcome life's challenges like a pro楊大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62 露西兒: 中英雙語讀本= Lucille 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文.圖;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79 小豬離家記: 中英雙語讀本= Small pig 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文.圖;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86 老鼠爸爸說故事= Mouse tales 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文.圖;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593 貓頭鷹在家: 中英雙語讀本= Owl at home 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文.圖;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609 老鼠湯: 中英雙語讀本= Mouse soup 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文.圖;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616 蚱蜢旅遊記= Grasshopper on the road 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文.圖;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623 大象舅舅: 中英雙語讀本= Uncle elephant 阿諾.羅北兒(Arnold Lobel)文.圖; 楊茂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630 罰球致勝: 7個關鍵時刻突破僵局的罰球動作與心理技巧= Free throw: 7 steps to success at the free throw line湯姆.安柏瑞(Tom Amberry), 菲利普.李德(Philip Reed)著; 蔡世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654 親子解憂課: 撫平孩子的焦慮,大人用也很好的20種心理技巧艾麗西亞.伊頓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661 質感對話課: 職場、社交、媒體及自我叩問的言談美學潘月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685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 莫理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753 大局思維: 倫敦政經學院行為科學教授,教你如何放大格局、掌握關鍵,達成最有利的職涯擴張目標葛蕾絲.洛登(Grace Lordan)著; 洪慈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784 聰明思考: 大師教你100多種關於生活、財富、職場、人生的智慧推論心智工具讓人做出正確抉擇= Mindware理查.尼茲比(Richard Nisbett)著; 陳映廷, 謝孟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807 梅克爾總理時代: 從科學家到全球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 Die Kanzlerin: Porträt einer ePoche烏蘇拉.維登菲(Ursula Weidenfeld)作; 張守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876 80/50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 8050問題の深層: 「限界家族」をどう救うか川北稔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920 練習不糾結: 擺脫束縛的41項行動指南= やりたいことを今すぐやれば、人生はうまくいく有川真由美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937 天然災害防護罩 藤子.F.不二雄漫畫;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游韻馨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944 CIA探員教你培養高應變力的孩子: 獨立機智、溝通自保、快樂自信是孩子一生受用的至寶克莉絲緹娜.希爾斯伯格(Christina Hillsberg), 萊恩.希爾斯伯格(Ryan Hillsberg)著; 葉中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968 不一樣的中國史. 13: 從變法到革命,顛覆帝制的時代-晚清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026 抄底大師鍊金絕學: 股市磨劍30年的12堂高手課郭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033 屁屁偵探讀本: 屁屁偵探戀愛了?!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3057 零公里: 我與幸福的距離= Kilomètre zéro : le chemin du bonheur莫德.安卡娃(Maud Ankaoua)著; 黃琪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088 零公里: 我與幸福的距離 莫德.安卡娃(Maud Ankaoua)著; 黃琪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132 CIA探員教你培養高應變力的孩子: 獨立機智、溝通自保、快樂自信是孩子一生受用的至寶克莉絲緹娜.希爾斯伯格(Christina Hillsberg), 萊恩.希爾斯伯格(Ryan Hillsberg)著; 葉中仁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149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 莫理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200 漫畫.巴萊: 台灣第一部霧社事件歷史漫畫 邱若龍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3217 不一樣的中國史. 13: 從變法到革命,顛覆帝制的時代: 晚清楊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224 抄底大師鍊金絕學: 股市磨劍30年的12堂高手課郭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392 動物園的祕密 黃一文文.圖 初版 精裝 2

9789573293453 說不出口的,更需要被聽懂: 11個暖心對話練習,走進孩子的心胡展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507 科學家都在做什麼?21位現代科學達人為你解答郭雅欣, 陳雅茜, 許雅筑, 吳欣庭, 謝宜珊, 鄭茜文著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583 尋食記: 鞭神老師的超時空台灣美食 鞭神老師(李廼澔)著 其他 1

9789573293590 練習好心情: 讓人際關係和工作都順遂的八十八個小習慣有川真由美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606 變富: 創造財富的100種關鍵突破法 史帝夫.錢德勒(Steve Chandler), 山姆.貝克福(Sam Beckford)作; 文佳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743 給孩子的解答之書: 解開孩子好奇心的60個問答卡琳.西蒙奈(Carine Simonet)文; 伊莎貝爾.瑪洛杰(Isabelle Maroger)圖; 許少菲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750 零干擾: 善用簡單決策的力量,找回時間與注意力羅伯.哈契(Rob Hatch)著; 陳冠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767 臺灣稻米奇蹟 夜未央MiO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798 人生不是一夜干: 獲得幸福與成就、解決困境與煩惱,都不是一蹴可幾的事,需要累積微小改變、耐心等候。齋藤茂太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835 我們,MZ新世代: 準時下班?不婚不生?奉行極簡?帶你秒懂八年級生都在想什麼高光烈(Ko Kwang Yeol)著; 黃莞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873 上一堂有趣的戲劇課: 下自漁夫上至女王,跨越2500年的經典劇作卡塔玲娜.馬倫霍茲(Katharina Mahrenholtz), 朵恩.帕里西(Dawn Parisi)著; 麥德文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897 雙堂記: 大武山下的聖堂傳奇 范毅舜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1258 抓狂父母拯救計劃: 財富女神王宥忻教養學 王宥忻著 平裝 1

9789573911319 阮劇團. 2019: 劇本農場劇作選. VII 李屏瑤等合著 平裝 1

9789573911340 十二隻鴨仔呱呱呱(客英中對照)= Twelve ducks quack quack quack張捷明故事; 張竹芩團隊繪圖 其他 1

9789573911364 跟著風往前走 江冠明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4685 爵士鼓的系統學習 藤井俊充作; 蔡文展譯 第四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724692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烏野薰編著 第三版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2

送存冊數共計：117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酷派音樂



9789869969819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2021 烏野薰(UNO)編著 第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969826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2021 烏野薰(UNO)編著 第三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969833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2021 烏野薰(UNO)編著 第三版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5089 誰說我是一本作文書. 初階 李薇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5096 誰說我是一本作文書, 進階 李薇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4300 最後的告別= A last goodbye 艾琳.凱爾西(Elin Kelsey)作; 金素妍繪;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4317 閃耀夜空的月亮: 地球的好朋友 史塔奇.麥卡諾提(Stacy McAnulty)作; 史蒂芬.路易斯(Stevie Lewis)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273 銘傳建築畢業專刊. 109= Ming Chuan University Dept. of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銘傳大學建築學系第十八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297 銘傳大學2021後疫情時代的新媒體跨界融合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New Media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ransdisciplinarity,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陳柏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341 39.29 MHZ: 僑務委員會第39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專刊銘傳大學第39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生圖文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4334 銘傳大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21年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1941 中國歷代王朝興亡四字歌 高明原著; 王心怡篆書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8243 花藝設計靈感圖鑑300: 花束&盆花&倒掛花束 Florist編輯部著; 亞緋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4826 禪學要籍: 請益錄 萬松老人評唱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895 禪學要籍: 空谷集 林泉老人評唱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519 說文解字注箋 (清)段玉裁注, (清)徐灝箋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33571 河海叢書今水經 (清)黃宗羲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595 易學叢書續編仲氏易; 春秋占筮書 (清)毛奇齡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663 詞學全書 (清)查培繼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670 帝王春秋 易白沙著; 章太炎序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694 乾坤變異錄 (唐)李淳風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724 俟解; 噩夢; 搔首問 (清)王夫之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809 史記會注考證校補 水澤利忠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823 鹽鐵論 新序 (漢)桓寬, (漢)劉向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854 叢書編目: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清)瞿鏞編 三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數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銀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鳳凰文物中心



9789865911850 育達國際觀光休閒時尚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21= The 2021 Yu D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ourism, Leisure and Fashion Design Industry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0001 大頭愛洗手 姚詠中(CoCo姐姐)文; 海豹Seal Chao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1810 觀生活: 蔡榮祐個展專輯. 2021 蔡榮祐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1447 墨子閒詁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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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丞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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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丞哲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03144 感官分析與實務應用: 讓老闆信任你的數據 感官分析師必備寶典姚念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885 標竿高中英文文法寶典= Mastering grammar: English for senior high school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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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0106 噶瑪蘭騎士: 孫堯首本個人寫真書= KAVALLERO攝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36320 十方三世: 覺巴吉天頌恭祖師傳記(中藏對照) 兼那.直貢林巴謝謝拉迥涅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36337 直貢法王傳. 前傳, 延著佛跡 直貢噶舉澈贊法王赤列倫珠著作; 昆秋曲吉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0320 當代財經大師的選股邏輯課: 5招頂尖投資機構不外傳的關鍵選股技術約書亞.培爾(Joshua Pearl), 約書亞.羅森巴姆(Joshua Rosenbaum)著; 劉弈吟譯其他 1

9789860620344 說話致富: 27個讓金錢與人氣聚集在身邊,價值一億元的溝通技巧岡崎勉明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20368 頂尖操盤手的10.5堂投資思維課: 35年經驗英國避險基金巨頭,洞察金融市場,精準選中好標的!= 10½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perspectives on fund management保羅.馬歇爾(Paul Marshall)著; 陳珮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375 排名詭計: 了解社會遊戲的潛規則,讓你隨心所欲取得想要的排名!彼得.厄迪(Péter Érdi)著; 梁東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7938 高手的法則: 向68位橫跨長期投資、價值投資、成長型投資到短線交易領域的金融界傳奇大師,學習投資原則與禁忌清單歐美金融界傳奇大師著; 克里斯多夫.派克(Christopher Parker)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972 亞當理論: 跨世紀順勢交易大師封筆之作= The Adam Theory of markets or what matters is profit威爾斯.威爾德(Welles J. Wilder)著; 呂佩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4989 三角洲理論: 技術分析大師威爾斯.威爾德的顛峰之作= The delta phenomenon or the hidden order in all markets威爾斯.威爾德(Welles J. Wilder)著; 黃川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6828 高手的法則: 向68位橫跨長期投資、價值投資、成長型投資到短線交易領域的金融界傳奇大師,學習投資原則與禁忌清單克里斯多福.派克(Christopher Parker)編; 賴孟宗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6835 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 The bogleheads' guide to investing泰勒.雷利摩爾(Taylor Larimore), 梅爾.林道爾(Mel Lindauer)作; 劉奕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6842 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實踐版)= The bogleheads' guide to the three-fund portfolio: how a simple portfolio of three total market index funds outperforms most investors with less risk泰勒.雷利摩爾(Taylor Larimore)著; 資湘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6880 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 泰勒.雷利摩爾(Taylor Larimore), 梅爾.林道爾(Mel Lindauer), 邁克爾.勒伯夫(Michael LeBoeuf)著; 劉奕吟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6897 鄉民的提早退休計畫(實踐版) 泰勒.雷利摩爾(Taylor Larimore)著; 資湘萍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7404 我8歲,我會自己賺錢!: 任何人都能學會的三檔指數基金投資法艾倫.羅斯(Allan S. Roth)作; 簡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7411 使用數據的技術: 韓國星巴克第一數據科學家用10步驟化為實用的行銷策略,讓業績成長狂翻倍= 데이터 쓰기의 기술車賢那著; 郭佳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廣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標竿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模體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原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樞紐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達藝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慧豐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金文化



9786269517428 韓國企劃女神CCC思考整理術: 9張圖教你快速抓住重點、高效溝通,再也不離題= 산으로 가지 않는 정리법朴信榮著; Lindsay繪; Loui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7442 群眾的幻覺: 揭露人們在投機美夢中愈陷愈深的理由= The delusions of crowds: why people go mad in groups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著; 梁東屏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7473 撼動韓國股市的7大操盤手: 揭密那些完勝AI投機鬼才的高獲利條件= 주식시장의 승부사들韓奉鎬, 金亨俊, 姜昌權, 金榮玉, 李柱源, 李讚勇, 李湘基著; 蔡佩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7497 富有的祕訣: 我和金錢必做的10件事 莉茲.威斯頓(Liz Weston)著; 呂佩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7102 藥理學(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19 基本護理學(正課班). 第一-十章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26 基本護理學(正課班). 第十一-二十章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33 內外科護理學(正課班). 第一-八章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40 內外科護理學(正課班). 第九-十六章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57 生理解剖(正課班). 第一-九章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64 生理解剖(正課班). 第十-十八章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71 護理行政(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88 產科護理學(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195 兒科護理學(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06 社區衛生護理學(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13 精神科護理學(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20 病理學(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37 微生物與免疫學(正課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44 內外科護理學、基本護理學、護理行政(題庫班)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51 兒科護理學、產科護理學(題庫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68 精神科護理學(題庫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75 社區衛生護理學(題庫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82 微生物與免疫學、病理學、藥理學(題庫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499 生理解剖(題庫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700 基本護理學、護理行政(考衝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717 精神科護理學(考衝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724 內外科護理學(考衝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731 社區衛生護理學(考衝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748 微生物與免疫學、病理學、藥理學(考衝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755 兒科護理學、產科護理學(考衝班) 樂學網編輯室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629 法文藝術歌曲. 女性篇 孫清吉主編 平裝 1

9789865986919 長笛17首每日大練習曲(中英對照)= 17 Big daily exercises for the flute保羅.塔法奈爾(P. Taffanel), 菲利浦.高白爾(Ph. Gaubert)作; 李宗霖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7968 電影蒙太奇概念在我音樂創作中之應用 林岑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976 我導讀,你好讀. 2: 126本華文作家青少年成長小說閱讀指引張子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8353 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動= War and the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李宇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4533 等人提拔,不如自己拿梯子往上爬: 該懂卻沒人教,在企業裡成功向上的三眉角林宜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4601 當我們重返書桌: 當代多元散文讀本 楊佳嫻主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歐普思音樂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樂學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9789865504625 歲月凝視: 潘元石的藝術之路 潘元石手著; 張良澤, 潘青林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814 在高粱田與星空之間 蔡其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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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52006 一四九三: 殖民、貿易、物種,哥倫布大交換推動的新世界= 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著; 黃煜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52051 生之奧義= Manières d'être vivant 巴諦斯特.莫席左(Baptiste Morizot)著; 林佑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2129 革命分子耶穌: 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時代= Zeal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Nazareth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著; 黃煜文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3803 忠義傳香230 邱傑文字撰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7909 歪仔歪詩刊. 19: 疾病與文學專輯 黃有卿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804 鄭子寮福安宮文化資產及特色 謝奇峰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890 (全圖解)穴位按摩對症手法 吉川信監修; 瞿中蓮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9140 傳奇 爭議: 川普與分裂之美國= Legendary agitator: Trump and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李本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157 堅苦卓絕: 國民革命軍「正面戰場」抗日戰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何世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164 雁與蘆雁之研究 張元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171 湘軍新志 羅爾綱著 平裝 1

9789571609188 高明經學論叢 高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609195 謝冰瑩自選集 謝冰瑩作 平裝 1

9789571609201 陳紀瀅自選集 陳紀瀅作 平裝 1

9789571609218 蘇雪林自選集 蘇雪林作 平裝 1

9789571609225 有情歲月 陳紀瀅著 平裝 1

9789571609324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609331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609348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609232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609249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609256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609263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609270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609287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609294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609300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609317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609355 中華通史 陳致平著 修訂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609362 常勝將軍劉玉章 劉毅夫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褒忠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賣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蔡就是蔡文史地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子寮福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9789571609379 蘇俄在中國 蔣中正編著 平裝 1

9789571609386 張大千詩文集 樂恕人編纂 平裝 1

9789571609393 琦君自選集 琦君作 平裝 1

9789571609409 林海音自選集 林海音作 平裝 1

9789571609416 日本史 鄭學稼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609423 日本史 鄭學稼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609430 日本史 鄭學稼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609447 日本史 鄭學稼著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609454 禪詩三百首 杜松柏選註 平裝 1

9789571609461 民族戰士邱清泉 邱子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478 風雨中的寧靜 蔣經國著 平裝 1

9789571609485 金門憶舊 胡璉著 平裝 1

9789571609492 抗戰時期的大公報 陳紀瀅著 平裝 1

9789571609508 黃庭堅評傳 劉維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515 李後主評傳 劉維崇著 平裝 1

9789571609522 蘇軾評傳 劉維崇著 平裝 1

9789571609539 曹植評傳 劉維崇著 平裝 1

9789571609546 元稹評傳 劉維崇著 平裝 1

9789571609553 辛棄疾評傳 劉維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560 李清照評傳 劉維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577 辛鬱自選集 辛鬱作 平裝 1

9789571609584 梁實秋自選集 梁實秋作 平裝 1

9789571609638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精裝 第10卷 1

9789571609591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精裝 第1卷 1

9789571609607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精裝 第5卷 1

9789571609614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精裝 第8卷 1

9789571609621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精裝 第9卷 1

9789571609645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初版 精裝 第2卷 1

9789571609652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初版 精裝 第7卷 1

9789571609669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再版 精裝 第3卷 1

9789571609676 中國歷代戰爭史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編纂 修訂三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1609683 弘毅齋藝文集 陳立夫著作 精裝 上冊 1

9789571609706 弘毅齋藝文集 陳立夫著作 精裝 下冊 1

9789571609690 弘毅齋藝文集 陳立夫著作 精裝 中冊 1

9789571609713 維生素の養生術 賴清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737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初版 精裝 第4卷 1

9789571609744 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 抗日禦侮 蔣緯國總編著 初版 精裝 第6卷 1

9789571609751 元史新講 李則芬著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609768 老是這樣 吳東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782 框外天地: 林中斌的異想世界= Beyond the box a universe Chong-Pin Lin林中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799 曾胡左兵學綱要 林之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571603742 韓非子釋要 徐漢昌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5109 大海就是我故鄉 冰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5116 尋夢園: 輔大.異域.羅神父 丕丕貝兒著 平裝 1

9789860665123 狼煙未燼 蔡榮根著 平裝 1

9789860665130 看見自己的光 宋琇珍著 平裝 1

9789860665147 異象 黃錦蓮著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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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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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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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95603 恐怖醫學史: 甘迺迪愛吃睪酮、雙胞胎縫成連體嬰、莫札特被毒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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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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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更快樂岩崎一郎作; 許郁文,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65

墨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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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96099 狂飆的18鐵人: 台灣經典賽事與備賽攻略 陳彥良, 王千由, 王心恬, 江晏慶, 何航順, 李詹瑩, 林玉芳, 林金財, 林澤浩, 范永奕, 段慧琳, 姚焱堯, 姚黛瑋, 許元耕, 郭修森, 郭家齊, 黃柏青, 楊志祥, 謝伯韶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488 不懂年輕人,你怎麼帶團隊 戴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6737 插畫集: 十五位青年插畫家的腦洞大開作品 程雨萍, 林靜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0411 桃李不言 一盞夜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30428 桃李不言 一盞夜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30435 桃李不言 一盞夜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30459 紫金寺夜話 雲吞娘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466 紫金寺夜话 云吞娘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0473 咬上你指尖 蘇景閑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30480 咬上你指尖 蘇景閑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30497 咬上你指尖 蘇景閑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69503 一鏡到底 約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9572 綠野療養院= Green field sanatorium 蘭道先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99866 SAS 1-2-3 彭昭英, 唐麗英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418 阿公慢吞吞 石廷宇文; 王苡安繪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502 南北宮詞記校補(附北宮詞紀外集) (明)陳所聞編 再版 平裝 2

9789576143601 中國歷代食貨志正編 學海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143618 中國歷代食貨志續編 學海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143625 中國歷代食貨志三編 學海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143632 中國歷代食貨志四編 學海編輯部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13022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4年 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13039 學科能力測驗各科試題詳解. 105年 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13107 7000字克漏字詳解=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 in cloze tests劉毅主編 新修訂 平裝 1

9789862314524 高中英文單字比賽聽力測驗. 1=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劉毅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14531 一口氣背同義字寫作文. 1 劉毅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14548 高中常用7000字(錄音版)= The most used 7000 words劉毅主編 新修訂 平裝 1

9789862314555 一口氣背會話教本= The one breath english textbook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14562 一口氣考試英語= One breath English for test preparation劉毅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314593 一口氣背7000字= One breath English vocabulary 7000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314609 一口氣學「惠」50 Fun GAMES 郭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14616 英文三句金寶典= Perfect triple English 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14623 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教師手冊= New format TOEIC model test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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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18

墨客會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學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好好學人文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儒林



9789865790950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我的家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9865790967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我的学校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9865790974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逛超级市场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9865790981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找找看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9865790998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交通工具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6267016008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数字与数量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6267016015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形状与颜色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6267016022 金头脑逻辑思维提升训练: 他们在哪里 [学龄国际有限公司编著] 平裝 1

9786267016039 Home sweet home(activity book)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046 Home sweet home(word book)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3087 新金融怪傑: 頂尖操盤手的致勝之鑰(30周年紀念版). 上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羅耀宗, 俞濟群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9933094 新金融怪傑: 頂尖操盤手的致勝之鑰(30周年紀念版). 下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著; 羅耀宗, 俞濟群譯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1530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數學A 宗翰, 齊峻, 建廷作 平裝 1

9789869961547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數學B 宗翰, 齊峻, 建廷作 平裝 1

9789869961554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數學模擬試題 宗翰, 齊峻, 建廷作 平裝 1

9789869961561 高中選修物理. II, 力學(2)與熱學 林靖, 劉家齊作 平裝 1

9789869961578 高中選修化學. II,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盧澔, 黃鴻作 平裝 1

9789869961585 國中二年級. 2, 自然 盧澔, 陳鎮州, 林冠宏, 唐婉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1592 高中選修生物. II 殷琴作 平裝 1

9789860607307 全民英檢中級模擬試題 何誠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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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90979 總務部門重點工作 蕭祥榮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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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90986 開店創業手冊 葉斯吾, 黃憲仁編著 增訂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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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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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91006 部門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 秦建成編著 增訂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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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91013 餐飲業如何提昇業績 吳應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1020 如何傳銷邀約 李華康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7603 恩典= Grace 娜塔莎.迪恩(Natashia Deón)作; 王冠中翻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37610 精品咖啡不浪漫 : 在台灣經營咖啡館的真實漫談朱明德, 周正中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7627 不可思議的青少年大腦: 從心理與大腦科學了解青少年大腦思維、情緒與溝通方式= The incredible teenage brain貝蒂娜.何南(Bettina Hohnen), 珍.吉爾摩(Jane Gilmour), 塔拉.莫菲(Tara Murphy)合著; 王婉卉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4638 腦科專家教你從大腦看透人心 李相泫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4676 林太的美味日常提案: 林太做什麼─世界真情真不過對食物的愛林太Claudia著 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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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4690 「台菜小天王」溫主廚的減醣瘦身料理: 68道讓你越吃越瘦的減醣家常菜溫國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804 最重要的小事,不容輕忽的耳鼻喉症狀!: 別讓病毒笑你傻,跟著醫師提升自我健康防護罩張益豪, 王瑞玲, 陳亮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5

橙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寰宇知識科技



9786269519811 奉奉的超特別帽子 李真和著.插畫; 譚妮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834 零失敗超可愛造型甜點 宋淑娟(Ja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841 很簡單造型戚風蛋糕 丘涵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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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3060 「一建築一家具」整合設計4.0. 2021: 跨域高階設計師家具研究班II成果專輯= Advanced topic of furniture design for interdisciplinary senior designer盧圓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9006 基督教靈修 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020 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 節期禮拜與主題式禮拜= Word and music in worship: liturgical seasons and theme-based services陳琇玟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9082 用心說好話 陳少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105 跨山面海靈風吹起: 宜蘭泰雅爾的甦醒=The Tayal revival. II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112 在我裡面的: 從約翰福音尋生命之道 沈介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6411 證悟的流浪者: 巴楚仁波切之生平與言教 馬修.李卡德作; 普賢法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428 進階希塔療癒: 加速連結萬有,徹底改變你的生命!維安娜.斯蒂博(Vianna Stibal)著; 安老師(陳育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435 森林中的法語 阿姜查(Ajahn Chah)作; 保羅.布里特(Paul Breiter)英文編譯; 賴隆彥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976442 濟公禪緣: 值得追尋的人生價值 靜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459 業力神諭占卜卡: 遇見你自己.透過占星指引未來!蒙特.法柏(Monte Farber)著; 吳亞彜, 徐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466 業力覺醒: 揪出我執和自我中心,擺脫輪迴束縛的根源圖丹.卻准(Thubten Chodron)作; 雷淑雲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6497 光之手. 3: 核心光療癒: 我的個人旅程.創造渴望生活的高階療癒觀= Core light healing: my personal journey and advanced healing concepts for creating the life you long to live芭芭拉.安.布藍能(Barbara Brennan)著; 呂忻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509 我還沒準備說再見: 突然失去摯愛後,你可以這樣療癒自己布蕾克.諾爾(Brook Noel), 帕蜜拉.D.布萊爾(Pamela D. Blair)作; 馬勵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1516 105歲針灸大師治癒百病的祕密 金南洙著; 盧鴻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547 透過花精療癒生命: 巴哈花精的情緒鍊金術 柳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554 巴哈花精情緒指引卡: 花仙子帶來的38封信: 個別指引與練習柳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5544 心經: 超越的智慧 密格瑪策天喇嘛著; 福慧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5551 從心靈到細胞的療癒= Cell-level healing: the bridge from soul to cell喬思.慧麗.赫克(Joyce Whiteley Hawkes)著; 鍾清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689020 心經: 超越的智慧 密格瑪策天喇嘛著; 福慧編譯組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6866 秘魯僑教三十年見聞 袁頌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36873 泰國及泰北華文教育 黃通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36897 方錫經的人生航程 方錫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3905 世界民族主義觀察與研究: 疫苗民族主義的興起羅志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3912 時代的回聲: 林道生的人生樂章 林道生口述; 姜慧珍文字整理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3950 時代的回聲: 林道生的人生樂章 林道生口述; 姜慧珍文字整理 一版 其他 1

9789860683967 脫下實驗袍的大學校長: 方錫經的人生航程 方錫經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0683974 世界民族主義觀察與研究: 疫苗民族主義的興起羅志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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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橫山USR專案推動辦公室



9789865580087 陰獸(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 江戶川亂步作; 林哲逸譯; 高銘孝朗讀 其他 1

9789865580094 人間椅子(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 江戶川亂步作; 王華懋譯; 陳余寬, 郭雅瑂朗讀 其他 1

9789865580100 孤島之鬼(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 江戶川亂步作; 王華懋譯; 陳余寬朗讀 其他 1

9789865580209 D坂殺人事件(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 江戶川亂步作; 王華懋譯; 高銘孝朗讀 其他 1

9789865580452 兩分銅幣(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 江戶川亂步作; 劉子倩譯; 陳余寬朗讀 其他 1

9789865580483 如碆靈祭祀之物 三津田信三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490 千年圖書館 北山猛邦著; Rapp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506 世界靈異現象終結者: 法月綸太郎短篇傑作選法月綸太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513 飼養溫柔死神的方法 知念實希人著; 緋華璃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580520 再見的儀式 宮部美幸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537 魔術的耳語 宮部美幸著; 姚巧梅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580544 神樂坂怪談 蘆澤央作;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551 人蟻之家 望月諒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568 魔眼之匣殺人事件 今村昌弘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575 K.I.N.G.天災對策室 薛西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599 夜行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580605 銘印之子: 岸落之夜 羅柏.傑克森.班奈特(Robert Jackson Bennett)作; 歸也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12 本陣殺人事件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 二版 其他 1

9789865580629 沒有臉的肖像畫 連城三紀彥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36 德文女老師 尤蒂特.W.塔須勒(Judith W. Taschler)著; 劉于怡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43 今昔百鬼拾遺: 鬼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50 鯨頭鸛之王 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67 鳩笛草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74 鏡子的背面 篠田節子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81 朋友未遂 宮西真冬著; 鍾雨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698 時空旅人的沙漏 方丈貴惠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827 米澤穗信與古籍研究社 米澤穗信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841 犬神家一族(經典回歸版) 橫溝正史著; 吳得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858 犬神家一族 橫溝正史著; 吳得智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580865 冰冷的轉學生 北山猛邦著; 徐欣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0872 冰冷的轉學生 北山猛邦著; 徐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889 帕諾拉馬島綺譚(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 江戶川亂步作; 王華懋譯; 陳余寬朗讀 其他 1

9789865580896 眼之壁 松本清張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0902 遺留的殺意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926 極彩色的餐桌 Mio著; 鍾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940 夢幻紳士. 怪奇篇(珍藏版) 高橋葉介畫; 丁安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964 不死鳥 薛西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0988 惡魔的手毬歌 橫溝正史著; 吳得智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73018 營繕師異譚 小野不由美著; 張筱森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73025 營繕師異譚. 貳 小野不由美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73087 LEVEL 7 宮部美幸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73247 放學後 東野圭吾作; 張秋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73254 當祈禱落幕時 東野圭吾作; 劉姿君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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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6875 水彩畫美感經驗=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watercolor paintings孫少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1350 收納全書: 整理+收納+維持,學會最完整的日式細節居家整理術文化出版局編著; 游韻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057 弱滋味: 開瓶之後,葡萄酒的純粹回歸(經典修訂版)林裕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064 會跳舞的大象: 林裕森的葡萄酒短篇(經典暢銷版)林裕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071 法國女人永恆的魅力法則: 保養、穿搭、料理、待客、布置,教你如何日日優雅,風格獨具,從容自在的法式生活藝術蒂許.潔德(Tish Jett)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獨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安藝術文化



9789864593088 風味搭配科學: 58個風味主題、150種基本食材,世界名廚以科學探索食物原理,運用大數據分析,開啟無限美味與創意十足的廚藝境界詹姆斯.布里西翁(James Briscione), 布露克.帕克赫斯特(Brooke Parkhurst)著; 楊馥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095 乳酪聖經: 歷史、風土、餐搭,全面介紹400款世界知名乳酪的用乳來源、製作祕方與產區地圖崔斯坦.希卡爾(Tristan Sicard)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101 Moon月亮: 藝術、科學、文化,從精彩故事與超過170幅珍貴影像認識人類唯一登陸的外星球羅伯特.馬西(Robert Massey), 亞莉珊德拉.羅斯柯(Alexandra Loske)著; 林潔盈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132 一起來.吃早餐: 早餐不設限,國民媽媽省時又營養的早餐提案宜手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149 健身狂料理全書: 增強肌肉、精實身材、保持健康的科學飲食法與120道實用食譜麥可.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韓書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156 YouTube玩家成功術: #內容創造 #頻道經營 #品牌合作 #趨勢觀察 成為熱門YouTuber的45條教戰守則威爾.伊格爾(Will Eagle)作; 林潔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163 看繪本學義大利語 劉向晨著; 張瓊文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93170 37杯酒喝遍義大利: 葡萄酒大師教你喝出產區、風土、釀酒風格,全面掌握義大利酒精華馬克.派格(Mark Pygott)著, 潘芸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187 看繪本學韓語 林謹瓊, 張育菁著; 黃雅方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93378 香氣採集者: 從薰衣草、香草到澳洲檀香與孟加拉沉香,法國香氛原料供應商走遍全球,發掘品牌背後成就迷人氣息的勞動者與風土面貌。= Cueilleur d'essences: aux sources des parfums du monde多明尼克.侯柯(Dominique Roques)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385 竹久夢二TAKEHISA YUMEJI: 日本大正浪漫代言人與形塑日系美學的「夢二式藝術」王文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439 環遊世界八十杯: 橫跨五大洲經典酒款,一杯接一杯展開世界品飲之旅= Le tour du monde en 80 verres朱爾.高貝特潘(Jules Gaubert Turpin), 亞德里安.葛蘭.史密斯.碧昂奇(Adrien Grant Smith Bianchi)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484 疾病密碼: 揭開中醫識病、辨病、治病全過程,探知自然、生命與疾病的奧祕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507 開瓶: 林裕森的葡萄酒飲記(經典修訂版) 林裕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514 漫畫威士忌入門(暢銷紀念版): 單一麥芽.純麥.調和,全方位的品賞指南= The guide of tasting whisky for beginners古谷三敏著; 吳素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576 寶石鑑賞全書: 專業鑑定師教你認識寶石種類、特性、鑑賞方法與選購指南朱倖誼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93590 阿爾薩斯最佳酒莊與葡萄酒購買指南= Les meilleurs domaines d'Alsace劉永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606 田口護的精品咖啡大全 田口護作; 黃薇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668 3分鐘讀懂霍金(暢銷紀念版): 進入霍金人生、理論、影響的時空旅程= 3-Minute Stephen Hawking: his life,theories & fluence in 3-minute particles保羅.派森(Paul Parsons), 蓋兒.迪克森(Gail Dixon)著; 楊琬晴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682 法式手作果醬的藝術: 從選擇、搭配到調製,星級餐廳專屬果醬大師教你以台灣水果創作出絕妙滋味艾紀達.亞伯(Ezilda Depardieu), 亨利.亞伯(Henri Depardieu)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767 世界烈酒入門(暢銷紀念版)= Distilled 喬艾爾.哈里遜(Joel Harrison), 尼爾.雷德利(Neil Ridley)著; 味道筆記本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1476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一下 王琛智, 吳建勳, 李世雷, 林佑玲, 夏淑琴, 陳秀琪, 陳麗婷, 楊志豪編撰初版一刷 精裝 1

9789863331483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二下 吳建勳, 李世雷, 林佑玲, 陳秀琪, 陳麗婷, 黃則緯, 楊志豪, 蔡雅詩編撰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1490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三下 林佑玲, 陳秀琪, 唐瑞顯, 程峻編撰 三版四刷 精裝 1

9789863331834 贏家啟動跨域閱讀: 古典與現代 黃立玉, 張英聲, 陳儀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889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陳進金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1896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陳進金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1902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練習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陳進金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1919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王良卿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926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練習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王良卿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1933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王良卿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015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張迺基, 劉誠宗編撰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2022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紀錄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許迺基, 劉誠宗編撰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2039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習題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許迺基, 劉誠宗編撰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2046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啟軒, 林美秀, 李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053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紀錄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啟軒, 林美秀, 李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060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習題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啟軒, 林美秀, 李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350 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含寫作策略).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2367 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含寫作策略).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374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 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2381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 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435 閱讀新試: 文白閱讀120 易理玉, 盧姿吟, 朱碧霞, 吳明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633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D版).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許迺基, 劉誠宗編撰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2794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C版).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32800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C版).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81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 3= English reader陳純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82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B版單字片語手冊. 3= English reading劉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83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B版習作(A). 3 王文賢編著 平裝 1

978986333285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B版非選手冊. 3= Sentence patterns & writing陳晉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862 國民中學數學升國一銜接教材 翰林國中數學領域編撰團隊作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333289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習作. 3徐瑋婕, 陳薰磬, 盧冠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290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閱讀測驗All Star. 3鄭佩綺, 郭皇汝, 林嶽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01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自學寶典. 3黃慧姬, 陳美華, 林麗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456 升科大、四技二專英文統測複習精戰16週 陳敬安, 雷雅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346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語英文高中英文銜接教材鄭佩綺, 呂紹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4880 學測歷屆試題.國文. 104-110年 涂釋仁, 鄭睿衫, 洪菁穗, 陳春妙, 張英聲, 吳永淇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245 速素好EASY.讀霸從ZERO到HERO(教師用) 宋怡慧, 吳昌諭, 祝育晟, 黃浩勳, 曾期星, 曾碩彥, 劉彥伶編著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翰林



9789863335252 速素好EASY.讀霸從ZERO到HERO 宋怡慧, 吳昌諭, 祝育晟, 黃浩勳, 曾期星, 曾碩彥, 劉彥伶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283 議題式的閱讀與思辨 陳嘉英, 卓翠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290 閱讀的N種題型 劉姿吟, 楊棣娟, 莊媚怡, 張珮娟, 陳卓欣, 林韋婷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595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歷史. I,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王維資, 吳燕秋, 徐文路, 郭美芬, 蕭道中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40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習作. 5徐瑋婕, 陳薰磬, 盧冠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641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 第五冊劉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409 速素時代.讀霸養成記(教師用) 宋怡慧, 吳昌諭, 祝育晟, 黃浩勳, 曾期星, 曾碩彥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3337416 速素時代.讀霸養成記 宋怡慧, 吳昌諭, 祝育晟, 黃浩勳, 曾期星, 曾碩彥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333756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歷史學習寶典. I葉玉, 郭瓊蔚, 鄭雅文, 鍾明珊, 張育甄, 廖經庭, 蘇信宇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788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B版非選手冊. 5= Sentence patterns & writing陳晉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00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閱讀測驗All Star. 5黃瑄, 楊佳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04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B版習作(甲). 5 王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13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B版英文單字片語手冊. 5劉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345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數學. 3A董展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376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國文. 3林聆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42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 5 陳純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47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B版習作(甲). 1王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48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B版習作(A). 5 李語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55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 5= English reader陳純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56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自學寶典. 5黃慧姬, 陳美華, 林麗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8611 無敵筆記式自修高中英文. 3 蔡任翔, 陳琪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5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B版習作(A). 1李致瑩, 李語涵, 葉家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6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自學寶典. 1黃慧姬, 陳美華, 林麗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08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習作. 1徐瑋婕, 陳薰磬, 盧冠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557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閱讀測驗All Star. 1陳宏維, 陳毅雄, 劉哲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79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 1= English reader陳純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9953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國文. 1林聆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0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B版非選手冊. 1= Sentence patterns & writing陳晉村, 李致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051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C版)(習題本).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啓軒, 林美秀, 李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120068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C版)(紀錄本).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啓軒, 林美秀, 李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120075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B版).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啓軒, 林美秀, 李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120365 國文升國1銜接教材 國文銜接教材編撰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419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 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12049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B版英文單字片語手冊. 1劉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01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C版)(習題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江斐瑜, 李岱螢, 徐意雯, 張進福, 黃振祐, 蔡宛芸編撰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570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C版)(紀錄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江斐瑜, 李岱螢, 徐意雯, 張進福, 黃振祐, 蔡宛芸編撰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16 高中地理學習寶典. 一 藍冠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0730 無敵筆記式自修高中英文. 1 蔡任翔, 陳琪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089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一冊, 一年級上學期 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再版 平裝 1

9786263121133 高中選修物理習作. III 李重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140 高中選修物理習作. IV 陳語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218 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含寫作策略).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121225 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含寫作策略).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232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C版). 第三冊, 二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12124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IV 曲輔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263 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含寫作策略). 第一冊, 一年級上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再版 平裝 1

9786263121270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C版).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300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 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32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姚珩, 張嘉泓, 李重賢, 陳東閔, 劉國棟, 吳承宣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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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138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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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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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1447 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林怡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454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英語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21461 贏戰3800應用題彙編. 英語(教師用)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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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1539 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on Phonics. 4 英語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121546 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on Phonics. 6 劉怡伶編著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121553 國民小學英語 Focus on Phonics. 8 劉怡伶編著 再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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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1638 國文統測II試力 陳修齊, 黃沛縈, 張硯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669 國民小學英語Focus進階練習本. 2 再版 三刷 平裝 1

9786263121676 國民小學英語Focus進階練習本. 4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121683 國民小學英語Focus進階練習本. 6 劉怡伶編著 再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121690 國民小學英語Focus進階練習本. 8 黃玉貞, 黃元怡編著 再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121706 國民小學英語Focus on Phonics. 2 戴永霖編著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121713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教師用). 4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720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 4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737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教師用). 4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744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 4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751 新無敵自修. 社會. 4 吳承泰, 劉鎮銘, 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768 國民小學英語Focus讀寫練習本. 2 許能羨編著 三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121775 國民小學英語Focus讀寫練習本. 4 許能羨編著 四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121782 國民小學英語Focus讀寫練習本. 6 方淑鳳, 曾筱涵編著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121799 國民小學英語Focus讀寫練習本. 8 賴玉倩編著 再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121805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課堂講義. 歷史. 2江丕得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3121812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數學(教師用). 4A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2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數學. 4A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36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4 陳怡靜, 盧鈺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43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4 陳怡靜, 盧鈺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74 贏戰會考穩贏模擬題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81 贏戰歷屆試題. 英語(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98 贏戰歷屆試題. 英語.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04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4 張麗娜, 方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11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4 張麗娜, 方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28 贏戰會考仿真模擬題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35 贏戰歷屆試題. 國文(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42 贏戰歷屆試題. 國文.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59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教師用). 4 吳錫鴻, 王景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66 超級翰將講義. 國文. 4 吳錫鴻, 王景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73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教師用). 4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80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 4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24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6下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31 喀嚓!喀嚓!遊戲書(快樂版) 張晞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48 喀嚓!喀嚓!遊戲書(成長版) 田泱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55 喀嚓!喀嚓!遊戲書(學習版) 張恩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79 贏戰歷屆試題. 社會(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86 贏戰歷屆試題. 社會.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93 去遊樂園玩 小英子文; 李憶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22109 去遊樂園玩遊戲書(學習版) 盧小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16 去遊樂園玩遊戲書(成長版) 伊丸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23 去遊樂園玩遊戲書(快樂版) 陳晶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30 喀嚓!喀嚓! 料北鴨文; 陳亭亭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22147 贏戰歷屆試題. 數學.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54 贏戰年歷屆試題. 自然. 101~110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61 贏戰歷屆試題. 自然(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78 贏戰歷屆試題. 數學(教師用). 101~110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85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5下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192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1下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08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4下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15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5下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22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4下 社會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39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5下 社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46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6下 社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53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4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60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4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83 新無敵自修. 數學. 4 曾銀福, 林炎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90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教師用). 4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06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 4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44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4下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68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 3下 社會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75 贏戰關鍵168小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82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教師用)洪瑞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9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化學.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洪瑞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05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教師用). 6 吳錫鴻, 王景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12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 6 吳錫鴻, 王景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29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2下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36 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 4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43 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教師用). 4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50 超級翰將講義國中自然(教師用). 4 張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67 超級翰將講義國中自然. 4 張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74 新無敵自修. 國文. 4 翰林國文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98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2下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604 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教師用). 4 宋裕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611 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 4 宋裕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27 新無敵自修. 自然. 4 何錫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34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教師用). 4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41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4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72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89 數學作業簿.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96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02 數學作業簿.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19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26 數學作業簿.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95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4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01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4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94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07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69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76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82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1下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99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教師用). 4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05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 4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12 生活作業簿(教師用).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29 生活作業簿.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36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教師用).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43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50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教師用).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67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74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4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81 國小數學講義. 4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298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5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04 國小數學講義. 5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59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4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66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4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73 關鍵60天. 化學 潘貞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97 國小數學自修.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403 國小數學自修. 5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410 新無敵自修. 國文. 6 翰林國文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496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6下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526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533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540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571 國小實力評量. 生活.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25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英語(教師用) Nita Wa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32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英語 Nita Wa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87 小手玩數學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23694 小手玩數學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23847 小手玩數學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23700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生物(教師用) 許浩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717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生物 許浩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724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教師用). 4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731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 4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762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 3下 語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779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6 陳怡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786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6 陳怡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793 品格主題書: 分享: 奇奇的幸福披薩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809 品格主題書: 感恩: 媽媽的草莓蛋糕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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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姚珩, 張嘉泓, 李重賢, 陳東閔, 劉國棟, 吳承宣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915 品格主題書: 尊重: 洋洋的金卡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93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國文. 第6冊盧姿吟, 張素靜, 黃琇苓, 徐文濤, 朱碧霞, 石學翰, 劉惠娟, 李維恩編輯委員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984 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教師用). 6 宋裕審訂; 劉文裕修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991 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 6 宋裕審訂; 劉文裕修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042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公民(教師用) 尚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059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公民 尚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066 贏戰關鍵60天. 生物 藍伯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073 國小生活自修.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097 國小數學自修.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72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 3下 數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89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歷史(教師用) 陳玉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96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歷史 陳玉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233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地球科學 蔡志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240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地球科學(教師用)蔡志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257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地理(教師用) 吳梖, 丘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264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地理 吳梖, 丘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25 贏戰考前30天. 國文(教師用) 吳兆斌, 周雅心, 鍾禐, 黃詩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32 贏戰考前30天. 國文 吳兆斌, 周雅心, 鍾禐, 黃詩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49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教師用)郭芳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56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郭芳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55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物理. 下 陳世清, 鄭光泓, 顏銘裕, 陳禹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62 贏戰關鍵60天. 物理 陳世清, 顏銘裕, 鄭光泓, 陳禹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79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物理(教師用). 下 陳世清, 鄭光泓, 顏銘裕, 陳禹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516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6 方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523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6 方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691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教師用). 6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707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 6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769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國文(教師用) 吳兆斌, 鍾幸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776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國文 吳兆斌, 鍾幸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806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教師用). 6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813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6 王佳蓉編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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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7824 Translating Taiwan: Textauswahl und Übersetzungsstrategien bei der Übertragung taiwanischer Prosaliteratur ins Deutsche徐安妮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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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1155 勞動法隨觀= A brief viewing on labor law 蔡信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71162 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在中國 呂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179 數位經濟下傳統動畫人才的多元轉型= The multi-transformations of traditional animators in digital economy era劉千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186 磺溪裡的好朋友 何智遠文; 韓有志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2

送存冊數共計：264

翰墨淋漓書法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蘆圖書



9789860671193 資訊社會學2.0 王佳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399 硯耕自在.牛步安行: 黃宗義書法集 黃宗義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004 林慶文書法集: 冊葉悠遊 林慶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011 文徵明書過庭復語十節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3177 中國美食地圖 智慧鳥編繪 精裝 1

9789864523184 一眼看穿世界史年表 鄭娟著; 李炳庸繪; 石文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191 詞類辨析指引 賴慶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23269 我們的成語 洋洋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276 我們的科技 洋洋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283 我們的漢字 洋洋兔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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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23535 不當肥肉怪 好朋友童書編繪 精裝 1

9789864523542 不睡覺遊樂園 好朋友童書編繪 精裝 1

9789864523559 我的骨頭逃跑了 好朋友童書編繪 精裝 1

9789864523566 細菌不要盯上我 好朋友童書編繪 精裝 1

9789864523740 可以?不可以?: 寶寶好規矩. 1 鄒敦怜著; 黃雄生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3757 可以?不可以?: 寶寶好規矩. 2 鄒敦怜著; 黃雄生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4006 會考形音義完勝計畫 李雅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4068 文章的美容師120 黃基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37284 科學不思議 吉谷昭憲, 犬塚則久, 松岡徹, 高柳芳惠, 小波秀雄文; 吉谷昭憲, 大島裕子, 松岡徹, 水上實,小松真也繪; 邱承宗, 張東君, 李佳霖譯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5037420 成就每一個孩子: 從芬蘭到台北,陳之華的教育觀察筆記陳之華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37 電影裡的生命教育 李偉文, AB寶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44 繪本之眼 林真美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51 終結霸凌: 洞察孩子內心世界,打破霸凌的惡循環王美恩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82 請問洪蘭老師 洪蘭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98 三個問號偵探團1-4套書: 冒險序章 晤爾伏.布朗克,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圖; 宋淑明, 洪清怡譯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037604 閱讀,動起來. 3, 回到閱讀核心,提升思考力 <>編輯部, 李佩芬策劃.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44 幼兒學習,關鍵問! 鄭舒丹, 張斯寧, 劉嘉淑, 徐德成, 劉仲倫, 鄭青青, 台中市愛彌兒幼兒園等著; 高琇嬅主編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243 薩題爾縱深對話: 李崇建與學思達夥伴的提問與實踐學思達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8557 甲蟲男孩 M. G.里奧納(M. G. Leonard)著; 趙丕慧譯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039523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以好奇的姿態,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結他人李崇建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503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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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9677 小雨麻的副食品全紀錄(10萬冊熱銷紀念版) 小雨麻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5039714 老蘇老師的同理心身教 蘇明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9899 冰山練習曲 李崇建, 辜曉茵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5039912 在家也能蒙特梭利 提姆.沙丁(Tim Seldin)作; 許妍飛, 林以舜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6263050099 機密任務. 2, 代號K,快來解除世界危機 姜景琇著; 簡郁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136 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 貧富不均下的育兒經濟學= Love,money,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馬蒂亞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 法布里奇歐.茲里波提(Fabrizio Zilibotti)著; 吳凱琳, 劉復苓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181 3個問號偵探團9-12套書: 詭變疑雲 晤爾伏.布朗克文; 阿力圖; 姬健梅譯 第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050662 貓熊警察: 恐龍蛋失竊事件 信子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6263050686 小兒子. 3, 阿甯咕選班長 駱以軍原作; 王文華改寫; 李小逸插畫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778 前面在推什麼呀? 張英珉文; 貓魚圖 精裝 1

9786263050792 超能少年. 1, 超能研究社 陳榕笙文 第一版 其他 1

9786263050808 超能少年. 1, 超能研究社 陳榕笙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815 小大人的公衛素養課 陳建仁, 胡妙芬文; 廖怡惠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0860 起床囉! 陶樂蒂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螢火蟲



9786263050877 漢字拼拼: 孩子第一本漢字學習書 洪孟君文; 小高潮色計事務所圖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6263050884 漢字拼拼: 孩子第一本漢字學習書 洪孟君文; 小高潮色計事務所圖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6263050907 小兒子. 3, 阿甯咕選班長 駱以軍原著; 王文華改寫; 李小逸插畫 第一版 其他 1

9786263050938 我的一簾柿餅: 陳郁如的食.味.情手札. 1 陳郁如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945 魔法十年屋. 3, 有時候也會拒絕委託 廣嶋玲子文; 佐竹美保圖; 王薀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983 魔法十年屋. 4, 需要推理的委託物 廣嶋玲子文; 佐竹美保圖; 王薀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0990 小紅花 安哲文.圖 精裝 1

9786263051003 逃出這本書. 3, 月球迷航記 比爾.道爾(Bill Doyle)文; 莎拉.賽克斯(Sarah Sax)圖; 謝靜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041 聽寶寶說話 周育如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6263051058 天地方程式. 3, 封印黃泉神 富安陽子文;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164 愛思考的貓巧可 節慶禮物書: 貓巧可新年快樂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171 愛思考的貓巧可 節慶禮物書: 貓巧可生日快樂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188 愛思考的貓巧可 節慶禮物書: 貓巧可耶誕快樂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195 小熊兄妹的點子屋. 3, 超愛睏魔咒大作戰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218 神話實驗室. 1, 神啊,告訴我世界的真相! 王文華文; Croter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225 神話實驗室. 2, 天啊,這樣也算是英雄? 王文華文; 施暖暖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232 提問力: 啟動探究思考的關鍵 藍偉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6263051348 神話實驗室. 2, 天啊,這樣也算是英雄? 王文華文; 施暖暖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6263051416 神話實驗室. 1: 神啊,告訴我世界的真相! 王文華文; Croter圖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3142 好玩的水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553180 小鯊魚吉吉 劉書瑜文; 林傳宗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3197 河馬的大嘴巴 陳美玲文; 卓昆峰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53265 我愛我自己 王元容作; 吳嘉鴻插圖 精裝 1

9789865553272 我們吃的米 王禪靜作 精裝 1

9789865553289 我們吃的米教師指引手冊 葉嘉雯,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553296 恐龍來了教師指引手冊 游見惠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5553302 我愛我自己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2742 臺灣門神小履歷 貓頭鷹編輯室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4937 資訊爆炸之後: 網路思想先驅溫柏格解構資訊爆炸、知識轉型與資訊焦慮= Too big to know: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experts are everywhere,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溫柏格(David Weinberger)著; 王年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4944 神與科學家的語言: 拉丁文與其建構的帝國= Le latin ou L'empire d'un signe: XVIe-XXe siècle方索娃斯.瓦克(Françoise Waquet)作; 陳綺文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4951 神與科學家的語言: 拉丁文與其建構的帝國 方索娃斯.瓦克(Françoise Waquet)著; 鄭佳美, 林素朱譯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624975 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 認知神經科學之父葛詹尼加對意志的大哉問= 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著; 鍾沛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4982 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 認知神經科學之父葛詹尼加對意志的大哉問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著; 鍾沛君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2625019 大腦簡史: 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演化,大腦是否已經超脫自私基因的掌控?謝伯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5033 台灣門神圖錄(專業典藏版) 康鍩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5057 從空中看古厝: 古建築達人為你導覽45棟台灣老民宅,特別加收30棟已消失不存的古建築紀錄康鍩錫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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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25088 表觀遺傳大革命: 現代生物學如何改寫我們認知的基因、遺傳與疾病(更新至二0二一最新發展)= The epigenetics revolution: how modern biology is rewri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s,disease and inheritance奈莎.卡雷(Nessa Carey)著; 黎湛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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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加欽(Lee Alan Dugatkin), 柳德米拉.卓特(Lyudmila Trut)著; 范明瑛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5125 吃的台灣史 曹銘宗, 翁佳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5132 ISIS伊斯蘭國的新娘: 13名年輕女子與無法離開的寡婦之屋阿扎德.莫阿維尼(Azadeh Moaveni)著; 李易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5163 愛為何使生物滅絕?: 在野生動物瀕危的時代,檢視我們對寵物的愛= Unnatural companions: rethinking our love of pets in an age of wildlife extinction彼得.克里斯蒂(Peter Christie)作; 林潔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5187 數學大觀念. 3: 數學算什麼?從錯誤中學習的實用數學= Humble pi: a comedy of maths errors麥特.帕克(Matthew Parker)著; 柯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5194 動物公民: 動物權利的政治哲學=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威爾.金利卡(Will Kymlicka), 蘇.唐納森(Sue Donaldson)著; 白舜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5323 數學大觀念. 2: 從掐指一算到穿越四次元的數學魔術麥特.帕克(Matt Parker)作; 畢馨云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5407 常春藤兒童英語Ivyland. No.3 黃淑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5414 Peter bear plus. book 1 黃淑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5421 Peter bear plus. book 2 黃淑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5438 Peter bear plus. book 3 黃淑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6

親親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2501 象棋占卜祕笈: 一棋解答人生大小事 聖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3118 天光: 一顆永不凋謝的小樹: 趙天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藍建春, 陳宜伶, 陳文成, 陳政彥, 李佳薇, 李敏忠, 謝鴻文, 戴華萱, 巫凱琳, 陳允元, 申惠豐, 林餘佐, 朱天作;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主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414 靜宜大學「台日兒童文學發展的歷程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5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9640 教學與研究的雙聲道: 2021靜宜大學教學實踐研究研討會論文集鄭志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9633 與世界的孤獨同在: 閱讀與書寫.生命敘事文選陳明柔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0472 靜思法髓溯源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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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4187 疫情下的叮嚀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3636 解惑: 證嚴法師答客問. 二, 家庭與人際關係篇 釋證嚴講述; 靜思僧團輯錄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3643 四十二章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6269503674 宗教: 人生的宗旨 生活的教育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3674 宗教: 人生的宗旨 生活的教育 釋證嚴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9659 貓博士的破解貓腎臓病= Dr. Cat's nephrology 林政毅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475 最強筋絡調理按摩書 迫田和也作;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1482 也許...我們擁有無盡的可能 科比.亞瑪達(Kobi Yamada)作; 加布里埃拉.巴魯什(Gabriella Barouch)繪; 劉毅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90989 (微複習)數學一升二銜接講義 施天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0996 技術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生物A 李金祝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191122 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英文(B版) 陳文和, 陳富奎, 陳文隆, 蘇莉雯, 邵敏惠, 蔣佩珊, Andre Louw, Nick Kembel編著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191139 笑傲文學史. I, 先秦-隋唐詩文 牟方芝, 許柏真, 劉作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146 笑傲文學史. II, 唐及五代詞-臺灣 牟方芝, 許柏真, 劉作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177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生物教學講義.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呂智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18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丁宗蘇, 蘇夣淮, 吳雅嵐, 沈家玉, 房樹生, 張淳琤, 劉玉山, 蔡任圃, 魏宏仁編著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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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日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靛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頤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溪國際圖書



9789865191191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數學甲教學講義. 上黃森山, 陳清風, 董涵冬, 方璞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207 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英文 黃玟君, 蘇莉雯, 陳文隆, 陳文和, 黃百隆, 戴君樺, 林玉萍, 黃士真, 楊明珮, 李亮萱, Nick Kembel編著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191214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 I, 現代社會與經濟管中祥, 曾永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276 Read It Up!閱讀素養力寫作活動手冊 陳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320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數學乙教學講義黃森山, 陳清風, 董涵冬, 方璞政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191368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5 黃文吉, 連文萍, 劉德明, 李菁菁, 沈秀蓉, 莊溎芬, 章瓈文, 郭志陽, 張青松, 黃士蔚, 楊姍錚, 葉淑芬, 簡君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382 閱讀好試多 彭采儀, 盧佳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443 (新關鍵)數學A學測總複習講義(數B補充講義)黃峻棋, 黃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474 (超素養)物理學測閱讀與探究 盧政良, 簡聿成, 莊文治, 周靈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528 翻譯作文Let's G.O. 余綺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542 (超素養)化學學測閱讀與探究 謝道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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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1580 (SUPER)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教學講義. IV, 電磁現象一鄭呈因, 張銘傑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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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1603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林秀豪, 徐國誠, 鄭呈因, 張銘傑, 林子立, 吳易哲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610 國文統測歷屆試題 全國名師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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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1641 (SUPER)選修地理. I, 空間資訊科技教學講義 王駿智, 洪挺晏, 陳哲融, 曾露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5191665 普通型高級中學英文. 5 王昭慧, 王貞慧, 白玉璽, 呂雅慧, 周向南, 林明慧, 邱馨嫻, 洪碧遠, 陳彥伶, 劉志芳, 劉芳君, 蔡鴻明, 蔣佩珊, 賴筱嵐, André Louw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689 普通型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乙版). 1 陳敦源, 陳文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696 數學C統測歷屆試題 吳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702 數學B統測歷屆試題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719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地理教學講義. II, 社會環境議題徐珮馨, 龔琪嵐, 王咨尹, 杜雅鈴, 林怡秀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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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1764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化學教學講義. IV,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林虹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788 普通型高級中學(領航)國文. 5 陳婉玲, 澎客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01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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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1818 新全勝數學A學測12週 邱永鎮, 劉憲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56 (月考王)英文. 5 江吟梓, 蘇文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63 (SUPER)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教學講義. Ⅱ, 民主政治與法律黃培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870 (月考王)公民與社會(乙版). 1 高慧如, 羅懷倫, 林大雄編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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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1924 普通型高級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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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1948 (超模)數學A學測全真模擬題本 陳威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986 學霸筆記. 地理 謝鎮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1993 (Light)數學C2教學講義 蘇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006 學霸筆記. 公民與社會 林大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013 學霸筆記. 歷史(108課綱適用) 林大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099 技術型高級中學(Light)數學B2教學講義 林佩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112 (考前攻略)分科測驗16週. 數學甲 黃峻棋, 黃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129 考前攻略分科測驗16週. 地理 藍冠麟, 游智凱, 林曉芬, 林于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136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公民與社會教學講義(乙版). 2李芳媛, 胡湘珍, 林蒤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143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數學乙教學講義. 下黃森山, 陳清風, 董涵冬, 方璞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174 國文學習講義 全國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81001 低醣飲食指南: 減醣健身433計畫 鄭慶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018 風景水彩畫技法入門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025 烘焙日誌 謝岳恩(蟹老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032 蟹老闆的「無雷」甜點教室 謝岳恩(蟹老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063 古早味海鮮料理 潘宏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070 莉雅的法式甜點教室 莉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087 亞莉的懷舊客家菜 張亞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094 在家做五星級宴客菜 陳楓洲, 陳國棟, 陳恆潔, 陳琮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100 五星級廚師教你在家做養生料理 溫國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117 沉浸日本之旅, 北日本篇 吳寧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124 麥田金老師經典月餅&時尚菓子 麥田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131 毛小孩這樣想 張芳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148 吃對食物,吃出健康 李寧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1

優品文化



9789865481155 愛上奶昔 黃淑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162 懷孕月子餐 鄭至耀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3802 音樂入門鍵盤課: 小小音樂家= Little musician 陳逸琳, 朱俐蘭教材撰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858 態度七大®: 成功學生/上班族的實用心法書= Big 7 attitudes賀柏瑜(Benson Ho)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542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2020 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9635 彌勒聖道行. 六十部曲, 火供聖能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9789860649697 宇宙神通大佛手 彌勒皇佛作; 彌勒決賢神譯 平裝 1

9786269524518 彌勒聖道行. 六十一部曲, 神魔之謎 彌勒皇佛作; 彌勒開慧神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370 世親<>及稱友<>新譯: 櫻部建, 小谷信千代, 本庄良文日譯; 野川博之中譯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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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535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 2021第十九屆: 創生地方產業= 2021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 Regional Economy (2021 ICARE): revitalizing the local industry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1141 呼蘭河傳 蕭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3671 美麗蒼茫 王定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3688 倒數五秒月牙 李琴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695 律政浮雲: 台華裔美籍大旅師跨國鉅案秘辛 陶龍生著 平裝 1

9789863233701 我們被孤獨起底 林瑞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756 歡迎光臨忘憂早餐店 古家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763 國語 辛金順作 平裝 1

9789863233770 埋香恨: 乾隆皇帝與孝賢皇后、香妃 樸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794 歡迎光臨忘憂早餐店 古家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233800 馬背上的舞步: 非洲奇緣 洪玉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817 給川川的札記 奚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824 國語 辛金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233848 光影北歐 黃作炎作 平裝 1

9789863233862 愛我: 以愛之名殺人無形 亞斯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879 平凡的朝聖者之路 陳逸庭作 平裝 1

9789863233886 嶗山悲歌 張祖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893 我們來玩紅樓夢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3954 踢銅罐仔的人 黃春美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優美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理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曖維多媒體廣告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觀光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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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35184 寫作這一事 真正有意思: 第十四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第十四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優勝同學, 羅智成, 鍾文音, 徐國能, 楊曉菁, 張青松, 曾詠蓁等老師及作家作; 鄭曉帆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39425 蘋果甜蜜蜜 陳盈帆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905 變革管理的大橋: 民企轉型論 邱璨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146 搜神故事集: 穿越時空的送信人 李明足改寫; 林鴻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7283 扭曲的正義: 崩解的台灣司法,潰敗的警察體系,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吳忻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467 寵你的靈魂 解昆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0857511 台北車站(時代書封版) 蔡素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7818 現文因緣 白先勇編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8549 眾神的遊戲: 喜劇大師寫給現代人的希臘神話故事史蒂芬.佛萊(Stephen Fry)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570858556 博士、布都與我 李潼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8563 天鷹翱翔 李潼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8754 教你讀懂理工英語: 完整剖析生物、化學、物理英語李家同, 周照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921 細說李商隱: 他浪漫淒美的生涯和詩歌 施逢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8945 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 陳弱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089 千江有水千江月(出版40週年紀念版) 蕭麗紅著 其他 1

9789570859225 千江有水千江月(出版40週年紀念版) 蕭麗紅著 其他 1

9789570859263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毛漢光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9270 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毛漢光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9300 大減速: 飛躍式成長的終結,後疫情時代的全球脈動及契機Danny Dorling著;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331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 公路上3萬5千6百公里的追尋,在國與界之間探索世界李易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362 更好的生活(十週年紀念版) 吳岱穎, 凌性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9379 樂讀普希金 焦元溥, 林慈音, 羅俊穎, 李宜錦, 許惠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9386 細說李商隱: 他浪漫淒美的生涯和詩歌 施逢雨作 其他 1

9789570859393 人生有所謂,決斷無所畏: 電通集團CEO唐心慧,做對決定,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唐心慧作 其他 1

9789570859409 文學四十講: 常識與慧悟 劉再復著 其他 1

9789570859423 大減速: 飛躍成長的終結,以及為何對地球、經濟及人類生活有益丹尼.道靈(Danny Dorling)作; 唐澄暐譯 其他 1

9789570859430 更好的生活(十周年增訂新版) 吳岱穎, 凌性傑作 其他 1

9789570859447 人生有所謂,決斷無所畏: 電通集團CEO唐心慧,做對決定,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唐心慧作 其他 1

9789570859461 大減速: 飛躍成長的終結,以及為何對地球、經濟及人類生活有益丹尼.道靈(Danny Dorling)作; 唐澄暐譯 其他 1

9789570859478 更好的生活(十周年增訂新版) 吳岱穎, 凌性傑作 其他 1

9789570859485 文學四十講: 常識與慧悟 劉再復著 其他 1

9789570859492 細說李商隱: 他浪漫淒美的生涯和詩歌 施逢雨作 其他 1

9789570859539 文學四十講: 常識與慧悟 劉再復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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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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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59553 思想史. 10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560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 移動、漂流在歐亞、南美的國與界之間李易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9584 斯洛伐克百年老市集 梁晨作; 卡特莉娜.伊科維喬瓦(Katarina Ilkovicova)繪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9591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 移動、漂流在歐亞、南美的國與界之間李易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9614 斯洛伐克百年老市集 梁晨作; 卡特莉娜.伊科維喬瓦(Katarina Ilkovicova)繪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9621 縱橫天下事課本: 華語新聞教材 孫懿芬, 陳懷萱編著; 杜昭玫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59638 當代中文課程. 1, 課本 王佩卿, 陳慶華, 黃桂英編寫;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59706 當代中文課程. 1, 課本 王佩卿, 陳慶華, 黃桂英編寫;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59713 當代中文課程. 1, 課本 王佩卿, 陳慶華, 黃桂英編寫;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859652 在家也能拚經濟: 從零開始的斜槓創業,全職媽媽教你的全方位財務自由計畫克莉絲朵.潘恩(Crystal Paine)著; 陳依亭, 王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669 古雅典24小時歷史現場: 從女巫到摔角老師、間諜到馬拉松跑者,還有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日常生活菲利浦.馬提札克(Philip Matyszak)著; Arnold繪;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676 法文文法瑰寶: 自主學習進階版 楊淑娟, 侯義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683 在人民之間: 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魏簡(Sebastian Veg)著; 曾金燕, 徐曦白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聯合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報公司



9789570859690 哈佛醫師的復原力練習書: 運用正念冥想走出壓力、挫折及創傷,穩定情緒的實用指南蓋兒.蓋茲勒(Gail Gazelle)著; 有隻兔子插畫;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737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59744 當代中文課程. 1,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 王佩卿, 陳慶華, 黃桂英編寫;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59751 當代中文課程. 1,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 王佩卿, 陳慶華, 黃桂英編寫;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59768 當代中文課程. 1, 作業與漢字練習簿 王佩卿, 陳慶華, 黃桂英編寫;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859782 創新無懼: 漢堡王創辦人生命與領導力的美味傳奇吉姆.麥克拉摩(Jim McLamore)著;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799 吃出免疫力的大蒜料理: 煮麵、煲湯、拌飯、提味,34道蒜味料理,美味上桌!金奉晶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812 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 陳弱水作 其他 1

9789570859829 成為一棵樹 瑪莉亞.姜弗勒里斯(Maria Gianferrar)文; 費里希妲.薩拉(Felicita Sala)圖; 海狗房東譯其他 1

9789570859836 縱橫天下事. 2, 華語新聞教材 孫懿芬, 陳懷萱編著 其他 1

9789570859843 修養與批判: 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 何乏筆作 其他 1

9789570859867 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新探索 陳弱水作 其他 1

9789570859874 縱橫天下事. 2, 華語新聞教材 孫懿芬, 陳懷萱編著 其他 1

9789570859881 修養與批判: 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 何乏筆作 其他 1

9789570859898 世界的孩子上學去: 全球學生的真實歷險記 巴帝斯德.保羅(Baptiste Paul), 米蘭達.保羅(Miranda Paul)文; 伊莎貝.慕紐斯(Isabel Muñoz)圖; 劉亞菲譯其他 1

9789570859904 樂讀普希金 焦元溥著 其他 1

9789570859911 在人民之間: 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魏簡作; 曾金燕, 徐曦白譯 其他 1

9789570859928 法文文法瑰寶: 自主學習進階版 楊淑娟, 侯義如作 其他 1

9789570859935 世界的孩子上學去: 全球學生的真實歷險記 巴帝斯德.保羅(Baptiste Paul), 米蘭達.保羅(Miranda Paul)文; 伊莎貝.慕紐斯(Isabel Muñoz)圖; 劉亞菲譯其他 1

9789570859942 樂讀普希金 焦元溥著 其他 1

9789570859959 在人民之間: 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魏簡作; 曾金燕, 徐曦白譯 其他 1

9789570859966 法文文法瑰寶: 自主學習進階版 楊淑娟, 侯義如作 其他 1

9789570859973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宋永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9980 法哲學: 自然法研究 陳妙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9997 托爾金奇幻小說集= Tales from the perilous realmJ. R. R. Tolkien著.插圖; 莊安祺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0860009 修養與批判: 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 何乏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016 圖文中國史 樊樹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030 洪業傳 陳毓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60047 杜甫: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洪業著; 曾祥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054 臺灣常見室內節肢動物圖鑑: 居家常見101種蟲蟲大集合,教你如何分辨與防治李鍾旻, 詹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078 魔法的秋天 崔麗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60085 性別島讀: 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謝宜安等著; 王鈺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092 五一三的幽靈 邱士杰, 榮劍, 許偉恒等作; 思想編委會編 其他 1

9789570860122 哈佛醫師的復原力練習書: 運用正念冥想走出壓力、挫折及創傷,穩定情緒的實用指南蓋兒.蓋茲勒(Gail Gazelle)著; 王念慈譯 其他 1

9789570860139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彭明輝作 其他 1

9789570860146 吃出免疫力的大蒜料理: 煮麵、煲湯、拌飯、提味,34道蒜味料理,美味上桌!金奉晶著; 陳品芳譯 其他 1

9789570860153 性別島讀: 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謝宜安, 陳彥伃, 巴代, 洪郁如, 吳佩珍, 蔡蕙頻, 張志樺, 王鈺婷, 黃儀冠, 高鈺昌, 李淑君, 曾秀萍, 張俐璇, 李癸雲, 紀大偉, 李欣倫, 謝欣芩, 楊佳嫻, 翁智琦, 鄭芳婷, 葉佳怡作; 王鈺婷主編其他 1

9789570860160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 從外交、制度、重大議題全面解析臺美關係美國臺灣觀測站(US Taiwan Watch)著 其他 1

9789570860177 魔法的秋天 崔麗君文.圖 其他 1

9789570860191 五一三的幽靈 邱士杰, 榮劍, 許偉恒等作; 思想編委會編 其他 1

9789570860221 哈佛醫師的復原力練習書: 運用正念冥想走出壓力、挫折及創傷,穩定情緒的實用指南蓋兒.蓋茲勒(Gail Gazelle)著; 王念慈譯 其他 1

9789570860238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彭明輝作 其他 1

9789570860245 吃出免疫力的大蒜料理: 煮麵、煲湯、拌飯、提味,34道蒜味料理,美味上桌!金奉晶著; 陳品芳譯 其他 1

9789570860252 性別島讀: 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謝宜安, 陳彥伃, 巴代, 洪郁如, 吳佩珍, 蔡蕙頻, 張志樺, 王鈺婷, 黃儀冠, 高鈺昌, 李淑君, 曾秀萍, 張俐璇, 李癸雲, 紀大偉, 李欣倫, 謝欣芩, 楊佳嫻, 翁智琦, 鄭芳婷, 葉佳怡作; 王鈺婷主編其他 1

9789570860269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 從外交、制度、 重大議題全面解析臺美關係美國臺灣觀測站(US Taiwan Watch)著 其他 1

9789570860276 魔法的秋天 崔麗君文.圖 其他 1

9789570860290 雍正帝 馮爾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60306 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訪談錄 陳致訪談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60320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暢銷十週年.特別增訂版)彭明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60337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美國: 從外交、制度、重大議題全面解析台美關係US Taiwan Watch美國台灣觀測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344 種族、偏見與歧視 蒲慕州, 艾斐然(Philomena Essed), 高德維(David Theo Goldberg), 陳秀熙, 石富元作; 熊秉真, 陳秀熙編; 黃咨玄譯其他 1

9789570860375 真實的莫札特: 30首樂曲+書信+漫畫,讀懂他的一生傳奇唐納凡.畢克斯萊(Donovan Bixley)著;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382 偽歧視: 拆穿政治正確、破解直覺偏見,用數字與邏輯重新認識歧視的真相!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399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杜思妥也夫斯基著; 臧仲倫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60405 123生台灣 陳盈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60412 書寫青春. 18: 第十八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436 我的疾病代碼是F: 從不知所措到坦然面對,與憂鬱、焦慮、輕微強迫症共處的真實故事李荷妮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443 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康德(Immanuel Kant)著; 李明輝譯注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60474 倖存者, 如我們 歐大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498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1, 中華的成立 渡邊信一郎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504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2, 江南的發展 丸橋充拓著; 林琪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511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3, 草原的稱霸 古松崇志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528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4, 陸海的交會 檀上寬著; 郭婷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535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5, 中國的形成 岡本隆司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580 茶金歲月: 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 廖運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696 走出貧困陷阱: 微型金融如何翻轉貧窮?: 3個國家、250個底層家庭日記揭示的解答與希望戴芮.柯林斯(Daryl Collins), 強納森.梅鐸(Jonathan Morduch), 斯圖亞特.盧瑟福(Stuart Rutherford), 奧蘭妲.魯斯芬(Orlanda Ruthven)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044 打開古人的內心小劇場: 15篇核心古文,透視古人這樣想、那樣寫的萬千糾結!楊曉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051 落地轉譯: 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王智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143 史傳通說 汪榮祖著 三版 精裝 1

9789570861150 疫苗戰爭: 全球危機下Covid-19疫苗研發揭密,一場由科學家、企業、政府官員交織而成的權力遊戲與英雄史詩布蘭登.波瑞爾(Brendan Borrell)著; 吳國卿, 王惟芬, 高霈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2844 年度計畫一學就會: 亞洲經營管理大師40年實證精華陳宗賢主講; 吳青娥整理　 三版 平裝 1

9789868872851 創利經營的80則關鍵問答 陳宗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555 聯藝攝影年鑑. 2022年 劉信宏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9037 系統性訓練: 以科學分析週期化訓練,幫助你替運動員安排體能與力量課表= The system: Soviet periodization adapted for the american strength coach強尼.帕克(Johnny Parker), 艾爾.米勒(Al Miller), 羅伯.帕納列洛(Rob Panariello), 傑瑞米.霍爾(Jeremy Hall)著; 徐國峰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082 動畫用語事典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動畫協會人才育成委員會著; 孫家隆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2359105 死亡藍調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劉麗真譯; 冬陽朗讀 其他 1

9789862359228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著; 王審言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59778 我從太空考古= Archaeology from space 莎拉.帕卡克(Sarah Parcak)著; 王翎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808 Kylooe. 1, 憂鬱的蜻蜓.告別彩虹 門小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815 Kylooe. 2, 綠色隧道 門小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822 Kylooe. 3, 再見微笑 門小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9853 與希林攜手同行 是枝裕和著; 呂宜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50027 城市、演化、人= Cities: the first 6,000 years 莫妮卡.史密斯(Monica L. Smith)著; 吳凱琳, 王年愷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50034 城市、演化、人 莫妮卡.史密斯(Monica L. Smith)著; 吳凱琳, 王年愷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50041 原來數學這樣教更有效: 一位數學教育家的92個教學反思,備課前、課堂中、下課後,從激勵學習、培養思考力、善用範例、刻意練習到評量診斷,讓老師與學生共享數學的樂趣= How i wish I'd taught maths: lessons learned from research, conversations with experts, and 12 years of mistakes葛雷格.巴頓(Craig Barton)原著; 廖婉如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065 親愛的玫瑰金= The recovery of rose gold 史蒂芬妮.羅貝爾(Stephanie Wrobel)著; 蘇雅薇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072 人命如何定價: 你我的命值多少由誰決定?當代頂尖統計學家及衛生經濟學家,從法律、商業、保險、醫療、環保、政策、生育等切面,探究社會為人命貼上價格標籤的迷思、缺陷與不正義= Ultimate price: the value we place on life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著; 洪慧芳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089 歪像冥獸= アナモルフォシスの冥獣 駕籠真太郎著;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119 數據與人性= Living in data: a citizen's guide to a better information future傑爾.索普(Jer Thorp)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50140 派對尤物= Very important people: status and beauty in the global party circuit艾希莉.米爾斯(Ashley Mears)著; 柯昀青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157 早安,我心中的怪物: 一個心理師與五顆破碎心靈的相互啟蒙,看他們從情感失能到學會感受、走出童年創傷的重生之路= Good morning,monster: a therapist shares five heroic stories of emotional recovery凱瑟琳.吉爾戴娜(Catherine Gildiner)著; 吳妍儀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164 誰會愛上你受的傷= Someone who will love you in all your damaged glory拉菲爾.鮑布-瓦克斯伯(Raphael Bob-Waksberg)著; 聞若婷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171 原來數學這樣教更有效: 一位數學教育家的92個教學反思,備課前、課堂中、下課後,從激勵學習、培養思考力、善用範例、刻意練習到評量診斷,讓老師與學生共享數學的樂趣葛雷格.巴頓(Craig Barton)著; 廖婉如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50225 開運大預言&金虎年開運農民曆. 2022 雨揚老師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249 誰會愛上你受的傷 拉菲爾.鮑布-瓦克斯伯作; 聞若婷譯; 郭雅瑂朗讀 其他 1

9786263150263 登山的意義: 現代登山發軔期之歐洲思想家文選= The meaning of mountaineering: collected essays of late 19th century european thinkers詹偉雄主編; 李屹, 呂奕欣, 林友民, 劉麗真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287 請把門鎖好= Lock every door 萊利.塞傑(Riley Sager)著; 林零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294 Helter Skelter惡女羅曼死: 蜷川實花同名電影改編原著= ヘルタースケルター岡崎京子著; 謝仲其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324 奧黛麗.赫本: 一個優雅的靈魂= Audrey Hepburn,an elegant spirit: a son remembers西恩.赫本.法拉(Sean Hepburn Ferrer)著; 莊靖譯四版 精裝 1

9786263150331 奧黛麗.赫本: 一個優雅的靈魂 西恩.赫本.法拉(Sean Hepburn Ferrer)著; 莊靖譯四版 其他 1

9786263150379 義式熱情學: 看義大利人對事物投入的澎湃情感,造就出的歷史與文化肌理如何豐富整個世界= La passione: how Italy seduced the world黛安.黑爾斯(Dianne Hales)著; 高子梅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416 時間的幻影: 從鐘的演化、歷代學者對時間的定義到日常時間感,探索時間的本質= The clock mirage: our myth of measured time約瑟夫.馬祖爾(Joseph Mazur)著; 張宛雯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423 從年輕人到銀髮族都適用的強膝訓練: 一週兩小時,從喚醒肌肉、關節、結締組織到打造關鍵功能性肌力,從此遠離膝蓋疼痛及退化,獲得不易受傷、行動自如的身體梁友瑋(山姆伯伯)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430 推倒鐵幕的祕密手稿= The secrets we kept 拉娜.普瑞斯考(Lara Prescott)著; 力耘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478 圖解結構力學練習入門: 一次精通結構力學的基本知識、原理和計算= ゼロからはじめる「構造力学」演習原口秀昭著; 陳曄亭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50706 麥克波羅伊功能性訓練聖經 麥克.波羅伊(Michael Boyle)著; 林淑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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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藝攝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12

送存冊數共計：118

聯聖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薪展文化



9789860648416 讓我給你一點安慰 查普夫繪圖與故事構想; 約亨.提爾作; 吳其鴻(海狗房東)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1772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14版 平裝 1

9789578391789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12版 平裝 1

978957839179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12版 平裝 1

9789578391802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13版 平裝 1

9789578391819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1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6408 EL SECRETO PARA CURAR EL CANCER autor Tien-Sheng Hsu; traductor Pedro Marino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16415 傾聽: <>讀書會. 4 許添盛主講; 李宜懃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6422 靈魂永生. 第8輯 許添盛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7427 接納: 化解反向對抗的自己 許添盛口述; 曾志煒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07434 翻轉信念40招: 增強覺知力與創造力的賽斯修練秘笈王怡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07441 矽谷水果哥的躁鬱人生 楊志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07458 夢、進化與價值完成. 第6輯 許添盛主講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96358 不走的往生者 千尋, 綠光, 卡卡加, 玉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365 引渡人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372 巴里之眼 玉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816 「唯美不言」郭櫻膠彩畫集= Beauty without words郭櫻作 平裝 1

9789860653823 「唯美不言」郭櫻膠彩畫集= Beauty without words郭櫻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6206 沙鹿廟宇護照: 紫浩宮 蔡君逸撰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6213 沙鹿南勢、埔子、鹿港寮廟宇護照: 祿清宮 蔡君逸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653 吳濁流文學獎.台灣文學獎作品集 鍾肇政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230660 海老原日本語= New system Japanese 海老原峰子著; 許君, 歐陽雅芬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30677 日語教師不知道的動詞活用教學法 海老原峰子著; 許君, 歐陽雅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0684 越語進階語法B1-B2=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NÂNG CAO阮氏美香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378 兩岸終極博弈1945-2025: 風蕭水寒 恩仇了了 歐陽聖恩著 平裝 1

9789869952392 論宇宙: 時空與廣延同一 陳潔著 平裝 1

9789860656008 讀新歷史課本有感 卜一著 平裝 1

9789860656022 橫筆獨詩天下 陳進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6039 當黑髪黑眼遇上金髪碧眼 張奧列著 平裝 1

9789860656046 亂倫母題與日本敘事文學 吳舜立著 平裝 1

9789860656053 中国移动游戏玩家为什么会转换?: 基于推-拉-系泊(Push-Pull-Mooring)模型与投资模型的实证研究刘静着 平裝 1

9789860656060 战后日本文学的侵华叙事研究 马英萍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駿燁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獵海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1463 鯨游藍海: 鈦坦科技的敏捷之路= A roaming whale's tale: Titaner's Quest to the way of agile翻滾海貍工作室編輯群, 新加坡商鈦坦科技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5102 Taiwan烘焙大趨勢. 2022, 焙感: 職人技藝的五十道溫度= Taiwan baking trends文世成, 曹志雄, 廖銘政, 陳有鋕, 陳永信, 賴彥良, 許明輝, 游東運等合著; 何航順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3108 世界逍遙游: 歐麗珠油畫作品集= Carefree soaring: the art collections歐麗珠創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72357 天下第一美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517 嫁君改命 裘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524 吉星如意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548 娘子是祥瑞 青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555 娘子是祥瑞 青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562 娘子是祥瑞 青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579 贅婿是皇帝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2586 贅婿是皇帝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2593 山野藏貴妻 棠小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609 嬌花落寒門 甘棠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616 嬌花落寒門 甘棠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623 嬌花落寒門 甘棠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630 嬌花落寒門 甘棠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647 嬌花落寒門 甘棠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2654 喜嫁農門 淺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661 姨娘要翻身 宇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678 蹭飯嬌醫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685 初戀兇萌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692 逍遙和離婦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708 錦衣藏嬌顏 玉煙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715 錦衣藏嬌顏 玉煙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722 錦衣藏嬌顏 玉煙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739 錦衣藏嬌顏 玉煙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746 霸爺的惡妻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753 霸爺的惡妻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760 霸爺的惡妻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777 霸爺的惡妻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784 霸爺的惡妻 離火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2791 奸相求入贅 夢南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807 安宅小婢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2814 安宅小婢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2821 硯冠群芳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838 炮灰皇后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845 炮灰皇后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852 炮灰皇后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869 炮灰皇后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2876 鑲金農婦 木姜子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883 鑲金農婦 木姜子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890 鑲金農婦 木姜子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906 一品沖喜妻 一竿風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913 手握太子賣身契 胭脂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920 手握太子賣身契 胭脂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937 手握太子賣身契 胭脂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藏美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製作

送存冊數共計：8

翻滾海貍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職人烘焙誌文化出版社



9789865272944 黑心宅第出福女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2951 黑心宅第出福女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2968 黑心宅第出福女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2975 送上門的笨廚娘 七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982 隔壁的吃貨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2999 再嫁前世夫 曉風殘月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002 再嫁前世夫 曉風殘月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019 再嫁前世夫 曉風殘月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026 再嫁前世夫 曉風殘月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033 再嫁前世夫 曉風殘月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3040 大人豔福不淺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057 穿越不做小可憐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3064 穿越不做小可憐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3071 盲妃 良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088 盲妃 良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095 盲妃 良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095 盲妃 良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101 盲妃 良音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118 非凡千金之無鹽女神廚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125 私藏杏林妻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132 願做裙下臣 北冥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149 願做裙下臣 北冥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156 願做裙下臣 北冥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163 願做裙下臣 北冥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170 嬌娘馴霸總 青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187 天選悍妻 淺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194 天選悍妻 淺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200 天選悍妻 淺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217 侯府寵妾 冰豆咖啡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3224 侯府寵妾 冰豆咖啡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3231 自願當妻奴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248 自願當妻奴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255 自願當妻奴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262 仵作娘子探案錄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279 仵作娘子探案錄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286 仵作娘子探案錄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293 仵作娘子探案錄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309 小地主種藥日常 晴羽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316 小地主種藥日常 晴羽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323 小地主種藥日常 晴羽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330 好孕王妃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347 藥娘手握千金方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354 藥娘手握千金方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361 藥娘手握千金方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378 藥娘手握千金方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385 藥娘手握千金方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3392 不當反派當賢夫 舒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408 神醫養夫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415 後宮不爭寵 雁陽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422 後宮不爭寵 雁陽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439 後宮不爭寵 雁陽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446 後宮不爭寵 雁陽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453 三食而立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460 三食而立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477 三食而立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484 三食而立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491 三食而立 福希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3507 愛妃是財迷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514 前妻貴婦命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521 前妻貴婦命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538 前妻貴婦命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545 世子的半枝桃花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3552 世子的半枝桃花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3569 剽悍小醫女 夢南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576 背靠先生求庇佑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583 背靠先生求庇佑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590 背靠先生求庇佑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606 背靠先生求庇佑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613 富家嬌兒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620 富家嬌兒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637 富家嬌兒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644 專業哄夫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651 太后有喜 漁歌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3668 太后有喜 漁歌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3675 為夫我橫行天下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682 盤個酒坊養反派 連天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699 盤個酒坊養反派 連天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705 盤個酒坊養反派 連天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712 小官女擇婿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729 小官女擇婿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736 小官女擇婿 墨墨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743 後娘難為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750 陪嫁ㄚ鬟想拔刀 淺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767 福妻教夫守則 冰豆咖啡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3774 福妻教夫守則 冰豆咖啡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3781 濟世閨秀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798 濟世閨秀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804 濟世閨秀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811 御前打工日常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828 御前打工日常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835 御前打工日常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842 御前打工日常 夢映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859 廢太子靠農活翻身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866 廢太子靠農活翻身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873 廢太子靠農活翻身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880 廢太子靠農活翻身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7323 身心靈世紀的導引: 身心靈與五行經絡情志的必修課洪若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3901 退休寫照: 海闊天空 陳偉德寫.照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107 放棄的力量: 你贏不了,不是因為你不夠努力 為末大作; 秦健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0282 Keep the sky blue 平裝 1

9789865750299 The space cadets go searching: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05 Derek wants to win: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12 The lost puppy: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29 Space cadet museum: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36 Little Laura and the kite: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43 Little Laura's little sisters: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離城生活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139

豐姿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教諮詢



9789865750350 The pen: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67 Summer break: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74 Camp autumn oak: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81 Something's brewing in the cafeteria: reading step. 4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398 The great leon: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9789865750404 Twin vs. twin: reading step. 4 story by Melissa Fisher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6850 兩岸傳播媒體的交流與發展: 本世紀初的歷史考察=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 in the early 21th century郭良文主編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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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92045 計量經濟學 R. Carter Hill, William E. Griffiths, Guay C. Lim著; 黃智聰, 梁儀盈譯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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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92144 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 論文寫作格式=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原著; 鈕文英譯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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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92168 醫學統計= Medical statistics 林建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92175 教育論文格式= ED style 潘慧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92182 性別教育與生活 陸偉明作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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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2724 艱困歲月: 平安生活勇氣堅持保持健康. 2020= In hard times: survive courage strong and keep healthy. 2020蔡靜汶著; 蔡靜汶,廖苡均繪圖 平裝 1

9789869914147 參與籃球活動者深度休閒與生活滿意度關係研究: 身心健康中介效應的檢驗=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ious lei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participants in basketball activities: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李偉民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120 勤武秘錄: 三叉叉譜 羅國鶴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931137 勤武秘錄: 大刀刀譜 羅國鶴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931144 勤武秘錄: 矛槍槍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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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7936 美學街頭攝影. 2021= Street photos 蕭國坤, 江永全, 黃美琦, 林峰守, 顏敏光, 任巧芸, 李麗薰, 周佳蓉, 林靜芬, 高琪玲, 高懿芳, 張毓君, 張篤倫, 郭耀駿, 陳秀華, 陳碧君, 馮慧瑛, 黃淑麗, 蔣鏡明, 蔡裕棠, 謝文琪, 王九鴻, 江淑真, 游麗雲, 林錦發, 林其瑋, 吳孟霖, 楊昭烈, 石秀鳳, 賴惠芬, 吳麗玉, 許錦中, 張秀櫻, 簡添福, 陳文健, 蔡秀玲, 黃國平, 蔡致和作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4314 游昌發早期歌曲選集 游昌發作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3398 超實用的機縫生活小物 黃思靜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11700 神奇熱縮片的異想飾界= Handmade shrink plastic accessories黃于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11717 金屬線飾品的25堂必修課 何怡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731 簡單實用的寶寶小物 黃思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11748 立體拼豆就醬玩 許勝雄, 簡志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755 鋁線雜貨fun手作= Artistic wire 柚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11762 甜心娃娃的拼布手作 江晏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11779 親手做可愛的拼布玩偶 陳春金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顏襄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友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羅國鶴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羅藝行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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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40326 運動與健康促進: 運動生理正常話 林正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333 農藥藥理與應用: 殺菌劑 曾德賜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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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22807 藝流.系譜.學院之道: 大臺中學院美術教學源流李思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22814 紅樓夢醒: 茶與器.假作真.有還實 池宗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838 孤島問題: 一個台灣藝評人的田野 簡子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4084 黃金雨 何恭上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3307 台灣五月畫會六十四週年會員聯展 吳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925 采真之遊: 羅芳現代水墨作品集 羅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0644 創業的攻略: 開局、風口、增長、長銷 鄭伊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10675 第一次接觸精品咖啡就上手 周詠埕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1304 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 四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7880 鬼仔溪 蔡耀彬著 其他 1

9786267054048 借刀殺人中學 鐵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4055 八尺門的辯護人 唐福睿著 平裝 1

9786267054079 蒼生惶惶惴惴不安 吳威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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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2875 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 第十集 李明悅, 李慈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2882 霧峰向日葵家園. 2021: 銀髮族、幼兒園、身心障礙者融合教育研習活動成果報告王芝婷, 鄭可欣, 林豐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01869 基於系統工程的堅果立方衛星系統開發 呂文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876 貝克特的廣播劇: 探索聲音理論與美學實踐= Samuel Beckett's radio plays: soundings in theory and aesthetic practice葉姿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識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遇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藤造美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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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麗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413 穿在身上的祝福= Hope,that you can wear 林柏薇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0697 阿育王經(中藏對照)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直貢法王赤列倫珠藏譯第1版再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2522 有溫度的手術刀: 一個頂尖外科醫師的黑色幽默陳光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560 百工職魂 目映台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577 學習障礙: 逃不出的學習噩夢 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584 我的失智媽媽: 照顧失智家人,並好好照顧自己陸曉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607 李崇建談冰山之渴望: 幸福的奧義 李崇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621 輸掉的自己 陳函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676 萬物皆有裂縫 阿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1108 觀音心 妙善情 陳金龍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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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1406 紳士與小賊 邦妮.狄(Bonnie Dee), 夏夢.狄文(Summer Devon)著; 曾倚華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444 無聲戲1938 風花雪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81451 無聲戲1938 風花雪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81468 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望三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81475 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望三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81482 雨夏蟬鳴: 與你纏綿 柳孝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499 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望三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9528974 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望三山作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6269528943 每天都夢到死對頭在撩我 墨西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28950 每天都夢到死對頭在撩我 墨西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42413 無聲戲1938. 上 風花雪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42420 無聲戲1938. 下 風花雪悅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2819 我的旅繡時光: 234款精緻可愛的世界地標與風土名物圖樣,用16種刺繡針法就能完成!金賢貞作; 王路甯譯 平裝 1

9789869972826 揪出小毛病!女生愛自己身體大檢查彩色插畫版內山明好監修; 王淳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833 我的心理治療師爛透了 蜜雪兒.湯瑪斯著; 蘇郁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840 1天1分鐘脊椎矯正術: 只要趴對就健康 乾亮介著 平裝 1

9789869972857 堅強很好,脆弱也沒關係 叢非從作 平裝 1

9789869972864 定格超圖解,不甜不膩の手作日式甜點: 日本頂尖和果子專家教你,從內餡、選皮到練切,蒸、烤、微波都可以,一次學會新手也不失敗的關鍵小細節!(暢銷典藏版)宇佐美桂子, 高根幸子作; 劉芳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72871 那些韓劇教我的事 鄭德賢著; 葛瑞絲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888 抗氧化芝麻的飲食奇蹟: 東大醫生傳授的超級食物,一天一匙,兩週身體指數降5歲!一次學會6種抗糖、抗病又抗老的芝麻粉x46道活用料理,吃出健康與年輕!伊藤明子著; 張郁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2895 上班就是要練廢活量 職場來日作 平裝 1

9789860619508 多肉植物栽種聖經完全圖鑑版630 向山幸夫監修; 李亞妮譯 平裝 1

9789860619546 陪伴第一線 最人性化的失智症照護全圖解 鈴木MIZUE, 內門大丈著 平裝 1

9789860619553 如何相愛不相害: 從依附、怨懟、到彼此成全。透過家族治療,探索影響你一生家庭關係的自我成長修復書。李南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寶錸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2

麗嬰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吉祥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蘇老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朧月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蘋果屋



9786269528301 蘇老師的話 蘇老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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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328462 基隆吐露= Keelung loop 阮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358 當代英雄從台灣出發: 台大學生的俄羅斯與後蘇聯行旅金威澄, 李正哲, 李冠儒, 詹竣翔, 江承頤, 曾毓媛, 王立宏, 吳連哲, 廖德融, 劉柏賢, 沈祥茵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9407 蘭室: 世紀老宅第的新故事 蘭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776 成廬詩稿 勞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3820 憲政與國家發展: 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 黃炎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899 母語衰微與問題研究 覃紹則, 馬麗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905 出土文獻與<>校讀 趙朝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3737 太陽神鳥國女王.妙雨= The queen 黃毓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13744 易經今註今譯: 易經裡的秘密 王曉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530 膜拜團體與新宗教簡史 道格拉斯E.考恩(Douglas E. Cowan), 大衛.G.布羅姆利(David G. Bromley)著; 邵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0701 膜拜團體就在我們當中: 與其隱性威脅作持續鬥爭瑪格麗特.泰勒.辛格著; 黃艷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0718 牛津藏明末閩商航海圖研究 周運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0725 社會變遷與實踐調適: 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城市穆斯林馬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0749 宗教研究: 論文寫作與實務 張家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0787 心靈的明燈: 中國化漢阿波多語料文獻轉寫、翻譯與校注= Sirāj al-Qulūb: transliteration,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Sinicized Chinese,Arabic and Persian multi-language corpuses literature馬強, 郭景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0794 臺灣客家與六堆史研究 尹章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039 攝大乘論世親釋記要 李森田記要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1015 光之祭司= Priest of light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601022 我,精靈王,缺錢!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601039 我,精靈王,缺錢!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0601046 光之祭司= Priest of light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8105 普巴扎西仁波切開示集. 第一輯, 臨終須知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8112 普巴扎西仁波切開示集. 第二輯, 禪定精要. 一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8327 圓百的力量: 打造社區 連結世界: 國際扶輪3520地區圓百團隊十年回顧蘇一仲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8334 找到你生命的答案: 懂得真實面對自己活出精彩人生的十個答案李同榮, 陳嘉祥, 陳羅克, 張景榮, 堀江蓋文, 黃健輝, 黃瓊鳳, 游淞竣, 鄭文祥, 顏生健作; 卓天仁主編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騰窯交趾陶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巔峰潛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囊加果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室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5110 看圖說智慧 小片天空作 平裝 2

9789572915110 看圖說智慧 小片天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42274 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 喬律師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642281 周易的刑事訴訟法選擇題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311 身分法(親屬、繼承)爭點地圖 輕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642335 刑事訴訟法文章速覽 曉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342 這是一本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共人力資源管理解題書良文, 育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373 格鬥!政治學 方彥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380 這是一本政治學解題書 程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642397 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解題書 高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642410 紀綱的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紀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642427 高層建築の基礎工法篇 李景亮, 林煌欽, 蘇煜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434 這是一本民法關鍵實務 荷米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441 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 周易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642458 格鬥!公務員法 良文育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465 這是一本行政法解題書 磯貓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642472 周易的基礎刑法總則解題書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489 勞動法文章速覽 游正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496 這是一本身分法解題書 輕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4642502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選擇題 謝安, 小約翰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642519 喬律師的民訴選擇題 喬律師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642526 民法概要 蔡志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642533 這是一本行政學解題書 許多, 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642557 刑事訴訟法爭點地圖 言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642564 這是一本刑法總則解題書(基礎篇) 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642571 就是這本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阿翔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642588 薏偉的家事事件法 薏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595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蔡志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642601 好真!模擬考: 律師司法官一試. 2021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618 紀綱的刑法總則解題書 紀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642625 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歷屆試題解析 熊韻隼(盧啟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632 民事訴訟法文章速覽 薏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642649 好看!四等總複習. 2021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656 祁明的公司法體系解題書 祁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663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選擇題 謝安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1448 不用做實驗就能知道的趣味物理故事 陳俊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1516 人棺 時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31523 誰在你後面!: 臺灣恐怖鬼故事 雪原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531547 毛骨悚然的臺灣靈異事件 汎遇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624 PFC燃脂飲食法: 超簡單!一日六餐瘦身法 林宸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4723 小肺人的半肺人生 謝子瑩口述; 謝子瓔文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30 我在日本的24 hr: 街頭巷尾的常民生活日誌 陳威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4778 跑出最好的自己: 一個中年女子以跑步學習愛與堅持的歷程盧秋瑩著 一版 平裝 1

歡喜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體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讀品文化



9789864454785 刺脊詭譚 班傑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072 玄靈的天平: 白虎宿主與御儀靈姬 秀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096 病毒無公休: 陳秀珍詩集 陳秀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02 李登輝學與學李登輝: 台灣的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董思齊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19 Yes.史瓦帝尼= Yebo.Eswatini 班柯希(Buhlebenkhosi Dlamini), 陳瑩峰(Ean Chen)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26 黃昏市場 凌雲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33 親愛的6c精神科書寫 周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57 下一次鳳凰花開 瑪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64 德吉洛魔法商店: 獻祭羔羊的慘劇 山梗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71 郵購、喬琪、虱目魚: 桂花飄香的南瀛時光 艾莉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88 古.惑之狼女 月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195 倒影 周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201 一位大師的誕生 侯宗華, 洪裕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218 愁城無處不飛詩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225 聽說,聽誰說? 我說你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232 信史 天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478 海螺 流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485 奔跑在太陽升起的地方 賴勝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508 雨中的月亮= Moon in the rain 葉天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515 後庄赤羌仔 郭雅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539 探索生命能量的來源: 細胞大電廠: 粒線體的奧祕王剴鏘, 鄭漢中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546 蘆葦草之曲 四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553 華緣綺語: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師生創作集王萬象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584 電影的口音: 賈樟柯談賈樟柯 白睿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38 命、風、歌 林若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69 陰差實習生 貓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76 出町柳 小村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720 顯微鏡下: 賴欣詩集 賴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737 美好生活的兩個臺灣實踐樣本+ 藺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799 古.惑之狼女 月輪著 其他 1

9789864455805 一位大師的誕生 侯宗華, 洪裕淵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12 聽說,聽誰說? 我說你聽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29 倒影 周牛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36 愁城無處不飛詩 和權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43 小肺人的半肺人生: 341天戰勝罕病NTM,重新奪回呼吸的自由!謝子瑩口述; 謝子瓔文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50 黃昏市場 凌雲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67 蘆葦草之曲: 獸與祭典 四流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74 海螺 流軍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81 雨中的月亮 葉天祥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898 奔跑在太陽升起的地方 賴勝龍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904 後庄赤羌仔 郭雅蘋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9805 力道: 高雄市現代畫學會、台灣南方藝術聯盟聯展. 2021= The strength高雄市現代畫學會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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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9258 見證當代歷史的聲音: 56位人物專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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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5192 神也鬥不過愚蠢= The Gods themselves 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陳宗琛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鷹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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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鸚鵡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8777 因果公案 無極證道院, 武廟明正堂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6015 藝外言中: 朱振南論墨談彩 北京大展= Art beyound art胡懿勳總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52813 高中國文複習週記 徐孟芳等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974 對話式: 高中數學學測複習講義. B, 第3-4冊 白德超, 葉晉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1514 123日的淬鍊: 地理學測複習講義 邱雯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1521 123日的淬鍊: 公民與社會學測複習講義 林倩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1538 高中社會複習週記 李詩偉, 林久媺, 曾露瑤, 林聖凱, 蕭承先, 王彥妮, 吳一晉, 陳建彣, 林貞君, 陳宜君, 林怡芳, 佟以群, 盧昕彤, 陳姿慧, 許俗竹, 趙祐志, 尹詩惠, 廖依俐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1545 高中數學複習週記. A 何俊明等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1552 高中數學複習週記. B 呂庭維等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1569 漸進式閱讀滿分訓練 張玲瑜, 詹嘉芸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81583 高中國文閱讀蝴蝶效應 陳卓欣, 吳佩玹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363 完璧之身的妓女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612370 蛋捲愛情故事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612387 蛋卷爱情故事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612394 当下恋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02 陪葬的天使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19 陪葬的天使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26 谁,才是第三者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33 誰,才是第三者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40 窗边的邂逅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57 窗邊的邂逅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64 三十天的爱恋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71 三十天的愛戀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095 那一場幸福的夢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01 競標百分百男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18 竞标百分百男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25 玻璃心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32 玻璃心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49 假面情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56 假面情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87 天使的交換禮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194 戰慄情人: 風象星座的愛與恨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00 战栗情人: 风象星座的爱与恨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17 縛靈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24 缚灵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31 天使的交换礼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48 當下戀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55 命運之鑰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62 命运之钥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79 惡靈鏡區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86 恶灵禁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293 鬼都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09 鬼都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16 魔女.异游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23 魔女.異遊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笭菁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呅晨



9789860731330 青墓原.異遊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47 青墓原.异游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54 鬼作伴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61 鬼作伴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78 桃花劫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85 桃花劫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392 敲门: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08 敲門: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15 爛鬼樓.異遊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22 烂鬼楼.异游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39 干婴尸.异游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46 乾嬰屍.異遊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53 化劫: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60 化劫: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77 禁狱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84 禁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491 海魂.異遊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07 海魂.异游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14 返魂: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21 返魂: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38 人魚.異遊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45 人鱼.异游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52 死靈.異遊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69 死灵.异游鬼簿. 1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76 试胆: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583 試膽: 禁忌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13 驱魔师.异游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37 灰姑娘: 恶童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51 地狱门.异游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68 地獄門.異遊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75 血孃.異遊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82 血娘.异游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699 九尾妖狐.異遊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729 丑時之女.異遊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750 死魂葬.異遊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774 怨亡錄.異遊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28 禁死令.異遊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42 妖异魔学园.群魔校舍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66 末日审判.异游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80 血岛猎杀.异游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97 妖异魔学园.儿童劫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10 妖异魔学园.血腥十字架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34 总有爱你的一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41 總有愛你的一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58 都市傳說. 1, 一個人的捉迷藏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65 都市传说. 1, 一个人的捉迷藏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72 都市传说. 2, 红衣小女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989 都市傳說. 2, 紅衣小女孩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13 都市傳說. 3, 樓下的男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20 都市传说. 3, 楼下的男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37 都市傳說. 7, 瑪莉的電話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44 都市传说. 7, 玛莉的电话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51 都市传说. 8, 圣诞老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68 都市傳說. 8, 聖誕老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082 睡美人: 恶童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05 妖异魔学园.猩红色月亮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12 都市传说4: 第十三个书架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29 都市傳說4: 第十三個書架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36 都市传说. 9, 隙间女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43 都市傳說. 9, 隙間女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50 都市傳說. 5, 裂嘴女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74 国王的新衣: 恶童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198 妖异魔学园.疫魔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04 都市传说. 5, 裂嘴女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11 都市传说. 6, 试衣间的暗门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28 都市傳說. 6, 試衣間的暗門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35 白雪公主: 惡童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42 白雪公主: 恶童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59 我们爱过了,然后呢?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66 我們愛過了,然後呢?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73 藍鬍子: 惡童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80 都市傳說. 12, 如月車站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297 都市传说. 12, 如月车站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03 蓝胡子: 恶童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10 招租中,戀愛請進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27 招租中,恋爱请进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58 都市传说. 11, 血腥玛丽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65 都市傳說. 11, 血腥瑪麗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396 妖异魔学园.终曲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02 都市传说. 10, 消失的房间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26 都市傳說. 10, 消失的房間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40 都市传说. 第二部. 1, 厕所里的花子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57 電梯: 禁忌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64 电梯: 禁忌录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71 都市传说. 第二部. 2, 被诅咒的广告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495 探病: 禁忌录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501 探病: 禁忌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518 都市傳說. 第二部. 3, 幽靈船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525 都市传说. 第二部. 3, 幽灵船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532 入厝: 禁忌录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549 入厝: 禁忌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570 鬼月: 禁忌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587 鬼月: 禁忌录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00 都市传说. 第二部. 7, 捡到的SD卡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17 都市传说. 第二部. 4, 外送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24 都市傳說. 第二部. 4, 外送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31 扫墓: 禁忌录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48 掃墓: 禁忌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79 都市傳說. 第二部. 6, 你是誰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86 都市传说. 第二部. 6, 你是谁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693 都市传说. 第二部. 10, 瘦长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09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0, 瘦長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16 嫁娶: 禁忌录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23 嫁娶: 禁忌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30 都市传说. 第二部. 9, 菊人形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47 都市傳說. 第二部. 9, 菊人形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54 都市传说. 第二部. 8, 人面鱼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61 都市傳說. 第二部. 8, 人面魚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78 百鬼夜行卷. 2, 水鬼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85 詭軼記事. 零, 眾鬼閑遊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792 诡轶记事. 零, 众鬼闲游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08 制裁列车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15 制裁列車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22 怀孕: 禁忌录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39 懷孕: 禁忌錄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46 百鬼夜行卷. 1, 林投劫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53 百鬼夜行卷. 1, 林投劫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60 笭菁闇语: 噬镜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77 笭菁闇語: 噬鏡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84 都市传说. 第二部. 12, 禁后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891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2, 禁后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907 都市传说. 第二部, 11, 八尺大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914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1, 八尺大人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945 完璧之身的妓女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3952 听你说爱我 Sophia, 尾巴, 笭菁, 晨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3969 百鬼夜行. 卷三, 魔神仔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3976 女人何須楚楚可憐(越辣越幸福)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3983 女人何须楚楚可怜(越辣越幸福)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8108 笭菁闇語. 2, 厄鄰 笭菁著 其他 1

9789860758115 笭菁闇语. 2, 厄邻 笭菁著 其他 1

9789860758122 百鬼夜行卷. 5, 座敷童子 笭菁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968 願你去發光,而不僅是被照亮 樂擎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1956 運動簡易規則= Basic rules of sports 平裝 1

9789860695540 你怎麼沒愛上你自己 陳志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030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及第寶典. 4 Hal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0329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及第寶典. 2 Hal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033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及第寶典. 6 Hal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035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 2 劉豫貞, 鍾松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037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 4 陳櫻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0381 技術型高中語文領域國學常識攻略寶典 楊涵(楊之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5218 老年經濟安全與理財規劃 賀冠群, 廖勇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26066 深度學習實務應用: 雲端、行動與邊緣裝置 Anirudh Koul, Siddha Ganju, Meher Kasam原著; 楊新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155 原來我的塗鴉也可以這麼萌(第2彈) 菊長大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353 實戰Excel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現場 劉必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834 寫給大家的統計學: 秒懂機率與統計,你也可以是人生勝利組Will Kurt著; 王君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841 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2021版 胡秋明, 李成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858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2021版 林文恭研究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865 建築工程管理技能檢定全攻略: 最詳細甲乙級學術科試題解析江軍, 陳佑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872 中老年人快樂學電腦(Windows 10+Office 2019/2016)<>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919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櫃臺作業(微創POS)系統&清潔作業(111年啟用試題)楊潔芝, 楊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7964 鳥哥的Linux私房菜. 伺服器架設篇 鳥哥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27971 Microsoft OneNote 2010: 用實例學最強的情報整理術楊玉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7988 雲端運算 Michael Mille著; 林家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8015 Pro/ENGINEER Wildfire 4.0綜合教材基礎入門 林清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8046 單體式系統到微服務 Sam Newman著; 陳慕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053 WordPress架站的12堂課: 網域申請x架設x佈景主題x廣告申請 (5.x增訂版)張正麒, 何敏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8244 最強行銷武器: 整合行銷研究與資料科學 羅凱揚, 蘇宇暉, 鍾皓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411 資料科學家的實用統計學 Peter Bruce, Andrew Bruce, Peter Gedeck著; 洪巍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428 第一次用WORD寫論文就上手 黃聰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596 Autodesk Revit建模與建築設計(適用Revit 2017-2021,含國際認證模擬試題)翁美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57 Scrum精華指南 Gunther Verheyen著; 鄭偉鵬, 高中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664 深入淺出C# Andrew Stellman, Jennifer Greene原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770 Scratch超人氣遊戲大改造: 動腦想、動手玩,讓程式與遊戲都變有趣!Asobism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787 Go學習手冊 Jon Bodner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794 建築法規隨身讀 江軍彙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028800 金融科技實務與應用: 360度顧客視圖+場景金融劉文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831 C++程式設計的樂趣: 範例實作與專題研究的程式設計課Josh Lospinoso原著; 張耀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65

送存冊數共計：165

溦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謳馨



9789865028855 內行人才知道的系統設計面試指南 Alex Xu原著; 藍子軒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886 發明王多利茲的好點子事務所. 2: 發揮創意,解決問題,拯救貓咪!辛貞昊著; 朴嬉振繪;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909 JavaScript第一次學就上手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916 Excel自動化作業: 使用巨集與VBA 古川順平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8923 Minecraft世界全面攻佔(Switch版): 方塊、指令、動植物、生存、建築與紅石機關必玩技KAGEKIYO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012 TQC+AutoCAD 2022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029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Excel Expert(Excel and Excel 2019)Exam MO-201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036 國營事業考試: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歷屆考題彙編蕭中剛, 許曉鋒, 王韋傑, 張嘉峰, 陳俊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043 親子數學圖解大百科: 小孩更容易懂,不用硬記的超有趣數學寶典!李京美, 金銀璟, 尹貞心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050 輕鬆搞定商業簡報製作: PowerPoint(適用2016&2019版)林文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067 文科生也可以輕鬆學習網路爬蟲: Python+WebScraper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074 學好跨平台網頁設計: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與Bootstrap5超完美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9081 AIoT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商機 裴有恆, 陳玟錡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9098 Oracle資料庫SQL學習經典 辜輝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104 Photoshop超完美入門 Yumi Makino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111 實戰物聯網: 運用ESP32製作厲害又有趣的專題Agus Kurniawan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128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必勝500精選(營造業甲乙丙種適用)蕭中剛, 江軍, 徐英洲, 葉日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135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必勝500精選(一般業甲乙丙丁種適用)蕭中剛, 張嘉峰, 許曉峰, 王韋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173 LEGO Technic不插電創意集: 簡易機器 五十川芳仁(Yoshihito Isogawa)著; 曾吉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29180 LEGO Technic不插電創意集: 聰明酷玩意 五十川芳仁(Yoshihito Isogawa)著; 曾吉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29203 圖解5G的技術與原理 飯盛英二, 田原幹雄, 中村隆治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272 小朋友的第一本最愛圖畫大全集: 線條+形狀的超簡單繪畫遊戲Feltboy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289 小孩漫畫英語會話表達王: 80天開心之旅,就像出國一樣練英語!Shin Tae Hoon, WebtoonEDU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296 Python不廢話,一行程式碼: 像高手般寫出簡潔有力的Python程式碼Christian Mayer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02 漫畫科普冷知識王. 3: 世界其實很精彩,生活就要這麼嗨!鋤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19 第一次學C就上手: 融入專題製作與APCS先修檢測李啟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29326 超人60天特攻本: 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111年統測適用)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33 導覽解說實務 邱怡寧, 李承峻, 林彥妘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29340 Python for Excel: 自動化與資料分析的現代開發環境Felix Zumstein原著; 沈佩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57 STEAM任務總動員: 科學、科技、工程、藝術與數學跨領域動手玩羅伯.比提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64 深入淺出設計模式 Eric Freeman, Elisabeth Robson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71 IFRS經營管理e化實務 蔡文賢, 藍淑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9388 Java學習手冊 Marc Loy, Patrick Niemeyer, Daniel Leuck著; 莊弘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95 如何設計好網站之UX與美學基礎 Tracy Osborn原著; 吳國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401 Photoshop影像編修與視覺設計(適用CC 2019-2021,含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蔡雅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418 旅遊實務 李承峻, 林彥妘, 邱怡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29425 網站最佳化實務: 運用機器學習改善網站,提升使用者體驗飯塚修平原著; 游子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432 JavaScript第一次學就上手 陳惠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449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Excel Expert (Excel and Excel 2019)Exam MO-201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456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Word Associate Exam MO-100王仲麒, 王莉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463 Python架站特訓班: Django 3最強實戰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9470 Python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 看得懂也會做的AI人工智慧實戰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9487 學好跨平台網頁設計: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與Bootstrap 5超完美特訓班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29494 WordPress架站的12堂課: 網域申請x架設x佈景主題x廣告申請(5.x增訂版)張正麒, 何敏煌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29500 SketchUp 2020/2021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彩現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524 遊程規劃實務 林彥妘, 李承峻, 邱怡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29531 C & C++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 歐志信, 陳士傑著五版 平裝 1

9789865029548 資料結構: 使用C++ 蔡明志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029555 Python程式設計與程式競賽解題技巧 Daniel Zingaro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562 精通資料視覺化 Jack Dougherty, Ilya Ilyankou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579 跟我學Access 2010 恩光技術團隊, 江高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586 透視數位攝影技巧. 4: 那些攝影老師捨不得告訴你的祕密Scott Kelby著; 林義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593 iOS 15程式設計實戰: Storyboard與SwiftUI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09 向大師借點子: 跟著偉大科學家、工程師與數學家這樣玩STEAM麥可.巴菲爾德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16 用色鉛筆畫出無敵簡單可愛圖 文寶卿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23 文科生也能懂的Python程式設計: 用Python寫出國中數學解題程式谷尻かおり原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30 活用Google創造10倍效率的遠距工作術 平塚知真子原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47 我想學設計!人氣精選Photoshop影像編修技: 工具x調色x文字x合成x廣告設計楊比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54 第一次用Azure雲端服務就上手 Warner原著; 林班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61 AIoT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商機 裴有恆, 陳玟錡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29678 LEGO Technic不插電創意集: 簡易機器 五十川芳仁(Yoshihito Isogawa)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685 LEGO Technic不插電創意集: 聰明酷玩意 五十川芳仁(Yoshihito Isogawa)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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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029708 文科生也可以輕鬆學習網路爬蟲: Python+Web Scraper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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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29722 國營事業考試: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歷屆考題彙編蕭中剛, 陳俊哲, 許曉鋒, 王韋傑, 張嘉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739 第一次用Word寫論文就上手 黃聰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746 輕鬆搞定商業簡報製作: PowerPoint(適用2016 & 2019版)林文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753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必勝500精選: 一般業甲乙丙丁種適用蕭中剛, 張嘉峰, 許曉鋒, 王韋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760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必勝500精選: 營造業甲乙丙種適用蕭中剛, 江軍, 徐英洲, 葉日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777 PM職涯發展成功手冊: 卓越產品經理的技能、框架與實踐法Jackie Bavaro, Gayle Laakmann McDowell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784 TQC+AutoCAD 2022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791 自由攝影師的生財之道大公開 Rob Sylvan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807 快門瞬間vs.影像永恆 Joe McNally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814 挑戰ASP.NET 3.5互動網站百寶箱: 使用C# 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821 挑戰Dreamweaver CS4互動網站百寶箱: 使用PHP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838 樂在C語言 蔡明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845 簡報+ 韓明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29852 影視後製全攻略: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適用CC)鄭琨鴻, 嚴銘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869 Web應用系統安全: 現代Web應用程式開發的資安對策Andrew Hoffman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876 Illustrator超完美入門 高野雅弘原著; 陳亦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9883 用ASP.NET Core打造軟體積木和應用系統 陳明山, 江通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890 精通JavaScript Marijn Haverbeke原著; 黃詩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06 培養刷題基本功: Python程式設計師的頭腦體操増井敏克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20 Python實戰聖經: 用簡單強大的模組套件完成最強應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37 跳脫建構陷阱: 產品管理如何有效創造價值 Melissa Perri原著; 王薌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44 Mapping Experiences看得見的經驗 James Kalbach原著; 吳佳欣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9951 Google職場活用實戰書: 高效掌握文件、試算、簡報、表單、遠距與會議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68 流程自動化實務: 微服務和雲端原生架構中的協調與整合Bernd Ruecker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75 超級紙英雄聯盟: 無敵戰士對決黑暗勢力的最強變身!四方形大叔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82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111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99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111年啟用試題)林文恭, 葉冠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508 圖解Docker & Kubernetes的知識與使用方法 小笠原種高原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277 LibreOffice 7.x實用範例輕鬆學: Writer、Calc、Impress侯語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001 門市經營實務 楊潔芝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240018 餐飲服務技術 王淑媛, 夏文媛, 林欣宜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240025 Web:AI智慧生活應用 蔡宜坦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032 C++併發處理實戰 Anthony Williams著; 劉超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049 Java SE 7技術手冊 林信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056 房務實務 夏文媛, 王耳碧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240063 Excel自動化作業: 使用巨集與VBA 古川順平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070 Kaggle大師教您用Python玩資料科學,比賽拿獎金石原祥太郎, 村田秀樹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087 Python自學聖經: 從程式素人到開發強者的技術與實戰大全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240094 Word時短術: 用5分鐘搞定一天的文書工作 鈴木眞里子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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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3240117 如何設計好網站之UX與美學基礎 Tracy Osborn著; 吳國慶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124 使用AWS在雲端建置Linux伺服器的20堂課 山下光洋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131 第一次學C就上手: 融入專題製作與APCS先修檢測李啟龍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240148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函數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240155 (最新ITS認證版)Python零基礎入門班(含ITS Python國際認證模擬試題)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162 Excel VBA新手入門: 從基礎到爬蟲實例應用 蔡文龍, 張志成, 何嘉益, 張力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179 PHP8 & MariaDB/MySQL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陳惠貞, 陳俊榮作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40186 HTML5、CSS3、JavaScript、Bootstrap5、 jQuery、jQuery Mobile跨裝置網頁設計陳惠貞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3240193 AIOT與OpenCV實戰應用: Python、樹莓派、物聯網與機器視覺朱克剛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40209 數位科技概論 黃仲銘, 黃建庭, 林易民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240216 企劃+ 韓明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223 軟體專案管理: 軟體專案管理者邁向敏捷式的橋樑Michele Sliger, Stacia Broderick著; 何霖, PMP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230 跟我學DREAMWEAVER CS5一定要會的網頁製作技巧恩光技術團隊, 江高舉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247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Word Expert (Word and Word 2019)Exam MO-101王仲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254 小朋友的100個超簡單玩具總動員: 把不要的東西秒變可愛有趣的玩具Fiona Hayes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261 秒懂設計模式 劉韜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278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 Windows 10+Ubuntu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40285 機器學習: 從入門到進階應用 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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