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2407 風流宰相臥龍床番外集: 尋賊記 ami亞海著 其他 1

9789860642414 二心三意PLUS ami亞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2421 365行之服務業 ami亞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622 Chi-Chi與夢電車 江伯洋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486 卡巴迪運動參與者之人格特質、運動依賴及運動承諾對休閒效益影響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traits,exercise dependence and sport commitment on leisure benefits-Kabaddi sports team players林坤和著 平裝 1

9789869213493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運動公開男子組十項混合全能運動金牌. 一0九年林坤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2953 霸道小公主: 學會尊重不任性 Johanna Lindemann著; Astrid Henn繪; 童夢館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960 喔!小女生會上廁所了 小劉醫師作; bebebear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977 哇!小男生會上廁所了 小劉醫師作; bebebear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984 我把好朋友惹哭了: 不讓好奇心侵犯隱私權 呂淑敏作; Loca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842991 媽媽為什麼愛生氣? 信實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866 小星星=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Iglo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873 如果快樂你就拍拍手=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Iglo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6880 麥老先生有個小農場=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Iglo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4722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Igloo Book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4760 Dinosaurs爆笑恐龍漫畫. 1, 想活命就不要和恐龍講道理!Arnaud Plumeri著; Bloz繪; FunHouse師資團隊, 賴姵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131 Dinosaurs爆笑恐龍漫畫. 2, 恐龍戰鬥力大比拼! Arnaud Plumeri著; Bloz繪; FunHouse師資團隊, 賴姵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5895 再等一下吧！奇奇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1295 小騎士奇奇 我會勇敢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童夢館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6613 Dinosaurs爆笑恐龍漫畫. 3, 別以為吃素的恐龍好欺負!Arnaud Plumeri著; Bloz繪; FunHouse師資團隊, 賴姵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6620 Dinosaurs爆笑恐龍漫畫.４, 愛看熱鬧而丟了小命的恐龍!Arnaud Plumeri著; Bloz繪; FunHouse師資團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0723 學游泳不害怕 李英蘭著;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343 我不吃手手了 Alice Brière-Haquet著; Amélie Graux繪; 戴以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01 不!別亂碰我的身體! 李賢惠著; 金姝利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18 我會善用零用錢了! 申淳哉著; 安信愛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25 我就是想贏!輸贏真的那麼重要? 申淳哉著; 李明愛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32 我會自己收書包! 申淳哉著; 安恩珍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49 我的STEAM翻翻書:生生不息的海洋 智慧鳥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56 我的STEAM翻翻書:無奇不有的動物 智慧鳥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63 我的STEAM翻翻書:多采多姿的地球 智慧鳥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70 我的STEAM翻翻書:不可思議的身體 智慧鳥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87 牙婆婆,我會乖乖刷牙! 苅田澄子著; 岡部理香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094 身體變變變翻翻書 ENJOY美術創意事業部策劃; 章毓倩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25100 按一按,聽一聽: 吼!這是什麼動物?點讀有聲書 葉于瑄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117 按一按,聽一聽: 叭!這是什麼交通工具?點讀有聲書Fun House師資團隊策劃; 花大鼻小文青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124 STEAM圖鑑小百科：動物 Fun House師資團隊策劃; 江淑燕, 黃瀞瑩文稿.圖片整理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131 STEAM圖鑑小百科: 交通工具 Fun House師資團隊策劃; 林晉丞, 郭禹彤, 黃郁棠, 曾皓群, 竇興韻文稿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148 最喜歡媽媽 Liesbet Slegers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155 就是喜歡爸爸 Liesbet Slegers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靝巨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22-04-07)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110101~11103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41%海風的甜度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猫猫文創



9789860725162 小恐龍品格繪本: 都是皮皮惹的禍: 學會誠實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179 小恐龍品格繪本: 了不起的妞妞: 學會獨立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186 小恐龍品格繪本: 安安,別怕: 學會勇敢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193 小恐龍品格繪本: 山的那邊是什麼: 勇於探索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09 小恐龍品格繪本: 誰是蛋蛋的媽媽: 培養責任心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16 小恐龍品格繪本: 候補球員: 學會堅持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23 小恐龍品格繪本: 跳舞吧,威威: 培養自信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30 小恐龍品格繪本: 最好聽的故事: 沉著冷靜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47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不許耍賴: 遵守規則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54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威威,別丟了: 學會拒絕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61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好朋友藥水: 學會尊重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78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誰來幫我採橘子: 學會包容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85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可怕的泥巴龍: 不以貌取人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292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奶奶的鮮魚派: 學會分享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308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妮妮為什麼沒朋友: 學會認同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315 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我比你更棒: 不逞強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322 校有校規: 我在學校會遵守! 羅倫斯.薩拉云(Laurence Salaün), 艾曼紐爾.古夫(Emmanuelle Cueff)著; 吉爾斯.拉帕波爾(Gilles Rapaport)繪; 戴以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339 日常規矩: 我在外面會小心! 羅倫斯.薩拉云(Laurence Salaün)著; 吉爾斯.拉帕波爾(Gilles Rapaport)繪; 戴以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346 家有家規: 我在家裡會注意! 羅倫斯.薩拉云(Laurence Salaün)著; 吉爾斯.拉帕波爾(Gilles Rapaport)繪; 戴以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353 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失竊的珠寶 Megan Hess作; 穆允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360 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時裝秀危機 Megan Hess作; 穆允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377 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海岸假期驚魂 Megan Hess作; 穆允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384 時尚小老鼠克拉麗絲: 夢想成真 Megan Hess作; 穆允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391 加油,不放棄!: 克服困難,超越自己 信實著; 陳維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07 猜猜他是誰?影響世界的名人: 一窺他們的童年趣事!Petra Texlová, Tomáš Tůma作; Tomáš Tůma繪; 穆允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14 中華傳統習俗: 熱鬧過新年 邱嘉慧著; 侯彥禎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21 怪獸牙醫診所. 1, 牙齒逃跑了!拯救牙齒與壞習慣金載城著; 白明植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38 靜不下來的哈利: 翻轉孩子的專注力 成沢真介著; 木村倫子繪; 陳維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45 和別人不一樣,也沒關係!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張有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52 世界傳統習俗: 節慶好好玩 立體遊戲書 邱嘉慧著; HOM的遊樂園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76 怪獸牙醫診所. 2, 巧克力惡魔來襲!牙線清潔大作戰金載成著; 白明植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483 科學偵查隊: 宇宙星球圖解百科 智慧鳥作.繪; 羅性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490 科學偵查隊: 人體奧妙圖解百科 智慧鳥作.繪; 羅性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5551 怪獸牙醫診所. 3, 逃出可怕的餅乾城堡!有益牙齒的食物金載成著; 白明植繪;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568 變身美人魚公主 信實著; 陳維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25575 解救王子的睡美人 信實著; 陳維玉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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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71109 釘錘俠的釘錘戰車(黑白版)= Hammer man's hammer tank(B&W)Ahpa故事.作畫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6773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volume 18editor Cheng F. Le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602 Tales from Albania written by Mark D. Vickers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69

喆盤古形象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HPA C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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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nosco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esa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585 Pink potato book executive editor Tsai-Ming Chang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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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議之美!晶透又夢幻UV膠の手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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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73983 DV8: 私家偵探. 2 紀蔚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072 十種寂寞 簡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133 放逐與王國 阿爾貝.卡謬(Albert Camus)著, 劉森堯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157 張愛玲課 周芬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171 瘟世間 蘇曉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195 I am BLACKPINK 曹永先作; 徐英姬繪; 許文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331 小說家者流 朱西甯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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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74447 聖與魔: 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 周芬伶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454 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 駱以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461 邊界與燈 陳芳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522 江湖在哪裡?: 台灣農業觀察 吳音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584 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 顏擇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607 斯卡羅= Seqaku: Formosa 1867 陳耀昌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621 革命與詩 陳芳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638 掉傘天: 蔣曉雲短篇小說集 蔣曉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645 永遠的山 陳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652 百年好合: 民國素人志. 第一卷 蔣曉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669 紅柳娃: 民國素人誌. 第二卷 蔣曉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805 涼家婦女 顏理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850 台港澳互動變局與奧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與挑戰陳德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904 葉過林隙 周芬伶等作; 初安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4911 只緣身在此山中 簡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928 炎夏之都: 1982/1987 朱天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935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朱天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942 情典的生成: 張學與紅學 周芬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959 童話故事 童偉格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966 毓老真精神 張輝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973 離別賦 張輝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4997 如何學作小妹妹的大哥哥 羅青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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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75031 尋找家園 高爾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048 滄海月明: 找尋臺灣歷史幽光 朱和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055 滿島光未眠 林妏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062 來自大溪: 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士之路 江燦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079 白色畫像 賴香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086 蒙馬特遺書 邱妙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093 夜深人靜的小說家 王定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109 當下四重奏 劉大任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INK印刻文學

Blossom Academy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9789863875116 閱讀寫作公開課: 大學老師神救援,國文上課不無聊!王文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123 茶金創作全紀錄: 劇本.影像.訪談= Gold leaf 徐彥萍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130 新兵生活教練 吳佳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147 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 夏曼.藍波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161 貓 朱西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178 尋畫: 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 林麗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185 舒蘭河上: 臺北水路踏查 謝海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08 王城的護衛者= 王城の護衛者 司馬遼太郎著; 沈發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215 畫夢紀 朱西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222 女兒 零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314 月娘照眠牀 簡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21 地上歲月 陳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38 人間.印象 陳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45 冶金者 朱西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52 晨曦碎語: 我的精神自傳 蘇曉康作 平裝 1

9789863875369 加減乘除 朱西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76 降生十二星座 駱以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83 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 謝曉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390 小說家者流 朱西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406 火山口的音樂 陳家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413 畫虎藍 馮翊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5420 閱讀寫作公開課: 大學老師神救援,國文上課不無聊!王文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437 昨夜雪深幾許 陳芳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451 小兒子. 2, 願我們的歡樂長留 駱以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475 藤纏樹 藍博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75512 如何學做小妹妹的大哥哥: 誰在懷念羅霈穎 羅青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534 光影攝彩: RGB攝影2022攝影作品集 陳賜杰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484 美股警官的實戰選股攻略 施雅棠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65900 打敗疫情: 1年賺1400萬的肥羊養股術 翁建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512 高普考建築工程建築師營建法規: 重點法規歸納及歷屆命題解析W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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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5355 大鹿圖= Dàlù tú 陳曉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7713 文學裡沒有神 沈眠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7706 你的4分33秒 李書修作; 謝麗玲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7219 忘掉焦慮,只要記得人生沒有白費的努力 李月亮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6

送存冊數共計：66

RGB數位攝影研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tudio 11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Standard



9789860667226 餐桌上的偽科學 林慶順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67240 比特幣投資金律: 加密貨幣實戰教學與進階獲利法黃文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7264 讀心師的不敗戒菸法= メンタリズム禁煙法 DaiGo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3701 我錯了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33718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偈語; 大悲咒.心經.念佛法藥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33725 念佛回西方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33732 人人好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編印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33749 學做人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編印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33756 法會專輯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編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735 畢莎普選集. 1: 表演與美術館= Selected works of Claire Bishop. volume 1: performance and art museum畢莎普(Claire Bishop)作; 黃亮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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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0525 哲青談美感養成: 從日常生活中體驗藝術之美 謝哲青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32 劉必榮孫子兵法與談判謀略的34堂課 劉必榮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49 最有趣的歐美近代史: 一聽就上癮!比小說更離奇的歐洲故事吳宜蓉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56 希臘神話故事: 原來神明這麼有事: 從諸神的愛恨情仇看人性徐宇辰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63 聽戴寶村說近代台灣史: 從日治到今日,喚起寶島記憶的故事戴寶村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70 中東發展史關鍵24講: 西方視角外的昔日與現今: 從歷史淵源、教派分歧、政治角力,揭開中東的神祕面紗張育軒作.主講 其他 1

9786267010587 跟著古人學做人!跨越時空的處世智慧: 你的生命困頓,他們也曾有過宋怡慧作.主講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0054 會計審計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9940078 刑法總則 林東茂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940085 監獄行刑法 賴擁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40092 申入剖熙 英文文法 申芷熙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3119 尋找黑天鵝: 加密貨幣時代的散戶生存致富指南林紘宇, 高培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3126 健康產業管理 王萬琳, 應立志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3133 社政法典 張庭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0693140 量子電腦應用與世界級競賽實務 張仁瑀, 徐育兆, 林橋毅, 劉子睿, 林侑恆, 林志鴻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3157 破產法 黎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693164 跨域治理 李長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3171 現行考銓法典= Personnel law 郭如意主編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0693188 國考歐趴: 心理+技巧鍛鍊,陪考教練教你四個月考上國考!小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3195 刑事政策與刑事司法 許春金, 周文勇, 潘怡宏, 林健陽, 柯雨瑞, 曾麗文, 陳麗琪, 謝文彥, 陳玉書, 鍾志宏, 張聖照, 郭豫珍, 葉碧翠, 蔡田木, 韋愛梅, 呂宜芬, 孟維德, 曾正一, 孫義雄, 賴擁連, 李明謹作二版 平裝 1

9789860693195 刑事政策與刑事司法 許春金, 周文勇, 潘怡宏, 林健陽, 柯雨瑞, 曾麗文, 陳麗琪, 謝文彥, 陳玉書, 鍾志宏, 張聖照, 郭豫珍, 葉碧翠, 蔡田木, 韋愛梅, 呂宜芬, 孟維德, 曾正一, 孫義雄, 賴擁連, 李明謹作二版 平裝 1

9786269562909 科技發展與刑事立法 蕭宏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62923 抓住美股小金雞: 一次規劃財務分配、選股、風險,小資金也能有超能力!黃佳文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62930 就業服務乙級 超神記憶攻略 林閔政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8608 <<鬼谷子>>公案徹底終結 朔雪寒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一個人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行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刻鯨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6112 業務升級 醬子硬實力 吳茵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6129 追尋永憩的船錨 張容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76136 追尋永憩的船錨 張容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76143 肽奇蹟= Peptide miracle 葉明功, 王少丰, 黃丞隆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9635 傻瓜的圍牆 養老孟司著; Monica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666 狂賭未來: 韓國首富徐廷珍的Celltrion神話 郭禎秀著; 陳慧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3207 中文閱讀與表達 郭妍伶編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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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攝影記者的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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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48459 理想的讀本: 國文 江江明, 何淑貞, 李玲珠, 李惠綿, 林淑貞, 祁立峰, 張麗珠, 陳惠齡, 曾昭旭, 黃雅莉, 黃儀冠, 楊宗翰, 解昆樺撰述初版 平裝 第5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21749 刺蝟醫生和小幽靈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403 父母珍藏的情書 吳敬基, 李嫻靜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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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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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3643 祝福的意思: 等路台文版有聲書 洪明道作; 穆宣名, 陳余寬朗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03650 遠足 楊慎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667 跟著老爺爺的味道走 劉碧玲著; 吳嘉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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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爐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九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葦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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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3797 心靈低眉那一刻 蕭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803 番薯耍少林 娜芝娜著; 許育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810 夜深忽夢少年事 林保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3827 原來孟子這樣說 傅佩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4046 小說拾光 黃秋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4053 擔馬草水 姜天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4060 如果山知道 黃惠鈴著; 王淑慧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4077 說話的城市 林一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4138 九歌一一0年童話選之未來會記得 黃秋芳主編; 李月玲, 吳嘉鴻, 許育榮, 劉彤渲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4145 九歌一一0年童話選之現在很珍惜 黃秋芳主編; 李月玲, 吳嘉鴻, 許育榮, 劉彤渲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4152 九歌一一0年童話選= Collected fairy stories 2021黃秋芳主編; 李月玲, 吳嘉鴻, 許育榮, 劉彤渲圖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4169 九歌小說選. 一一0年 鍾文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4176 九歌散文選. 一一0年 孫梓評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7592 建築國家考試. 105-109: 建築環境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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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1110 遇見球球大老闆: 認識骨髓穿刺 蔡毅樺, 高淑貞著 其他 1

9789860641127 醫院裡的攝影棚: 認識影像檢查 高淑貞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494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第六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2666 物理. 力學篇: 60分鐘學基礎力學 日本Newton Press作; 馬啟軒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73 光的原理: 在許多科學領域大放異彩 日本Newton Press作; 馬啟軒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80 太陽系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solar system 日本Newton Press作; 黃經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697 元素與離子: 離子的構成與化學用途 日本Newton Press作; 馬啟軒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03 基本粒子: 進入微觀的神祕世界 日本Newton Press作; 馬啟軒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10 生物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biology 日本Newton Press作; 陳朕疆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27 圓周率: 潛藏在圓與球之中無限延續的數 日本Newton Press作; 吳家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34 人工智慧: 浪潮來襲!AI機制發展大解密 日本Newton Press作; 吳家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41 認識相對論: 時空與空間的革命旅程 日本Newton Press作; 賴貞秀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58 基礎心理學: 解讀生活中的大小事 日本Newton Press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65 認識常見精神疾病: 淺析憂鬱症、焦慮症、強迫症等心理疾患日本Newton Press作; 吳家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2772 細胞大圖鑑= Visual book of the cell 日本Newton Press作; 陳朕疆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1337 Damien the duck: student book. 3 chief editor e-learning section 平裝 1

9789865711344 Damien the duck(student book). 2 chief editor e-learning sectio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人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民之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九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心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9789868466593 VOX 015辨識法自學西文超級快 陳源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8011 Blessed Time. 1, 親子版圖文集= Blessed time. 1, sharing & coloring(kids & parents version)張育慧( Hope Chang)作; 張育慧( Hope Chang), 陳巧妤(Yedda Chen), 羅巧雲(Clou Lou)繪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0823 為你,我願成為燭光 李祥文著作; 張琪惠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60830 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 李祥文著; 張琪惠譯 增訂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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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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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63676 新創社群之道: 創業者、投資人,與夢想家的價值協作連結,打造「#先付出」的新創生態圈= The startup community way: evolving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布萊德.費爾德(Brad Feld), 伊恩.海瑟威(Ian Hathaway)著; 洪慧芳翻譯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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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63690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林房雄著; 許哲睿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3744 全球戰場: 美國如何擺脫戰略自戀,面對全球七大安全挑戰?赫伯特.麥馬斯特(H.R. McMaster)著; 譚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3751 活著的每一天: 譚美.達克沃絲回憶錄= Every day is a gift: a memoir譚美.達克沃絲(Tammy Duckworth)著; 郎淑蕾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3829 打造太平洋: 追求貿易自由、捕鯨與科學探索,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程= The great ocean: Pacific worlds from captain cook to the gold rush大衛.伊格勒(David Igler)著; 丁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836 預期投資= Expectations investing: reading stock prices for better returns, revised and updated麥可.莫布新(Michael J. Mauboussin), 阿爾福雷德.拉波帕特(Alfred Rappaport )作; 徐文傑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3843 非典型經營者= The outsiders: eight unconventional CEOs and their radically rational blueprint for success威廉.索恩戴克(William N. Thorndike, Jr.)作; 嚴慧珍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3959 蒙古與伊斯蘭中國: 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 楊海英著;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3980 朝貢、海禁、互市: 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岩井茂樹著; 廖怡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29012 出賣中國: 中共官場貪腐調查報告=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裴敏欣著; 梁文傑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8407 圖解憲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0668414 圖解身體語言 十力文化, 冠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68421 圖解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神樹兵輔著; 吳秋瑩翻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8438 圖解民法總則: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8445 圖解刑事訴訟: 第一次打刑事官司就OK! 錢世傑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527 鯨魚! 五味太郎文.圖; 余治瑩翻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7602 性別、愛與伴侶關係: 來自靈性科學的啟示= Sexuality,love and partnership in the light of spiritual science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著; 陳脩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7619 運命: 生命經驗的模式與意義= Taking charge: your life patterns and their meaning古德潤.伯哈德(Gudrun Burkhard)著; 陳脩平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74443 萬獸之國 黛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74450 萬獸之國 黛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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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74481 聲囂塵上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元生活實踐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十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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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日月書版



9789860774511 陽奉陰違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74528 往日餘生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4535 請勿洞察 matthia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4542 聲囂塵上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4559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0774719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其他 第13冊 1

9789860774566 非人類公所值勤日誌 醉飲長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4702 世紀末書商 八千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74757 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 1, 新任務:美麗魔境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4726 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 1, 新任務:美麗魔境子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4740 妖怪料亭 微混吃等死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74733 妖怪料亭 微混吃等死作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8509 廿一世紀三民主義 杜震華, 周治邦, 周陽山, 林忠山, 林祖嘉, 桂宏誠, 葛永光, 盧信昌, 謝明瑞, 龐建國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5241 國學常識 翁聖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6569 批判哲學的批判: 康德述評 李澤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8235 漢堡式大考英文段落寫作 林君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900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 第二冊 呂昱達等作; 李建良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9218 10堂課練就TED Talks演講力 溫宥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0740 怎麼就到了突尼西亞: 發現10337公里外的奇幻國度徐峰堯著 其他 1

9789571470931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 II 高文芳, 張明哲, 陳正源, 陳其威, 黃信雄, 楊才民, 楊宗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157 寧靜的世界 陳景容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2294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1472300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571472348 新譯宋詩三百首 陶文鵬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546 獅頭人身、毒蘋果與變化球: 因果大革命 王一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560 華裘之蚤: 晚清高官的日常煩惱 張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751 歷史與圖像: 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 王世宗作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72959 新譯圓覺經 商海鋒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297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會. II 葉浩, 何宜謙, 冷則剛, 楊昊, 李建良, 詹鎮榮, 張譯文, 廖宜寧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000 貝貝和好朋友: 園遊會 劉小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031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1473024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1473048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1473154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571473093 學霸筆記: 科學 Workman著; Chris Pearce繪; 高梓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109 學霸筆記: 世界史 Ximena Vengoechea著; Blake Henry, Tim Hall繪; 顏冠睿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116 學霸筆記: 幾何 Christy Needham著; Kim Ku繪; 洪萬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123 歪打正著的科學意外 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22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 下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239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 下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24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 II 王世宗, 皮國立, 張雅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253 數學故事讀說寫: 敘事.閱讀.寫作 洪萬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277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571473284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571473314 文與情 琦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3321 賣牛記 琦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3338 我的第一本宇宙學 沙達德.凱德-薩拉.費隆(Sheddad Kaid-Salah Ferrón)文字; 愛德華.阿爾塔里巴(Eduard Altarriba)繪圖; 朱慶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369 朱子學提綱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383 孔子傳 錢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390 新日檢制霸!N4文法特訓班 溫雅珺, 楊惠菁, 蘇阿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7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



978957147341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會. III, 探究與實作王湘琳, 楊博安, 劉彥甫, 駱雯羚, 羅巧書, 羅婷,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437 公司法要義 許忠信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73444 走我自己的路 李澤厚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3475 內向軟腳蝦的超速行銷: 哈佛、國際頂尖期刊實證,不見面、不打電話、不必拜託別人,簡單運用行為科學,只寫一句話也能不著痕跡改變人心川上徹也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482 美學論集 李澤厚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3512 內部稽核概論 王怡心, 黎振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529 批判哲學的批判: 康德述評 李澤厚作 二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536 我的哲學提綱 李澤厚作 二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543 華夏美學 李澤厚作 二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550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李澤厚作 三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567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李澤厚作 三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574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李澤厚作 三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581 美的歷程 李澤厚作 三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598 美學四講 李澤厚作 三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473604 基礎英文字彙力2000隨身讀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666 隋唐史 王壽南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73673 隋唐史 王壽南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73680 征服統治者的味蕾 南源相著; 徐小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697 德意志的上帝代言人: 杜勒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3710 從語音的觀點談英語詞彙教與學 莫建清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3772 族譜學論集 陳捷先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73796 共感簡報: 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的視覺傳達與溝通技巧三輪開人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74298 共感簡報: 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的視覺傳達與溝通技巧三輪開人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424002 建築物理 江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27980 新譯菜根譚 吳家駒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30539 新譯周易參同契 劉國樑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07136 法院組織法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07143 法學大意題庫攻略 李由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07150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搶分題庫 金融證照研究小組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7007167 農會共同科目(國文/農會法) 陳弘儒, 陳雲飛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07600 導遊/領隊英文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07617 導遊/領隊觀光資源概要 陳亦凡編 十版 其他 1

9786267007624 導遊領隊實務. 二 陳毅弘, 劉力編 十版 其他 1

9786267007648 導遊領隊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6267007655 期貨商業務員高分速成 王必勝審訂 四版 其他 1

9786267007662 導遊領隊英文題庫攻略 程婷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7007686 領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 陳毅弘, 陳亦凡, 龍玉雲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6267007693 導遊人員三合一題庫攻略 陳毅弘, 陳亦凡, 龍玉雲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6267007860 警專英文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7007877 警專國文 陳雲飛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7007884 警專地理 陳亦凡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7090053 土地法規 洪正編著 十版 其他 1

9786267090060 土地登記實務 洪正編著 十版 其他 1

9786267090077 民法與信託法概要 羅揚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6267090084 土地稅法規 洪正, 劉力編 十版 其他 1

9786267090091 地政士不動產實用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二十版 其他 1

9786267090107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高分速成 許于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90237 數學(C)30天輕鬆破關 郭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0244 國文(鐵路十九版) 陳雲飛編著 十九版 其他 1

9786267090251 公民(鐵路二十三版) 洪明明編著 二十三版 其他 1

9786267090268 英文(鐵路十九版)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十九版 其他 1

9786267090275 企業管理概要(大意) 邵康編著 十九版 其他 1

9786267090282 英文(警察六版) 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90299 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30天輕鬆破關 李御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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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090305 警察法規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90329 國文(警察六版) 陳雲飛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90336 警察法規概要 程湘, 墨羲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90343 數學(B)30天輕鬆破關 莫非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0350 餐旅群專業. 一, 30天輕鬆破關: 觀光餐旅業導論陳佳妏, 大心, 辛晨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90367 餐旅群專業. 二, 30天輕鬆破關: 餐飲服務技術、飲料實務田俞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90534 機械製圖實習30天輕鬆破關 陳傑, 張量, 王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0541 鐵路運輸學概要(大意) 陳少偉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90558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30天速成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6267090565 憲法 李由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6267090572 法學知識(憲法+法學緒論) 洪正, 李由編著 十三版 其他 1

9786267090589 設計群專業. 一: 30天輕鬆破關 鄭竹涵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90596 民法概要(司法) 羅揚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6267090602 民法概要(鐵路) 羅揚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6267090619 行政法(概要)搶分小法典 廖震審訂 七版 其他 1

9786267090626 刑法概要(司法) 陳毅弘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90633 刑法概要(警察) 陳毅弘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90640 行政學概要(國營) 黃彥勳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6267090657 法學知識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十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172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運. 虎 巫桓, 巫信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585395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暢銷珍藏版) 王文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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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亞曼(Daniel G. Amen)作; 陳佳伶譯 平裝 1

9789576585678 昆蟲島 香川照之作;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6585715 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 一次搞懂 此生必備的英文文法曾知立作 平裝 上冊 1

9789576585722 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 一次搞懂 此生必備的英文文法曾知立作 平裝 下冊 1

9789576585838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Ahn Chi Hyeon文; TeamKids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585845 (全圖解)一張地圖秒懂世界史: 從智人遷移到氣候變遷,人類大歷史經典地圖版!克里斯穹.葛塔魯(Christian Grataloup)著; 許雅雯翻譯 精裝 1

9789576586071 我把什麼都告訴你,除了喜歡你 知寒作 平裝 1

9789576586132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5, 神祕的裙撐 南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金瑄桓, 林虹瑜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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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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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200 女生最想要的舒服愛 一徹著; 呂盈璇譯 平裝 1

9789576586262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 4: 一條龍餐桌,從家庭料理到副食品: 88+道好吃到噴淚,從嫰嬰到爸媽都愛的料理林姓主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279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 4: 一條龍餐桌,從家庭料理到副食品: 影響深遠的飲食觀念x快速上手的實務技巧林姓主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286 褲子小偷!. 2: 數學怪物王國的冒險關卡 小室尚子作; 張惠鈞譯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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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6586385 韭菜求生!改造散戶腦: 小朋友學投資陪你抗跌追漲、穩定常賺小朋友學投資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392 心福潛能: 經典智慧與科學驗證的七項幸福實踐法則瑞克.韓森作; 鄭百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408 潛富: 成為真正富人的潛意識關鍵 約瑟夫.墨菲作;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415 真正的你,和你想的不一樣: 揭開「我」獨一無二的專屬人生,觸發生命改變的108個神奇問答珍妮.李作; 鄭百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422 共感對話: 1分鐘讓人喜歡的對話術 永松茂久作; 陳令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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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徐月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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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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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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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521 圖書館裡的祕密 安藤忠雄文; 秦好史郎圖; 李昀蓁譯 精裝 1

9789576586538 微笑商店 喜多村惠文.圖; 郭庭瑄譯 精裝 1

9789576586545 富小孩與窮小孩: 給現代青少年的2堂財務思維課郝旭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三易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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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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公使 延尚昊作; 崔圭碩繪; 徐月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586798 地獄公使 延尚昊作; 崔圭碩繪; 徐月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586583 醫易閑話: 名醫李時珍第十六代胡塗醫結合古傳中醫與易學的88堂醫道課胡塗醫作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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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651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7: 學習與大腦 BomBom Story文; 劉永勝圖; 牟仁慧譯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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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682 商界菁英搶著上的六堂藝術課: 30幅畫X6大關鍵字X6大習作,扭轉框架限制,建立觀點,快速判斷,精準決策末永幸步作; 歐兆苓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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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743 今天,還愛我嗎?(2021新修收藏版) 尾巴著 平裝 1

9789576586750 太熱的話,脫外套就好啦! 吉竹伸介作;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6767 科學柯南新聞直播室 青山剛昌原作;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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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586781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8: 運動 BomBom Story文; 劉英勝圖; 陳建安譯 精裝 1

9789576586804 科學發明王. 32: 保護地球大作戰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6811 哈佛X史丹佛成就超一流邏輯思維的33問: 鍛鍊AI時代能勝出的未來力狩野未希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828 生命之鑰: 諾貝爾獎得主親筆呈獻 一場對生命奧秘的美麗探索保羅.納斯(Paul Nurse)作; 邱佳皇譯 平裝 1

9789576586835 貓咪與國王. 1, 新家三十七號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文.圖; 鄧捷文譯 平裝 1

9789576586842 貓咪與國王. 2, 戴皇冠去上班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文.圖; 鄧捷文譯 平裝 1

9789576586859 謝明哲博士的保健食品全事典 謝明哲作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6586897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6586927 世界史偵探柯南. 6, 開膛手傑克的罪行 青山剛昌原作; 狛枝和生漫畫;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6941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6, 道別吉普賽 南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金瑄桓, 林虹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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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6586965 天才麵包理髮師. 2, 夢幻小鎮= Bread barbershopMonster Studio文.圖 精裝 1

9789576586972 食療聖經(減重版): 終極瘦身 麥克.葛雷格著; 李明哲譯 精裝 1

9789576586989 你這麼可愛,留給懂的人來愛 口罩男著 平裝 1

9789576587009 慣性討好: 讓善良有底限,修復失衡關係的18堂正向情感連結治癒課蘇絢慧著 平裝 1

9789576587047 好好再見 不負遇見 黃山料作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6587054 跑跑薑餅人腦力激盪遊戲. 1, 烤箱大逃亡 Devsisters作; 李東鎮繪; 牟仁慧譯 精裝 1

9789576587061 跑跑薑餅人腦力激盪遊戲. 2, 世界大闖關 Devsisters作; 李東鎮繪; 牟仁慧譯 平裝 1

9789576587078 練習蔬食: 超過100道多元營養搭配的純植料理李賢珠文; 張鈺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092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6587108 跑跑薑餅人. 10, 驚奇魔法的科學 趙珠熙文; 李泰榮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7122 設限,才有好關係: 不築牆也不揮霍善良,斷絕讓自己累到厭世的偽關係內達拉.格洛弗.塔瓦布(Nedra Glover Tawwab)著; 陳佳伶譯 平裝 1

9789576587139 元宇宙時代 李承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146 消除數位過勞的56個練習 西多昌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153 精準提問的力量(經典暢銷版): 成功人士都用這11種策略提問法,掌握關鍵,破解僵局,提高價值= Ask more: the power of questions in an age of chatter法蘭克.賽斯諾(Frank Sesno)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576587160 人間 又吉直樹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177 尋龍歷險記. 7, 口吐劇毒的暴戾巨龍 林詩敏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184 住家裡的小妖怪 齊藤洋作; 宮本悅美繪; 伊之文譯 精裝 1

9789576587191 動物界的小妖怪 齊藤洋作; 宮本悅美繪; 伊之文譯 精裝 1

9789576587207 極限返航 安迪.威爾(Andy Weir)作; 郭庭瑄譯 平裝 1

9789576587221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Ahn Chi Hyeon文; TeamKids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6587238 科學實驗王. 第二部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587245 昆蟲島 香川照之作;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6587252 戰鬥吧!成語: 登入厭世伺服器 厭世國文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269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11, 布拉格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牟仁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276 做孩子需要的媽媽,就好 郭葉珍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6587283 世界史偵探柯南. 7, 埃及豔后的魅力 青山剛昌原作; 狛枝和生漫畫; 黃薇嬪譯 平裝 1

9789576587290 普通兄妹的祕密日記 普通兄妹原著; 姜孝美文; 趙秉周圖; 徐月珠譯 精裝 第1冊 1

9789576587399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著;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7405 大概是時間在煮我吧 張西作 平裝 1

9789576587412 超好懂!希臘羅馬神話讀本 崔雪姬著; 韓賢東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587429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6587535 里斯本尋寶記 Podoal Friend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7542 少即是多: 棄成長如何拯救世界 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著; 朱道凱翻譯 平裝 1

9789576587580 最強對決. 5, 裂口女VS小丑 蔡詩中文; 陳葆元, 雷歐, 林迪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566 傳藝布袋戲: 台灣手作木偶工藝. 偶衣篇(中英日對照)= Inherited puppet art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573 神醫墨浪: 布袋戲音樂劇合輯 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劇本創作; 迴響樂集音樂創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3604 西餐料理一把罩(精進版) 周景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4062 這是哪一則童話? 橋瓦娜.曼特加札(Giovanna Mantegazza)文; 多娜塔.蒙特納利(Donata Montanari)圖; 李紫蓉譯寫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4079 好棒的水 橋瓦娜.曼特加札(Giovanna Mantegazza)文; 西蒙娜.穆拉札尼(Simona Mulazzani)圖; 李紫蓉譯寫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48648 新編國語辭典 國語字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7648655 學生標準國語辭典 國語字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699 臺灣人如何談戀愛呢?: 再老也要結婚一次= How do Taiwanese fall in love?: you have to get married once no matter what your age is.葉子玄(Cathy Yeh), 林麗容(Marianne Lin)合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8021 其維哲人 告知話語: 雜談老子思想及其大器應用之未來學田台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3740 鐵道旅行.幸福111 吳柏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7124 動物偽裝大師: 是誰躲在裡面? 馬可.馬汀(Marc Martin)文.圖; 鄭玥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7179 歡迎來我家!世界上最奇妙的10種住家 辛妮.托普(Signe Torp)文.圖; 黃茉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7186 丹丹哈啾! 清野幸子文.圖; 鄭明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7193 丹丹躲貓貓 清野幸子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7209 丹丹嚼嚼嚼 清野幸子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7216 丹丹一起來玩吧 清野幸子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7223 丹丹刷牙刷-刷-刷 清野幸子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7230 丹丹尿尿噓-噓- 清野幸子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7377 好朋友俱樂部 蘇菲.葛莉薇文.圖; 賈翊君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7627384 好朋友俱樂部 蘇菲.葛莉薇文.圖; 賈翊君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揚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友

送存種數共計：88

送存冊數共計：90

三昧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誼文化



9789579065580 麵包機的私房料理 杜佳穎, 林亦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65597 魯邦種的奧義 賴毓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65603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22 張清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610 藝術果凍畫花 卞柔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65627 中餐烹調丙級完勝密技(葷食) 鄭至耀, 李舒羽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745 風城裡的快樂天堂: 新竹動物園再造與重生 翁禎霞文; 黃祈嘉圖 初版 平裝 3

9789860609790 大力士女孩 姜義村文; 貓魚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8303 Remember Boris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01999 機械常識 林柏超編著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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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5119 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翊銜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5205126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5205133 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 翊銜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5205140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5205225 (升科大四技)餐飲服務技術(歷年試題+模擬考)畢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5478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黃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5515 電工機械(含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程昊編著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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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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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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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其他 1

9789865205874 (升科大四技)電工機械(含實習)完全攻略 鄭祥瑞, 程昊編著 第1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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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5935 (專技高考)職業衛生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二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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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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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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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也是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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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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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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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製造總複習測驗卷 溫晉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697 (升科大四技二專)機件原理總複習測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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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測驗卷 畢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06727 (升科大四技二專)英文總複習測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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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職總複習測驗卷 學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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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6857 (升科大四技二專)國文總複習測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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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7205 (鐵路特考)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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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7328 (高普考)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二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7335 (國民營事業)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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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7571 (鐵路特考)鐵路英文 歐森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5207779 (高普考)民法親屬與繼承編(含概要) 成宜霖, 羅格思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5207786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七版 其他 1

9789865207793 (關務特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與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7953 (高普考)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德芬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5208073 (鐵路特考)逼真!英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5208394 (關務特考)關務英文 王英, 賴祖兒編著 第二十版 其他 1

9789865208400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 成宜, 德芬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5208639 (高普考)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5208646 (高普考)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8806 [消防設備師士]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傅維廷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208813 (高普考)尹析老師的行政法觀念課: 圖解、時事、思惟導引尹析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8912 (升科大四技二專)電工機械(含實習)總複習測驗卷高賦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8929 (國民營事業)絕對高分!企業管理(含企業概論、管理學)高芬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08943 (消防設備師士)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208950 (高普考)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頻出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5208967 (國民營事業)8堂政府採購法必修課: 法規+實務一本go!李昀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8974 (鐵路特考)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875658 (一般警察/警察特考)法學緒論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8981 (司法特考)法學大意測驗勝經 成宜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208998 (消防設備師士)火災學(含概要) 夏鵬翔編著 第十五版 其他 1

9789865209001 (高普考)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第十九版 其他 1

9789865209018 (高普考)公共管理(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5209025 (高普考)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五版 其他 1

9789865209032 (高普考)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第三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9049 (國民營事業)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成宜編著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5209056 (鐵路特考)公民 邱樺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5209063 (鐵路特考)法學大意 成宜編著 第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209100 (高普考)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9322 (一般警察/警察特考)警察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5209339 (升科大四技二專)程式設計實習總複習測驗卷 林柏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9353 (高普考)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舒懷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5209360 (國民營事業)自動控制 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翔霖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5209407 (不動產經紀人)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釋義+試題演練)陳旭鳳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09414 (不動產經紀人)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林筱涵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5209438 (消防設備師士)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四合一超級詳解洪玉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5209445 (高普考)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5209452 (高普考)公共政策精析 陳俊文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5209483 (國民營事業)企業管理頂尖高分題庫(適用企業概論、管理學)陳金城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5209506 (警專入學考)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09513 (鐵路特考)逼真!企業管理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陳金城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6263370012 (升大學測)數學(A)科全真模擬考 學寧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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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27561 上門女婿: 強勢逆襲 八寶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7578 棄婦難為: 第一特工妃 上官熙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7585 盛世權謀: 紅妝傾天下 風輕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4

送存冊數共計：144

千華駐科技



9789575927592 嫡女為謀: 重生之傾世毒妃 風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927608 誘妻成癮: 顧少的天價蠻妻 青小蚨著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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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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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6210 跟著清大教授學數學:生活中發現數學 宋瓊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227 跟著清大教授學數學: 數學中發現奧秘 宋瓊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6241 國中小必讀: 科學名詞圖解辭典 金亨真, 尹庸碩, 崔熙貞著; 金錫, 宋祐汐繪; 王筱萱, 李敏姝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857 大畫西游= Journey to the west 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03864 走光的紙月亮= Paper moon following the light 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4640 如果野牛做夢= If bison can dream 張宏圖[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6581 許傑輝新書 許傑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765 自信心練習題 芭芭拉.馬克威, 西莉亞.安佩爾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826 150cm life. 2 高木直子圖.文; 常純敏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1796956 對自己好一點: 平息內在風暴的善待之書 蘿拉.希爾伯斯坦-蒂奇(Laura Silberstein-Tirch)著;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918 女人們啊! 伊丹十三著; 張秋明譯 平裝 1

9789861796925 一個人住第9年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6932 在霧外為你說話 陳繁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6949 我的30分媽媽. 2 高木直子著; 陳怡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7007 如果我有勇氣失去你 原子邦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7021 視覺思考遊戲書 葛瑞斯.摩爾著(Gareth Moore);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7038 不生病的日子真好: 寫給你的健康長壽寶典 鈴木祐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7045 55歲開始的Hello Life 村上龍著; 張智淵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51631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歷代志. 上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648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歷代志. 上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51655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歷代志. 下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662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歷代志. 下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51679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以斯拉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51686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尼希米記 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693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尼希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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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心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大樹音樂圖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光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2110 創新概念混成: 逐步設計思考 楊朝陽, 傅翊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1282 女生最愛看的53個心理測驗 王郁婷編著 其他 1

9789864111480 男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沙嘯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11503 星座魅力智慧書 阿爾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11527 開運風水大師: 簡易開店風水輕鬆學 常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4608 石島你有封馬祖未接來電 林益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8490 為了配合你，我總是苛刻的對待自己 積田美也子作;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8513 聰明工作者都會的防呆技術 飯野謙次作; 林佑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8858 飆股的長相：一根K線就能賺價差，比別人先看出「就是這支股票」，以及「何時該賣」的訊號林則行著; 鄭舜瓏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548865 飆股的長相: 一根K線就能賺價差，比別人先看出「就是這支股票」，以及「何時該賣」的訊號。林則行著; 鄭舜瓏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548902 讀起來絕對不沮喪的日本史 古市憲壽著; 賴詩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8919 拿得起放不下的有趣日本史：想從哪一章讀起都可以，只說故事不講術語，六種角度解構日本大歷史古市憲壽著; 賴詩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8926 養成有錢體質: 如何用最快速度存到100萬,又不會降低生活品質?日本理財大師只靠三本存摺,提早財富自由橫山光昭著; 方嘉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8933 養成有錢體質: 如何用最快速度存到100萬,又不會降低生活品質?日本理財大師只靠三本存摺,提早財富自由。橫山光昭著; 方嘉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48957 概念股夯什麼?從零開始的IT圖鑑: 智慧型手機、AI人工智慧、3D列印、半導體、虛擬貨幣......讓你從基礎科技入門,明白概念股到底在夯什麼三津田治夫, 武田侑大, 岩崎美苗子著; 林信帆譯初版一刷 其他 1

9789865548988 1%的努力，贏過99%的人 西村博之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213 好人主管的狡猾管理學 井上和幸著; 劉錦秀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42367 時間醫學調理法：免吃補就有精氣神，遠離三高、憂鬱、糖尿病大塚邦明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374 時間醫學調理法：免吃補就有精氣神，遠離三高、憂鬱、糖尿病大塚邦明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435 台指期傻瓜當沖法，讓我本金翻5倍：三種K棒走勢＋操作三原則，不鑽研個股、不盯籌碼， 當天下單當天賺，下班回家接著賺！Queen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442 奧客退散！： 絕不說「我們會負責」、不輕易理賠……勇敢拒絕不當要求，這樣處理客訴，生意才會做更大島田直行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510 婦科女醫的私密門診：每天一分鐘溫活訓練，改善經痛、婦女病和不孕症，讓妹妹溫潤緊實駒形依子著; 高佩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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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4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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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42589 領導不需要頭銜: 不帶團隊,你也不用一個人做少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596 價值投資之父葛拉漢：賺錢人生 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619 領導不需要頭銜: 不帶團隊,你也不用一個人做少毅著 出版 其他 1

9789860742626 價值投資之父葛拉漢：賺錢人生 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633 數字表達法，5秒內獲得100分評價！：為何一開口，就讓我的評價被大扣分？山本崚平著; 高佩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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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4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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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42688 7天救回國中英文：從20分快速進步到70分。用你一定可以理解的順序編排，重新打好說、讀、寫、考試基礎。岡田順子著; 陳琇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800 疲倦的青少年: 只有成人才會累?現今青少年受疲勞所苦的比例,幾乎跟流行病一樣: 從醫師觀點了解到底怎麼一回事菲力普.R.費雪(Philip R. Fischer)著; 廖桓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817 疲倦的青少年: 只有成人才會累?現今青少年受疲勞所苦的比例,幾乎跟流行病一樣: 從醫師觀點了解到底怎麼一回事菲力普.R.費雪(Philip R. Fischer)著; 廖桓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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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4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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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42909 對管理發起挑戰 一倉定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916 改變世界文化的13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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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船診療室 凱蒂思.佳莉莉(Candice Jalil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4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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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嶋祥譽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961 一個人的療癒 約翰.詹姆斯(John W. James); 羅素.傅里曼(Russell Friedman)著; 林錦慧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074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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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嶋祥譽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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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南國生活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同大學



9786267041017 7,000萬爆款文案賣貨聖經 兔媽(李明英)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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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41208 每個孤獨的靈魂都值得被看見: 同類自會循聲而來。阿紫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215 做自己,還是坐職升機? 郭艾珊著 其他 1

9786267041222 做自己,還是坐職升機? 郭艾珊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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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1260 數位肢體語言讀心術: 在數位生活中,當字面意思,變成 「我不是那個意思」......透過螢幕溝通有訣竅!艾芮卡.達旺(Erica Dhawan)著; 李宛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345 過好任何一種生活 慈懷讀書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444 早午餐聖經 吳充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475 蘋果、亞馬遜都在學的豐田進度管理: 不白做、不閒晃、不過勞,再也不會說「來不及」桑原晃彌作; 李貞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1505 美股獲利入門,睡覺時間賺遍全世界 上本敏雅作; 李貞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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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1529 改變世界文化的13本書：讀什麼決定我們成為誰。這些暢銷書如何改變了我們說話、思考模式、行為舉止甚至成功標準。潔絲.麥克休(Jess McHugh)著; 吳宜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543 散漫者的學習法 金應準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550 收入增長10倍的致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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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1581 早午餐聖經 吳充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598 過好任何一種生活 慈懷讀書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604 最強的一頁報告= 한 장 보고서의 정석 朴信榮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611 收入增長10倍的致富行為: 固定不等於穩定,不冒險才是高風險,不必多10倍努力,口袋自動加深10倍的理財思維田端信太郎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628 過好任何一種生活 慈懷讀書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635 我買台指期,管它熊市牛市,年賺30%: 一種規則,兩種行情,不到5萬本金,超簡單123法則,100萬輕鬆變成200萬陳姵伊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1642 我買台指期,管它熊市牛市,年賺30％: 一種規則,兩種行情,不到3萬本金,超簡單123法則,100萬輕鬆變成200萬陳姵伊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1659 我買台指期,管它熊市牛市,年賺30％: 一種規則,兩種行情,不到3萬本金,超簡單123法則,100萬輕鬆變成200萬陳姵伊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1666 高效所得者的快速閱讀法則 金川顯教作; 黃怡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703 高所得者的高效閱讀法 金川顯教作; 黃怡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710 豐田の溝通,比JIT更強的管理利器 山本大平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727 單親雙寶媽買美股,每月加薪3萬 Donna著 其他 1

9786267041734 單親雙寶媽買美股,每月加薪3萬 Donna著 其他 1

9786267041741 美股獲利入門，睡覺時間賺遍全世界 上本敏雅作; 李貞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758 美股獲利入門，睡覺時間賺遍全世界：精選25檔增利股，年年發股利，提前布局未來四騎士，大賺價差。上本敏雅作; 李貞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765 別用努力感動自己 劉睿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796 我的收藏藝術: 最神祕的圈子、最昂貴的學習、最精彩的回報許宗煒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1819 散漫者的學習法: 寫給坐不住30分鐘以上,考試仍想金榜題名的你。金應俊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826 散漫者的學習法: 寫給坐不住30分鐘以上,考試仍想金榜題名的你。金應俊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857 不跑業務的時代: 遠距推銷的48個法則: 懶得跑業務、不想跑業務,依然創造頂尖業績。怎麼做到?讓20年遠距銷售經驗專家告訴你。菊原智明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1864 不跑業務的超業：努力跑客戶就會有業績的時代，已經結束，想讓業績更快翻倍，你需要事半功倍的遠距銷售法則！菊原智明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932 最強的一頁報告 朴信榮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1949 最強的一頁報告 朴信榮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9235 風華歲月: 黃秋燕原創作品集= Original works portfolio of Huang Chiu-Yen黃秋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089242 斗數十日 張國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2775 一個繡法就搞定: 微。刺繡 sashikonami作; 方冠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127 在家狂接單!羅爸極速秒殺烘焙甜點 羅因福(羅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134 名家書法練習帖: 王羲之.蘭亭集序 大風文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141 咒術迴戰最終研究: 特級咒靈解析禁書 コスミック出版編輯部作; 廖婉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189 靜心習字.日日書寫 Jason Su, 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516 跟著大師寫心經(忘憂版): 一日一禪語,遇見美好的自己愛生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523 美字靜心.日日抒寫 Jason Su, 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530 一鍋到底,搞定三餐の湯料理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5

送存冊數共計：75

大衍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5133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2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55157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3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92824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 (宋)淨源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92831 妙法蓮華經通義 (明)南嶽沙門憨山釋德清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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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63306 經絡養生八段錦.進階 林明道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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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63467 MMA擂台纏鬥基礎 陶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566 徐延祚醫學全書 高凱, 于永敏, 李國信, 龐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573 形意八卦拳 賈保壽著; 武大偉整理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3580 無門關譯解 (宋)無門慧開撰; 王坤宏譯解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597 本草類方 (清)年希堯原著; 呂靜, 于永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3603 太極拳心法體用驗證與釋秘 宋保年, 楊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3610 京東程式八卦掌 奎恩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3627 武學內勁入門實操指導 劉永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3634 董氏奇穴臨床治療精華 楊朝義, 楊雅冰主編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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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准天王方天龙最常被粉丝问到的问题,一次解释给你听方天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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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 蓝橘子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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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擎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展

大乘定香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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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5653 菊池體操(終極版): 從25到95歲都能做的最強健康操菊池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5660 慢一點,小林弘幸的究極健康法: 每天15分鐘的神奇改變(特裝版)小林弘幸著; 林佳翰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66349 書道全集. 第一卷, 殷.商.秦 于還素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66356 書道全集. 第二卷, 漢 戴蘭村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363 書道全集. 第三卷, 三國.西晉.十六國 于還素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370 書道全集. 第四卷, 東晉 戴蘭村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387 書道全集. 第五卷, 南北朝I 于還素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394 書道全集. 第六卷, 南北朝II 于還素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400 書道全集. 第七卷, 隋.唐I 戴蘭村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417 書道全集. 第八卷, 唐II 戴蘭村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424 書道全集. 第九卷, 唐III.五代 洪惟仁譯; 洪惟助校訂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66431 書道全集. 第十卷, 宋I 于還素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448 書道全集. 第十一卷, 宋II 三版 精裝 1

9789860766455 書道全集. 第十二卷, 元.明I 洪惟仁譯; 洪惟助校訂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66462 書道全集. 第十三卷, 明II.清I 洪惟仁譯; 洪惟助校訂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66479 書道全集. 第十四卷, 清II 洪惟仁譯; 洪惟助校訂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66486 書道全集. 第十五卷, 補遺 洪惟仁譯; 洪惟助校訂 二版 精裝 1

9789860766493 書道全集. 第十六卷, 印譜 洪惟仁譯; 洪惟助校訂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3305 邊吃邊畫2.0: 365天跟著畫家吃遍台南美食 侯文欽圖; 楊淑芬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41209 銀河鐵道之夜: 照亮徬徨人心的永恆曙光,宮澤賢治經典短篇集宮澤賢治作; 劉子倩譯; 凌嘉陽, 盧天怡朗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1407 金閣寺: 三島由紀夫樹立西方文壇聲譽最高傑作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蕭定睿, 蔡惠月朗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41773 懂錢滾錢: 打造最強個人財務系統,美國「預算天后」改造100萬人的財富指引= Get good with money: ten simple steps to becoming financially whole蒂芙尼.阿里奇(Tiffany Aliche)著; 周怡伶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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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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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41995 禁色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2008 從此以後 夏目漱石著; 林皎碧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7102015 春琴抄 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7102046 順著大腦來生活 大衛.洛克(David Rock)著; 黃庭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2060 操控人心的致勝武器!贏家祕傳的暗黑心理學套書(漫畫 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暗黑心理學+漫畫 從厭世王到人氣王的暗黑心理學)齊藤勇監修; 卓惠娟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102077 華爾街刺蝟投資客: 教父級分析師巴頓.畢格斯教你掌握金融市場的人性、紀律與基金經理人的不傳之祕= Hedgehogging巴頓.畢格斯(Barton Biggs)著; 王柏鴻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7102121 專家機密 羅素.布朗森(Russell Brunson)著; 李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2152 10分鐘入禪休息法 歐文.奧侃(Owen O'kane)作; 葉織茵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102169 大撒錢 巴瑞.里索茲(Barry Ritholtz), 亞隆.塔斯克(Aaron Task)作; 陳松筠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2237 要求特別多的餐廳: 尋回失落初心的澄淨原野,宮澤賢治經典短篇集宮澤賢治作; 劉子倩譯; 江志倫, 謝佼娟, 葉又菁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6267102244 假面的告白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譯; 蕭定睿朗讀 其他 1

9786267102350 機率思考(威力加強版套書): 從華爾街、拉斯維加斯到商業世界都在用的「高勝算思維法」(機率思考＋莊家優勢)羅伯.麥修斯(Robert Matthews), 馬愷文(Jeffrey Ma)著; 高英哲, 林麗冠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陸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復成東興



9789860777000 告別失智：一本書解釋大腦如何運作，以及你該怎麼吃、怎麼思考，活化腦力，維持永智人生林錦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7031 暗數據: 被看到、被聽到、被測量到的，往往不是「真凶」大衛.漢德(David Hand)著; 賴盈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7062 成為洞穴 川貝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7307 影之島= L’isola delle ombre Davide Calì著; Claudia Palmarrucci繪; 穆卓芸譯 精裝 1

9789860777444 田中央作品集= Fieldoffice incomplete works,1994-田中央工作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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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77512 T子%%走. 1 穀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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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77536 怎麼連結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77543 渾沌 夢枕貘文; 馬世儀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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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遠方: 聖塔菲印象 阿力金吉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574 神曲: 但丁逝世七百週年.精華圖像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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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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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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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77680 疫年記西藏 唯色(Tsering Woes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697 洞= La Layenda de don Fermin 馬努葉爾.馬爾索(Manuel Marsol)繪.著;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77703 臺北之胃 余白(Hubert Kilian)文字.攝影; 賴亭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796 我做了什麼會產生職業倦怠: 停止責備自己,放下讓你內疚、自責、不安的惡劣職場= 내가 뭘 했다고 번아웃일까요安珠延著; 梁如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819 阿共打來怎麼辦: 你以為知道但實際一無所知的台海軍事常識王立, 沈伯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826 你犯了顛覆臺灣水果釀造的罪 寇延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840 拔一根頭髮,在幻想的森林中漫步: 101個哲學的日常體驗= 101 Expériences de philosophie quotidienne羅傑-坡爾.德瓦(Roger-Pol Droit)著; 胡引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7857 人生4千個禮拜: 時間不是用來掌控的,直面「生命的有限」,打造游刃有餘的時間運用觀奧利佛.柏克曼(Oliver Burkeman)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918 焦慮世代: 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安的社會= Tänk om : en studie i oro羅蘭.保爾森(Roland Paulsen)著;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925 從易經解六祖壇經 劉君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932 金老佛爺的韓式餐桌: 小菜.鍋物.下酒菜.韓劇韓綜必吃美味,45道私房料理指南金老佛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949 圖繪韓國料理 露娜.京(Luna Kyung)著; 安芝(Ahnji)繪; 黃意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7963 異形世界= La Nacionalien 桑德羅.巴希(Sandro Bassi)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6267118023 從零開始打造月經平權: 從使用者到創業家,台灣第一本生理用品發展紀錄谷慕慕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18030 解憂夢境書 潔琪.莫理斯(Jackie Morris)著; 韓絜光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118047 (漫畫行為經濟學)經濟學不思議 佐藤雅彥, 菅俊一著; 高橋秀明繪;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18054 卡里古拉= Caligula 卡繆(Albert Camus)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18061 誤會= Le malentendu 卡繆(Albert Camus)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18085 錯把工作當人生的人: 讀懂同事小劇場,擺脫無用情緒包袱,劃清職場與生活界線=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job for his life娜歐蜜.夏拉蓋(Naomi Shragai)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6918 專業麵包師的抉擇: 新時代的麵包製作法 竹谷光司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6925 麵包教科書. 2: 40種人氣麵包,2500張步驟圖解,從基本麵糰到進階變化,保證易學零失敗!坂本里香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6932 維也納/酥皮類麵包聖經 傑若米.巴斯戴(Jérémy Ballester), 尚馬希.拉尼奧(Jean-Marie Lanio), 奧利維耶.瑪涅(Olivier Mange), 湯瑪斯.馬希(Thomas Marie)作; 林惠敏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2043 國朝的興亡史: 開國 趙國華, 韓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6315 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 廣東十三行的崛起 羅三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6339 中華姓氏的起源與宗族家門的傳承 李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6346 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 廣東十三行的變革 羅三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6353 茶金帝國與海上絲路 羅三洋著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16360 故宮宴 苑洪琪, 顧玉亮著; 蘇徵樓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旗



9786269516391 1856: 糾結的大清、天國與列強 陶短房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4705 大清 八旗軍戰爭全史 李湖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64712 朱家非比尋常的日常. 一, 窺探明太祖、成祖與眾太子間的愛恨糾葛胡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4729 朱家非比尋常的日常. 二, 挖掘明代諸君的真實樣貌胡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79848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公共經濟學)(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喆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79855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通信與系統(含通信系統概要、通訊系統))(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余宏, 時越, 項揚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879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機械設計(含機動學與機械設計、機械 設計概要、機械原理概要))(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姜伯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909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商事法)(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文心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916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法學知識、英文、綜合法政知識))(109年試題)(測驗題型)楊華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923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政法概要))(107-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陳理, 程楊, 鄭瑋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947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政法概要))(107-109年試題)(測驗題型)陳理, 程揚, 鄭瑋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479954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含電子學概要、電子學與電路學))(106-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袁大為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055 大學轉學考2021試題大補帖(國文)(107-109年試題)石磊, 王箏作 ⼀版 其他 1

9789860735086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學概要))(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牧翰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123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醫藥衛生學群) 劉靖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0735130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社會心理學群) 于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5147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數理化學群-數理類) 劉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5161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管理學群) 張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5208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含機械製造學概要))(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莊伯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222 國營事業2021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政風類)共同+專業(104年-109年試題)Jacob Wu等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253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含公務員法概要))(104-109年試題)(申論題型)鄭瑋, 魏合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260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含親屬與繼承編、親屬與繼承編概要))(107-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沈尚誼, 湛伸彥, 鄭瑋, 賽利絲, 蕭峰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291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數理化學群-化學類) 吳鋼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5307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資訊學群) 吳鋼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5314 初等考試2022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大意)(107-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陳澤, 張鼎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352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管理)(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 張瑞, 楊智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369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含計算機概要、計算機系統))(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 程功, 陳峻楓, 劉逸, 羅文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413 初等考試2022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大意)(107-110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鄧茗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437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含環境科學概要))(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468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含程式設計、程式語言概要、程式設計概要))(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洪捷, 張逸, 劉逸, 羅文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475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與管理(含環境規劃與管理概要))(102-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張郎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499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環境衛生學與環境影響評估技術)(103-109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512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含資料處理概要))(100-109年試題)(申論題型)吳鋼, 林偉, 張逸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0735529 公職考試2021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含資料結構與資料庫及資料探勘))(101-109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等作 一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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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04951 電機機械(含電工機械概要): 公職國營講重點 陳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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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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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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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70299 公職考試講重點: 稅務法規精義 黃琪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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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70329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財經學群)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70374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機械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李祥, 林禾, 張皓, 祝裕, 楊華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40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22(99-110年試題)(申論題型)張碩, 詹森, 韓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411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地球與環境學群)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70428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財會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栗絲, 張天啟, 張翔, 揚智, 陳峰, 紫彤, 楊華, 楊莉, 蔡琳, 蘇菲作一版 平裝 1

9786263270442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建築與設計學群)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70459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生命科學學群)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70466 公職考試講重點(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管制) 何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70503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工程學群電機類)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70527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法政學群)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碩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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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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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3268 內褲外穿. 2: 那些活出自己的女人= Culottées. 2: des femmes qui ne font que ce qu'elles veulent潘尼洛普.芭潔(Pénélope Bagieu)作; 陳文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275 蘭陵40: 演員實驗教室= Lan Ling 40th: experimental actors studio金士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89724 好萊塢劇本創作術: 地表最強影視工業如何打造全球暢銷故事?= Crazy screenwriting secrets: how to capture a global audience林偉克著; 鄭婉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89731 從鬱金香到比特幣的泡沫狂歡: 大宗商品市場400年投機史= From tulips to bitcoins: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托爾斯登.丹寧(Torsten Dennin)著; 呂沛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10672 儲蓄五百萬你要做的5件事 橫山光昭, 伊豫部紀子著; 黃瓊仙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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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4568 140圖學會分時K線短線暴賺 陳培樹著 平裝 1

9789865564582 史上最強的K線戰法,教你用320張圖賺1000萬 孟慶宇著 平裝 1

9789865564599 阿德勒教你如何說話被喜歡(復刻版): 連「拒絕」、「說不」都能讓人感覺溫暖的說話術!戶田久實作; 侯詠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612 一小時學會TED故事文案力(復刻版): 為何他們一上台、Po臉書,就能讓產品暢銷?生方正也作; 廖慧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4629 麥肯錫、史丹佛都在用的思考筆記(復刻版): 活用16圖表,工作效率提升3倍!松島準矢著; 黃瓊仙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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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4681 117張實戰圖解教你成為誘導高效團隊的管理高手: 49個方法釋放部屬潛能,打造最厲害績效!任康磊著 平裝 1

9789865564698 每天1改變,做到致富的原子習慣: 不甘願當社畜領死薪水,你也可以用細節讓自己成功!王淑華(小黛)著 平裝 1

9789865564735 股市神級作手教你最保本的K線炒股: 跟他學,短短5年賺一億!馬濤著 平裝 1

9789865564742 江恩角度K線: 華爾街交易成功率90%的投資傳奇,用166張K線圖教你看出支撐與壓力,抓住波段買賣點,暴賺5000萬美元!楊金著 平裝 1

9789865564766 形態K線投資戰法: 用330張圖解,教你看懂賺爆買賣點!龍飛著 平裝 1

9789865564810 135均線戰法: 170張圖精通MA的極致用法,學會如何順應局勢,實現暴賺目標!股市風雲著 平裝 1

9789865564827 社畜的創業自由計劃: 麥肯錫的7S模型教你賺錢的經營法則馬俊杰著 平裝 1

9789865564841 最狂「主力剋星」教你用技術線圖賺大波段: 該如何抓到台積電,從50元漲到680元的買賣秘訣?麻道明作 平裝 1

9789865564889 「財經部落客」夏綠蒂的ETF商學院教你用一支股賺3850萬: 只要一年買一次,保證避開地雷股的周公投資法!夏綠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966 追呀追 哈啾文.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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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0484 你的每一種樣子,媽媽都喜歡= 지금도 괜찮아 丁好宣文; 元裕美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491 我想靠自己賺零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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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靠自己存錢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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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東西之前我會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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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嗎?= 함께라는 걸 기억해金京愛文; 李美靜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569 打敗病痛惡龍的超級媽媽= La mia mamma e il drago伊莎貝拉.芭亞(Isabella Paglia)文; 法蘭切絲卡.克索(Francesca Corso)圖; 張家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576 付出真心 溫暖自己也照亮世界= 마음이 퐁퐁퐁金成恩文; 趙美子圖; 陳慧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583 找出你的興趣是什麼= The hidden talent of phoenix fox克莉絲蒂娜.拉德克維奇(Kristina Radkevich)文.圖; 王奕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620 碰碰的微笑= 웃음이 퐁퐁퐁 金成恩文; 趙美子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637 我才不是膽小鬼= 겁쟁이 아냐, 조심 대왕이야!金敏花文; 金多貞圖;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644 我不是害羞啦= 부끄럼쟁이 아냐, 생각쟁이야!金敏花文; 孫智姬圖; 張珮婕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0651 為孩子建立正確金錢觀念套書 班.赫柏德(Ben Hubbard)文; 碧翠茲.卡斯特羅(Beatriz Castro)圖; 范媛媛, 巫芷玲, 張家葳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70705 愛說話的男孩= The boy who talked all day 琳達.洛克(Linda Locke)文; 鍾曉敏(Shermaine Cheong)圖; 王奕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賣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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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樂文化

大辣



9789865570712 媽媽和孩子的真心對話套書 謝淑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570729 打敗病痛惡龍的超級媽媽 伊莎貝拉.芭亞(Isabella Paglia)文; 法蘭切絲卡.克索(Francesca Corso)圖; 張家綺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570736 找出你的興趣是什麼 克莉絲蒂娜.拉德克維奇(Kristina Radkevich)文.圖; 王奕譯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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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Loved in House 約.定: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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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26337 感官編織 蔡宛璇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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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11631 可愛的動物= Cute animals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鄭妍榆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48 美味的食物= Delicious food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鄭妍榆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55 學校好好玩= School is fun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鄭妍榆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62 衣服怎麼穿= How to wear clothes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鄭妍榆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79 認識交通工具= Transportation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鄭妍榆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86 跟我一起玩= Come play with me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鄭妍榆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1693 實用情境語言學習 小牛津編輯團隊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5505 生活實用語言會話 小牛津編輯團隊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5512 戶外活動= Outdoor activities 余韋德圖;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5529 我和我的朋友= Me and my friend 余韋德圖;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5536 我和我的家庭= Me and my home 余韋德圖;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5543 學校生活= Student life 余韋德圖; 小牛津編輯團隊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1512 傳送愛的粉紅帽 安德魯.喬尼爾(Andrew Joyner)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29 我的主張勇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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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小黃鞋的狗= A dog wearing shoes Sangmi Ko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小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牛津國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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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送存冊數共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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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小宇宙文化



9789860681574 海盜船的寶藏圖= How pirates really work! 艾倫.史諾(Alan Snow)文.圖; 蔡心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1581 聖誕老人的機密基地 艾倫.史諾(Alan Snow)文圖; 蔡心語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4617 我再也不鬧脾氣 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 維吉妮.莉姆桑(Virginie Limousin)文; 艾利克.維耶 (Eric Veillé)圖; 李欣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4624 我從此不愛計較 維吉妮.莉姆桑(Virginie Limousin)文; 艾利克.維耶 (Eric Veillé)圖; 李欣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4631 我變得有自信 維吉妮.莉姆桑(Virginie Limousin)文; 艾利克.維耶(Eric Veillé)圖; 李欣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4648 我學會接納分手 維吉妮.莉姆桑(Virginie Limousin)文; 艾利克.維耶(Eric Veillé)圖; 李欣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4655 我敢向霸凌說不 維吉妮.莉姆桑(Virginie Limousin)文; 艾利克.維耶(Eric Veillé)圖; 李欣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4662 我能做到答應的事 維吉妮.莉姆桑(Virginie Limousin)文; 艾利克.維耶(Eric Veillé)圖; 李欣怡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47852 我的老師虎姑婆 王文華文; 嚴凱信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47869 奶奶們的比基尼 彭素華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47906 熊大班 王文華文; 吳子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1169 鷺鷥小白的明星夢 廖炳焜文; 任華斌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1220 3號坑道的騙局 彭素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1329 逃太郎 蘇善文; Croter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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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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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8540 求救的訊號 曹永先, 韓晶旭作; 金宇覽繪;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571 X尋寶探險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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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588632 超厲害的天氣圖鑑: 解開天空的一切奧祕! 荒木健太郎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687 X尋寶探險隊完全設定集 李國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8694 貓神的使者: 開羅.木乃伊.混沌之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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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7794 莫莉勇闖數學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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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探福狗摩斯與消失的鑽石 艾格妮斯.巴魯齊(Agnese Baruzzi)作; 廖珮杏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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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5514 火災學 申論題題解 游象傳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35521 火災學 申論題題解 游象傳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3534 百萬網紅不是夢 羅智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23541 黑影與白影: 童話故事集 羅沁懷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23589 憶基隆: 一整個童年的雨 羅智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035 記憶冰封之處 莎拉.皮爾斯(Sarah Pearse)著; 力耘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紅指南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角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小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00151 小狗奧茲 歐因.柯弗(Eoin Colfer)著; 趙永芬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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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00175 小狗奧茲 歐因.柯弗(Eoin Colfer)著; 趙永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00212 大野狼的餐桌 陶樂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250 長生石的守護者 陳郁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274 好想變帥的兔老大= ドン.ウッサ ダイエットだいさくせん!Q-rais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00281 讀寫素養神救援!: 從新古文觀止打造寫作實力的25堂課高詩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0311 你很重要= You matter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00434 小偵探愛彌兒 耶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 吳柏陞, 黃千庭, 郭霖, 邱虹琇(橘子)朗讀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2090 我一個人: 李長青詩選 李長青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9553 MAYBE, IT’S A REASON TO HAVE YOU: 關於那些可能被理解或者不的悲傷Evita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09577 那界: 張芳慈詩集 張芳慈作; 陳徵蔚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50163 培養非認知能力遊戲集: 陪0-5歲孩子玩出後天發展的關鍵能力大豆生田啓友, 大豆生田千夏作; 陳雯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385 培養非認知能力遊戲集：陪0~5歲孩子玩出後天發展的關鍵能力大豆生田啓友, 大豆生田千夏作; 陳雯凱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0392 培養非認知能力遊戲集：陪0~5歲孩子玩出後天發展的關鍵能力大豆生田啓友, 大豆生田千夏作; 陳雯凱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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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50460 歡迎光臨恐龍統治的世界 小林快次監修;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491 神奇貓町事件簿. 2, 貓群守護神的滿月舞 廣嶋玲子文; 森野樵圖;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521 神奇貓町事件簿. 2, 貓群守護神的滿月舞 廣嶋玲子文; 森野樵圖; 韓宛庭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0538 神奇貓町事件簿. 2, 貓群守護神的滿月舞 廣嶋玲子文; 森野樵圖; 韓宛庭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0545 跑跑跑,我還要跑 五味太郎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0552 歡迎光臨獵人公司稀有生物洽詢部！ 廣嶋玲子文; 橋本晉圖;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590 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 1, 閱讀技巧指導= Power English: reading skills林素娥, 大衛.杜(David Doyle)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0606 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 2, 閱讀測驗攻略= Power English: reading skills林素娥, 大衛.杜(David Doyle)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0651 大屁股警長. 1, 掙脫謎團!詭譎的神偷千面俠vs.世界偉人小室尚子文; 高井喜和圖;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668 大屁股警長. 2, 破解懸案!狡猾的怪客剪刀手vs.歷史名人小室尚子文; 高井喜和圖;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0675 ㄅㄆㄇ唱學兒歌 林芳萍文; 蕭秝緁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50682 吵架了,怎麼辦? 笠井真理文; 北村裕花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66418 芒果貓= A mango-shaped space 溫蒂.梅斯著; 林劭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66760 虎皮魔毯 瓊.海格(Joan Haig)作; 林靜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6807 咬指甲妖怪 吉村亞希子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43028 野地獵歌 威爾森.羅斯(Wilson Rawls)作; 柯惠琮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3127 100層的巴士 麥克.史密斯(Mike Smith)文.圖; 侯秋玲譯 三版 精裝 1

9786267043141 野貓西餐廳 宮澤賢治原著; 哲也改寫; 姬炤華, 徐萃繪圖 三版 精裝 1

9786267043158 什麼都不怕 哲也文; 陳美燕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202 最快樂的歌 哲也, 史玉琪文.圖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43240 橘色的馬 劉旭恭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264 夢銀行 aki kondo文.圖; 劉淑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43288 這時候該說請! 莫.威廉斯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43295 跟著動物建築師過一天 雪倫.任塔(Sharon Rentta)文.圖; 侯秋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301 兒歌識字蓋城堡. 帆船飯店篇 李光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3349 十二小守護過新年. 3, 如虎添翼好隊友 顏志豪文; 黃志民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雅文創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9786267043424 我不要跟你玩了! 黃郁欽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448 躲避球情聖 李光福作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3455 三年五班,真糗! 洪志明作; 黃雄生繪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43462 一起來騎腳踏車! 嚴凱信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479 1、2、3,抓週趣! 蠟筆哥哥(姚伯勳)文; 呂妍慧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486 嘴巴和手: 嘴巴去打獵; 嘴巴和手: 手想要種菜 施政廷編著.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43493 不可思議的你!: 跟我們一起來認識你的隱私部位蓋兒.薩姿(Gail Saltz)文; 林恩.克拉瓦斯(Lynne Cravath)圖; 林盈蕙, 胡光能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547 青蛙與男孩 蕭袤文; 陳偉, 黃小敏圖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554 海洋號,出發! 陳冠羽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43561 宮西達也小卡車系列繪本集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 Choyce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626704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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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6267043622 跟著動物消防員過一天 雪倫.任塔文.圖; 侯秋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6267043684 爛泥怪 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作; 趙永芬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3707 寶寶的第一套腸道健康繪本 村上八千世文; 瀨邊雅之圖; 周姚萍, 黃郁婷, 紀富元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7419 小河馬國語ㄅㄆㄇ 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輯; 小學堂美術團隊繪圖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37433 小河馬國語ㄅㄆㄇ 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輯; 小學堂美術團隊繪圖 平裝 第4冊 1

9786269537457 小河馬國語ㄅㄆㄇ 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輯; 小學堂美術團隊繪圖 平裝 第6冊 1

9786269537471 小太陽讀本 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輯 精裝 1

9786269537488 小月亮讀本 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輯 精裝 1

9786269537495 小星星讀本 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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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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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487770 橡皮擦男孩= The day i was erased 麗莎.湯普森(Lisa Thompson)著; 陳柔含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0487787 華德福簡單教養練習書= The soul of discipline: the simplicity parenting approach to warm, firm, and calm guidance金.約翰.培恩(Kim John Payne)著; 舒靈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0487817 蹦蹦和跳跳: 我不喜歡你比我厲害= Noni ve'Noni-Yoter納瑪.班茲曼(Naama Benziman)著; 小樹文化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6000 小鬱亂入然後咧?阿焦也來參一腳! 大白, 魚猴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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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179 心智圖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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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186 絕對合格!日檢分類單字N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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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193 精修日本語10000字辭典: N1,N2,N3,N4,N5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小池直子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2466209 用簡單生活英語遠距溝通ZOOM In 李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216 絕對合格!日檢分類單字N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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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223 心智圖 絕對合格 全攻略!新制日檢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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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247 修訂版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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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254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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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292 日檢N1熱銷套書,這套就過關: 精修版 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N1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小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山中猴子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山田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小鬱亂入



9789862466308 日檢N2熱銷套書,這套就過關: 精修版 新制對應 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N2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466339 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N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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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2466346 精修關鍵句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N3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6353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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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360 新制對應版日本語單字短句記憶N1 N2 N3 N4 N5必背單字辭典: 從零基礎到考上N1,就靠這一本!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384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機能分類寶石題庫N5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千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407 新版這次一定要學會日文法 吉松由美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466414 日本語常用動詞活用辭典N1N2N3N4N5動詞辭典: 從零基礎到考上N1,就靠這一本!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421 新制日檢必搶高分熱銷N1,N2必考單字辭典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438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機能分類寶石題庫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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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66445 絕對合格 全攻略!新制日檢N5必背必出閱讀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6483 日本語基礎50音千萬不要背!寫寫就會! 福田真理子,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490 生活英語聽慣、看慣自然就上手! 里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506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N4必背必出閱讀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6513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機能分類寶石題庫N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520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必背比較文法大全: 自學考上就靠這一本!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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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2466537 跨出畢業門檻「N2日語文法」的魔法書: 「文法+故事+插圖」三效學習法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544 1秒就能秀日語熱銷套書: 假名練習帖 帶你趣遊假名+365天差很大 每天10分鐘日語發音自學就會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466551 字根字首巧記法熱銷套書: 字根字首巧記法中學英語單字大全+字根字首巧記法高中英語單字大全星火記憶研究所, 馬德高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466599 朗讀QR Code精修關鍵字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N5吉松由美,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605 日本語基本1600會話生活、旅遊、交友用這本就夠啦!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6629 必背單字及必背比較文法熱銷套書: 精修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N4,N5必背單字大全+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N4,N5必背比較文法大全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小池直子, 千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466780 日本語文法句型及單字分類辭典超高命中率套書: 精裝本精修關鍵字版日本語文法句型辭典N1,N2,N3,N4,N5文法辭典+精裝本日本語單字分類辭典N1,N2,N3,N4,N5單字分類辭典吉松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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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 2

9789866812606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4級 小池直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12699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4級 千田晴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12767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1級 千田晴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51233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3級 吉松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23592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1級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6464447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1-4級 吉松由美, 千田晴夫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64775 日檢文法1級合格500題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0832 溜美國話中文就行啦 里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1198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1-4級辭典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1556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1-4級辭典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294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 N1: 新制對應!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8526 將棋: 看一眼學端攻 北尾圓作; 吳冠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4256 金虎年財富大趨勢 工商時報編著 平裝 1

9789866844263 產經趨勢總覽.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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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2207 安坑小學堂: 一本屬於安坑人的故事書 張柏勳作; 廖梧佑編; 廖紜翊, 陳勇翔插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478 遊: 游守中油畫創作個展 游守中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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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5

山角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商財經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7825 語音導覽= Audio guide 中台世界博物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6503 世界年鑑. 2022 中央通訊社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761 雙城双水: 從水域文化到永續生態家園= 2021 USR CYCU X UCSI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water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home謝統勝, 張集強, 彭文惠, 林進輝, 張佩雅, 劉淑晶, 丘麗敏, 工作坊學生文字撰稿平裝 1

9789865796761 雙城双水: 從水域文化到永續生態家園= 2021 USR CYCU X UCSI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water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home謝統勝, 張集強, 彭文惠, 林進輝, 張佩雅, 劉淑晶, 丘麗敏, 工作坊學生文字撰稿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4030 鳳鳴高岡一甲子: 中國文化大學60年校史 胡幼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5964047 鍾靈毓秀華岡情: 2022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勵志集王翔郁, 楊湘鈞, 邱品瑜, 于淑凡, 方婷渝, 宋秀茹, 李宜芳, 施依廷, 莊紫婷, 徐瀾, 張宇莉, 張玲禎, 張郡庭, 曾子庭採訪撰稿; 李亦君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4016 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集. 2021 羅玲玲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989 笙現代音樂作品中演奏技法之探討: 以鍾啓榮《靜心。花海》、沈葉《Duo.鐸》為例黃朧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996 <<詩經>>串珠 李志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4009 評<<史綱評要>> 李志夫編著 平裝 全套 1

9789575964054 印尼雅加達亞洲帕拉運動會桌球項目男子TT8級競賽實務報告書. 2018年張富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63972 歐豪年人物畫特展集 李婉慧, 歐大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8604 簡清堯合唱作品集 簡清堯作曲 平裝 1

9786269568611 簡清堯器樂作品集 簡清堯作曲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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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USR計畫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台世界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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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歐豪年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音樂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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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78735 古今君主封聖褒揚: 醫家考證= An examination of revered doctors elevated & endorsed by Chinese sovereigns through the ages殷揚智, 林昭庚著 初版 平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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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6910 明心煉性: 我心深處妙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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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22348 乘物以遊心: 胡九蟬寫意人文畫集= An unfettered mind: Hu Jo Zen's Zen-style literati paintings胡九蟬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52647 掌上乾坤: 鼻煙壺收藏精品= A courtly gathering of Qing treasures: Chinese snuff bottles from Taiwanese Collections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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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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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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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大安修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醫藥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打擊樂協會



9786269548828 學習不繞路: 新北新課綱課程成果手冊 新北市高中教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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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0441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暨登山安全講習論文集. 110年第廿二屆= 22nd National Youth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丁誌魰, 王俊杰, 王偉琴, 何中達, 吳崇旗, 吳亭燁, 吳冠璋, 林育萱, 周淑圓, 胡慶宜, 陳康芬, 張睿和, 蘇友瑞, 曹牧恩, 黃一元, 楊志明, 楊礎豪, 鄭安睎, 蔡錦雀, 蕭如軒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3222 施純全教授追思集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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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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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35744 猴硐喵星人寫真書: 先生.您腋下如何 蕭瑞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35751 Sunny老師十個步驟帶您學會指尖粉彩 吳素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0267 實用淡水長臂大蝦繁養殖手冊= Giant river shrimp breeding and culture于乃衡主編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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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493 臺灣建築50年: 1971-2021 廖慧燕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2623 創業勝經. 2021: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吳其倩, 吳晏槿, 汪芷伃, 周文媛, 林睿妤, 林維鴻, 姚雅嵐, 洪琡晴, 張慧渟, 梁瓊丹, 莊亞築, 許雅茹, 陳怡均, 陳珮琳, 陳麗茹, 廖敏芝, 廖雅雯, 劉怡麟, 蔡妤蓁, 關雅文, 蘇美霖, 蘇靜怡撰稿; 陳麗華總編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700 臺灣地政士百年誌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地政士百年誌編輯委員會編著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081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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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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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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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專登山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築師公會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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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水產種苗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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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14957 智能製造與品管運作= The quality operation for smart manufacturing楊錦洲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140 心理急救手冊=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高振傑, 蘇逸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123 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 2020 黃臺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1161 全國書法比賽專輯. 41屆 黃臺芝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1565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2021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彙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1311 互住時代: 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 Cohousing inclusive: self-organized, community-led housing for all方孟珂(Michael LaFond), 拉瑞莎.茨維特科娃(Larisa Tsvetkova)主編; 詹竣傑, 詹品丞, 林偉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698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傳承與創新. 2022: 國內童軍活動的多元與創新蘇德祥總編輯 平裝 1

9786269587506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傳承與創新. 2022: 蓬勃的國際童軍活動蘇德祥總編輯 平裝 1

9786269587513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傳承與創新. 2022: 陽明山童軍露營場再創新頁蘇德祥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2002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成立紀實與展望黃致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521 拈雲來去.日日晴 釋大愚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0245 台灣中醫口述歷史. IV 謝福德, 潘銀來, 張吳蘭英, 郭奕德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油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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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水蘭若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軍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骨質疏鬆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傳統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91875 知道.織道: 走一段陸拾光陰 陳宇晨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8001 嘉大傑出校友典範: 創會長林國村博士 謝邦雄, 謝清隆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974 後疫情時代的校園建築與環境規劃 陳麗英, 蔡珮琪, 謝宛芹執行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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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0019 小熊在哪裡? kiki作; 許匡匡繪 二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8686 國際大數據與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大會手冊.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2022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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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01683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會議手冊. 2022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所有投稿作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331 夏學論集. 參: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潘朝陽及奉元同門作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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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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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32971 中華法學. 第十九期= Chung Hua law studies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6148 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 陳大川著; 邱韻如箋註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癌症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義大學傑出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校建築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2

道路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科技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武術研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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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48438 Proceedings of AA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39th ETAS & 40th BESM conferenceeditor Applied 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AASE) 其他 1

9789869748476 Proceedings of AA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55th ETAS & 56th BESM conferenceeditor Applied 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AASE)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2200 魏晉思想論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17 字學及書法 韓非木, 高雲塍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24 最早的中國大航海家: 鄭和 江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31 國文教材教法 陳品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48 明代軼聞 林慧如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55 生命統計學 林開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62 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 孫廣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79 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 化名張振甫、張壽山徐堯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2286 松陽方言攷: 附古音鱗爪 葉夢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143 珠心算應用學學習單元. 第7階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珠心算應用學教材編審委員會再版 平裝 1

9789868807150 珠心算應用學學習單元. 第1階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珠心算應用學教材編審委員會編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940 65後的春天.仁風壽無畏 錦福幼華堂 黃棋楓, 柯雅菱, 范欣華, 陳立芃編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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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6345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五期: 2021郵博譚郵演講集(中英對照)=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Federation journal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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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65009 第32屆2020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台北代表團參賽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2

9786269565016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44屆: 數位與永續= 44th session of Chinese Taipei Olympic Academy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6269565023 菁英選手生命故事: 2021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菁英讀本林騰蛟, 林鴻道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559 全球經濟展望. 2022年: 後疫挑戰與轉型 內外新契機彭素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5218 誰怕理事長普選?: 中華電信工會反民主違法濫權記實張緒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中華科學新知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企業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中經院出版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6430 管理資訊系統(專科用書) 李麒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447 廣告學(大學用書) 陳春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6454 國文(專科用書) 廖芮茵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6461 企業組織與管理(專科用書) 閻瑞彥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6478 外匯操作實務(大學用書) 陳香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485 資料結構(專科用書) 吳美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492 商用英文(專科用書) 邱怡慧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6508 期貨與選擇權(專科用書) 邱臙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6515 國際企業管理(大學用書) 鄭瑞昌, 張淑婷, 顏卉萱, 蔡政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6522 資料庫系統(專科用書) 柯志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6539 稅務法規(大學用書) 毛治文, 黃士洲, 樂麗嘉編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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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0516 台灣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21=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37932 華語文閱讀策略之教程發展 信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8304 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與生醫方法論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638526 服務隨創: 少力設計的邏輯思維 蕭瑞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638748 法律實戰備忘錄 劉俊麟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577639714 清代學術思想史 張麗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639721 清代學術思想史 張麗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639738 臺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哲學學門之「清代哲學」重要研究成果張麗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813 古希臘 劉增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851 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提升你的人文閱讀素養. 亞洲篇陳嘉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39912 觀光行政法規 楊正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0129 西洋上古史 劉增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0723 指標中藥材經典炮製成分與功效差異 林南海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0730 臺灣中藥酒基準方圖鑑 林南海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1089 新住民子女語文教育政策與實踐 曾秀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1775 當代新道家 賴錫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1782 道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 賴錫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1799 道家型知識分子論 賴錫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1812 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 賴錫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2482 大學國文選: 管理、社科、法律 輔仁大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2499 大學國文選: 醫學 輔仁大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2628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著; 石沖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3953 美國政府與政治: 立國精神、政府制度及議題解析邱師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394 由地籟進於天籟: 大一國文教學方案與策略新探姚彥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592 唐代茶文化 傅及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714 圖解多變量分析 陳耀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4868 韋伯法政思想的評析 洪鎌德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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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9789865224905 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 蔣志純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4929 城市行銷與品牌管理 鄭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4936 自由心證法制新趨勢 林賢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4974 爭端解決新趨勢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4981 繼承: 案例式 郭欽銘著 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5018 實用乾燥技術 呂維明, 朱曉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032 圖解內經 李家雄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5308 營建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19版 其他 1

9789865225322 顛覆你的歷史觀: 連歷史老師也不知道的史實 謝宏仁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346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動物篇 紙上魔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377 歐洲區域秩序: 舊問題與新實驗 王群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5391 法院組織法: 建構與實證 史慶璞著 5版 其他 1

9789865225421 圖解國際標準驗證ISO 9001:2015實務 林澤宏, 李孟樺, 孫政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476 歐洲區域秩序: 舊問題與新實驗 王群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483 國際政治理論與全球實踐 蔡東杰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520 新聞報導與寫作 賴金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537 精進書寫能力. 1, 遣詞用句掌握文氣篇 李智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544 華語寫作一學就上手. 基礎級 陳嘉凌, 李菊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575 中國近代史綱 黃大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582 近代史學與史學方法 麥勁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5605 科學與宗教 李雅明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629 無師自通的C++語言程式設計: 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試題解析邏輯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636 失落、哀傷諮商與治療: 客體角色轉換模式 吳秀碧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5643 遠距教學理論與實務 陳信助, 趙貞怡, 李佳融, 宗靜萍, 李佳玲, 羅素娟, 柴昌維, 趙貞和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650 實用船藝與海技英文 方信雄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742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31版 其他 1

9789865225759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成就與挑戰 李家儂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766 癌症病人術前心理衛教團體手冊: 臨床的現場與實務曾嫦嫦, 吳治勳, 吳文珺, 陳思臻, 陳品樺, 陳奕靜, 洪家暐, 張煥, 洪瑞可, 簡靖維, 洪國倫, 鄭逸如著1版 其他 1

9789865225773 圖解新課綱課程發展與設計 敬世龍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780 圖解成本與管理會計 馬嘉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827 UNITY程式設計敎戰手冊 盛介中, 邱筱雅著 3版 其他 1

9789865225872 圖解當代教育社會學 施信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896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5225902 人資人員常用法典 李聰成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933 國中趣味科學實驗教學 楊明獻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5940 部首的故事課. 3, 牛犬羊來種田 陳姞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957 國際金融與匯兌 張錦源, 康蕙芬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5964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Web:Bit 陳新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5971 促銷管理精論: 行銷關鍵的最後一哩路 林隆儀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008 ETF量化投資學: 智能投資的幸褔方程式= ETF Quantitative investment management韓傳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6015 不再是夢想!搞定論文題目、研究架構與寫作技巧胡子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237 教師資格考試: 專業科目建構反應素養導向試題作答祕笈吳明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244 金融科技 陳若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251 圖解經濟學 伍忠賢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268 智慧財產權法專論: 營業秘密實務暨資通安全與著作權法定授權曾勝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367 後現代取向探索繪畫療癒: 沉浸式自我閱讀 鄭憶如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381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樂園篇 紙上魔方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510 建築的七盞明燈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著; 谷意譯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6527 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提升你的人文閱讀素養. 亞洲篇陳嘉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534 ETF量化投資學: 智能投資的幸褔方程式 韓傳祥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541 神童之父提琴教學之根本探索 李奧帕德.莫札特(Leopold Mozart)著; 葉綠娜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558 勞工機靈點,雇主睜大眼!: 搞定勞資關係的速成心法程金龍, 蘇鵬翰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565 戰略與國際關係: 運籌帷幄之道 翁明賢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572 客家觀光產業發展分析: 以高屏地區為例 蔡龍銘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596 人本主義與人文學科 洪鎌德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688 十力語要初續 熊十力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770 監獄行刑法 林茂榮, 楊士隆, 黃維賢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5226794 保險學原理(精華版) 鄭鎮樑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226879 部首的故事課. 4, 足舟車出發了 陳姞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886 SPSS操作與應用: 多變量分析實務 吳明隆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6916 讀經示要 熊十力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6923 圖解多變量分析 陳耀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961 部首的故事課. 5, 龍龜鹿巧手畫 陳姞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978 圖解海事法規 張雅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985 實用食品工廠管理 施明智, 成安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6992 實用商法 洪瑞燦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7005 消費者保護法 洪誌宏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227043 高齡者團體藝術治療: 失智症的介入與預防活動手冊林端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7067 渠道水力學 謝平城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7166 刑事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7173 刑事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3版 平裝 1

9789865227227 AI時代的課程與教學: 前瞻未來教育 黃思華, 張玟慧, 陳劍涵, 王智弘, 卓冠維, 湯維玲, 吳彥慶, 黃文定, 許籐繼, 林玲宜, 張芬芬, 歐陽誾, 顏百鴻, 賴阿福, 曾雲濤, 范進偉, 吳俊憲, 楊易霖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234 教學藝術: 素養、創新、多元、議題 洪如玉, 吳瓊洳, 陳聖謨, 葉譯聯, 黃繼仁, 蔡明昌, 林仁傑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258 學習評量精要75講 吳明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272 圖解密碼學與資訊安全 余顯強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7357 全球思路: 臺灣資訊科技人才延攬政策發展史(1955-2014)林嘉琪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7371 臺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哲學學門之「清代哲學」重要研究成果張麗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7388 幼兒園課程設計 盧美貴, 黃月美, 黃秋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395 教育概論 吳清山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5227401 清代學術思想史. 下冊 張麗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7456 教學原理與設計 周新富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7463 愛上統計學: 使用SPSS= Statistics for people who hate statistics尼爾 J. 薩爾金德(Neil J. Salkind), 布魯斯 B. 佛萊(Bruce B. Frey)著; 莊文忠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7470 我所觀察到的美國小學教育: 尊重、自然、自主、多元、開放、核心素養導向林政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500 小朋友最喜歡的世界歷史地圖 智慧鳥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7517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恐龍篇 紙上魔方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7524 數位創新: 商業模式經濟學 何宗武, 薛丹琦, 謝佳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27593 哇,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 1, 史前到魏晉南北朝林欣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623 邏輯學十五講 陳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685 當代臺灣教育政策議題分析 楊思偉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753 哇,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 2, 隋朝到清朝盛世 林欣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760 圖解遺傳學 黃介辰, 馮兆康, 張一岑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7821 鬼影俠蹤: 聊齋誌異與水滸傳 朱嘉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838 企業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5227852 工程與法律十講 林明鏘, 郭斯傑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7883 世界史哲學講演錄=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 劉立群, 張東輝, 沈真, 姚燕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7906 色彩新論: 從心理設計到科學應用 魏碩廷, 陳鴻興, 徐明景, 李文淵, 謝翠如, 吳瑞卿, 孫沛立合著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7913 超圖解談判學 鍾從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7944 單接縫裁剪版型研究 夏士敏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7951 吳承恩與<> 高桂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040 圖解犯罪心理學 楊士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057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5: 漸漸浮出檯面的罪犯= 과학 추리만화 어린이 과학형사대 CSI. 5高嬉貞文字; 玄寶, 梁善模圖畫; 蔡佳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064 2020年總統選舉: 新時代的開端 方淇, 王德育, 吳重禮, 林聰吉, 俞振華, 洪國智, 翁履中, 郭子靖, 陳陸輝, 游清鑫, 黃紀, 廖崇翰, 蔡佳泓, 鄭夙芬, 蕭怡靖等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071 工資保護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088 2020年總統選舉: 新時代的開端 方淇, 王德育, 吳重禮, 林聰吉, 俞振華, 洪國智, 翁履中, 郭子靖, 陳陸輝, 游清鑫, 黃紀, 廖崇翰, 蔡佳泓, 鄭夙芬, 蕭怡靖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095 工資保護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118 用全景地圖學中國史. 上, 遠古時期到三國 余慶俊校訂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8132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 1, 做個有故事的人 陳麗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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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228163 精進書寫能力. 2, 思辨與論說文寫作篇 李智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170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 2, 遇見更好的自己 陳麗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19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材教法: 108課綱素養教導陳麗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217 圖解長期照顧 梁鎧麟, 詹弘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224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 3, 成為自己的太陽 陳麗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262 學校退場與轉型 林海清, 姜韻梅, 葉建宏, 葉貞妮, 陳麗珠, 吳善揮, 黃宇仲, 張智傑, 林新發, 賴玉粉, 林佳靜, 唐彥博, 王如哲, 劉秀曦, 黃政傑, 何慧群, Duc-Hieu Pham, 姜秀傑, 范振德, 永井正武, 王則閔, 張永仁, 詹盛如, 李隆盛, 陳裕昌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279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2, 拉氏轉換與傅立葉林振義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8286 商事法實例解析 林洲富著 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8293 商事法實例解析 林洲富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361 圖解公共衛生學 顧祐瑞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28378 假如我是...... 密思.凡.浩特(Mies van Hout)作.繪; 呂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8385 遊戲治療: 國小輔導實務 何長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8408 譯鄉聲影: 文化、書寫、影像的跨界敘事 施如芳, 吳瑪悧, 黃涵榆, 楊乃女, 王怡茹, 吳珮慈, 孫松榮, 王萬睿, 林子晴, 王震宇, 陳俊強, 翁素涵, 陳彥豪, 蔡慶樺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415 譯鄉聲影: 文化、書寫、影像的跨界敘事 單德興, 廖咸浩, 施如芳, 吳瑪悧, 黃涵榆, 楊乃女, 王怡茹, 吳珮慈, 孫松榮, 王萬睿, 林子晴, 王震宇, 陳俊強, 翁素涵, 陳彥豪, 蔡慶樺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439 數學這樣學: 國小數學感學習. 四年級 李源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446 胡適自選集 胡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453 哇,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 3, 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林欣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514 哇,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 4, 戊戌變法到清朝滅亡林欣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538 大數據時代的決策思維: 資料敘事的起承轉合 何宗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54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6: 追捕嫌疑犯J.M.= 과학 추리만화 어린이 과학형사대 CSI. 6高嬉貞文字; 玄寶, 梁善模圖畫; 蔡佳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583 快樂學馬來西亞語 曾秀珠, 林綺琴, 吳振南, 黃寶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590 dsPIC數位訊號控制器應用開發 曾百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8606 快樂學馬來西亞語 曾秀珠, 林綺琴, 吳振南, 黃寶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620 唐代茶文化 傅及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637 從<>到鴛鴦蝴蝶派: 中國通俗小說探賾 徐志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644 臺灣音樂史 呂鈺秀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28651 顧亭林及其史學 傅榮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729 Meta分析實作: 使用Stata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736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8743 歐式選擇權定價: 使用Python語言 林進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750 行政法: 基礎理論與實務 蕭文生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8774 機器學習(Lasso推論模型): 使用Stata、Python分析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811 親屬: 案例式 郭欽銘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5228828 商標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228835 道家型知識分子論 賴錫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859 當代新道家 賴錫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8903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55版 平裝 1

9789865228934 著作權法論 蕭雄淋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5228941 微積分演習指引 黃學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8965 圖解藥理學 顧祐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8972 結構式遊戲治療之個案報告彙整: 概念化實務 鄭如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009 圖解服務業管理 陳耀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030 必備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9版 平裝 1

9789865229092 基礎邏輯 周明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115 小朋友最喜歡的中國歷史地圖 智慧鳥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9122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6版 平裝 1

9789865229139 官僚制= Bureaucracy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146 智慧財產法綜論 吳嘉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153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過子庸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229207 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許宗力等著; 翁岳生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9214 智慧財產法綜論 吳嘉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221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6版 其他 1

9789865229238 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 許宗力等著; 翁岳生主編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9245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過子庸著 2版 其他 1

9789865229252 <<金瓶梅演義>>: 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 李志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269 乒乓雙人舞: 婚姻教育的理念與實務 潘榮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276 圖解家族治療 邱珍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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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229306 熊智銳老博士談天說地 熊智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313 圖解家族治療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320 恐龍奇幻之旅,找找看走迷宮套書: 找找看，讓專注力變好了!走迷宮,培養思考力!找鳥兒, 牟悠然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229337 牙齒的祕密套書 楊秀麗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229344 瞧!這個人: 尼采自傳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 萬壹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351 臨床視光眼科學 鄭宏銘, 曾榮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368 數位貨幣: 從傳統到創新,從國際到臺灣 沈中華, 王儷容, 沈大白, 劉湘國, 柯瓊鳳, 蕭惠元, 李儀坤, 蘇哲緯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375 數位貨幣: 從傳統到創新,從國際到臺灣 沈中華, 王儷容, 沈大白, 劉湘國, 柯瓊鳳, 蕭惠元, 李儀坤, 蘇哲緯, 敬永康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382 臨床視光眼科學 鄭宏銘, 曾榮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399 運動: 批判社會學的視野 Richard Giulianotti著; 劉昌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405 小貓頭鷹的洗澡時間 黛比.格里奧里(Debi Gliori)著; 艾莉森.布朗(Alison Brown)繪; 張耘榕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229429 國際私法裁判與學理 吳光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29436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張國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443 遊程規劃實務 鍾任榮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29450 花卉學 John M. Dole, Harold F. Wilkins著; 葉德銘, 張耀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474 植物保護實習 楊秀珠, 蔣永正, 黃珮玲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29498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丁秀娥, 施明智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29504 食品加工實習 施明智, 劉建功, 白士緯, 陳昕怡, 蔡政融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29511 休閒農業規劃與體驗設計 段兆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542 李家同閱讀筆記: 聊電影聊小說聊好書 李家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573 國際私法裁判與學理. 一 吳光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610 法律人的第一本書 楊智傑, 錢世傑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5229665 休閒農業規劃與體驗設計 段兆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726 中美洲導覽: 共同的歷史、不同的命運 何國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733 電腦輔助工業產品設計及實作 王松浩, 尤瑞雅, 貝德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740 廣告學: 策略、經營與實例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757 大學國文選. 生命教育篇 孫永忠主編 五版 平裝 2

9789865229771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21版 平裝 1

9789865229788 大學國文選: 科技與人文 孫永忠主編 二版 平裝 2

9789865229795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21版 其他 1

9789865229801 圖解可靠性技術與管理 陳耀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818 流通管理概論: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29825 整合行銷傳播: 全方位理論架構與本土實戰個案戴國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29832 圖解各國人事制度 汪正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849 存在與時間讀本 陳嘉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863 見證乙未之役: 一八九五年臺灣社會的實態 林呈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870 中國古典小說選讀: 四大奇書 曾世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894 圖解可靠性技術與管理 陳耀茂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900 臺灣豆科植物圖鑑 葉茂生, 曾彥學, 王秋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917 實用民法概要: 案例與問題解析 洪瑞燦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29924 dsPIC數位訊號控制器應用開發 曾百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29931 金枝: 巫術與宗教之研究=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著; 汪培基, 徐育新, 張澤石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29948 金枝: 巫術與宗教之研究=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著; 汪培基, 徐育新, 張澤石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29955 實用民法概要: 案例與問題解析 洪瑞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29979 網頁設計手冊. 下, 網站開發案例實作 高慧君, 魏仲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29986 諮商技術與實務 邱珍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9993 學術期刊論文之書寫、投稿與審查: 探查「學術黑盒子」的知識鍊結臧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001 媒體與資訊素養: 數位公民培力 陳炳宏, 柯舜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049 國際航空貨運實務 曾俊鵬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0056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數與計算 李源順, 陳建誠, 劉曼麗, 謝佳叡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063 數位語藝: 理論與實踐 李佩霖, 李長潔, 沈孟湄, 胡全威, 秦琍琍, 費翠著; 秦琍琍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070 文學批評關鍵詞: 概念.理論.中文文本解讀 柯思仁, 陳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087 數學這樣學: 國小數學感學習. 六年級 李源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094 環境心理學: 環境、知覺和行為 徐磊青, 楊公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100 數學這樣學: 國小數學感學習. 五年級 李源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117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量與實測 林原宏, 袁媛, 游自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124 原住民族多元智能: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洪清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131 中小學教學改革: 議題與方法 林進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148 不誠實小忍者 Mary Nhin文; Jelena Stupar圖; 楊雪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0155 生氣小忍者 Mary Nhin文; Jelena Stupar圖; 楊雪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0162 愛心小忍者 Mary Nhin文; Jelena Stupar圖; 楊雪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0179 樂觀小忍者 Mary Nhin文; Jelena Stupar圖; 楊雪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0186 懶惰小忍者 Mary Nhin文; Jelena Stupar圖; 楊雪倫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0254 環境微生物及生物處理 陳宏銘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0261 哇!好棒的螢光旅舍: 螢火蟲生態繪本 陳怡君, 張語恬, 國防醫學院螢火蟲復育志工團文; 陳怡君圖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0278 污水與廢水工程: 理論與設計實務 陳之貴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0285 智慧財產刑事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2版 平裝 1

9786263170308 漢語音韻引論 張光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315 當代社會工作: 理論與方法 林萬億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0322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幾何、代數思維與統計林素微, 許慧玉, 陳嘉皇, 張淑怡, 鄭英豪, 謝闓如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339 思想自由史 約翰.巴格內爾.伯里(John Bagnell Bury)著; 羅家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346 環境微生物及生物處理 陳宏銘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70360 火災學 盧守謙, 陳承聖作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70384 大學國文好好用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6263170391 圖解火災學 盧守謙作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407 火災學 盧守謙作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0414 我從天空飛過: 國語文教學與日常 許育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421 經營策略企劃案撰寫: 理論與實務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438 會計審計法規 陳春榮, 柯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445 警察與犯罪預防 黃翠紋, 孟維德著 3版 平裝 1

9786263170452 營建工程法律實務QA 林更盛, 黃正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70469 跨國犯罪 孟維德著 6版 平裝 1

9786263170476 中文閱讀與表達 王淳美, 羅夏美, 蔡蕙如, 施寬文, 呂昇陽編著; 王淳美主編六版 平裝 1

9786263170483 比較選舉制度 王業立著 8版 平裝 1

9786263170490 營建工程法律實務QA. 一 林更盛, 黃正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506 會計審計法規 陳春榮, 柯淑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513 比較選舉制度 王業立著 8版 其他 1

9786263170520 跨國犯罪 孟維德著 6版 其他 1

9786263170537 警察與犯罪預防 黃翠紋, 孟維德著 3版 其他 1

9786263170544 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套書: 45位知名人物小傳+寫作素養,提升閱讀力、故事力、寫作力!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70551 出版編輯實務 陳文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568 Pathways to English reading literacy Pearl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582 青春學分 悅讀國文: 新大學國文精選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編輯委員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0599 資料處理: 使用Python語言 林進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605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 鄭玉波, 蔡墩銘, 古登美, 邱聰智編纂 修訂92版 精裝 1

9786263170650 民法概要 詹森林, 馮震宇, 林誠二, 陳榮傳, 林秀雄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6263170667 圖解現行考銓制度 梅林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674 圖解統計學 許玟斌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698 靈性諮商: 心靈成長之旅70問 何長珠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704 中國大陸概論 王信賢, 寇健文, 鍾延麟, 蔡文軒, 王嘉州, 張弘遠, 林雅鈴, 劉致賢, 曾偉峯, 王韻, 王占璽, 王毓莉, 黃瓊萩, 呂冠頤, 張登及, 沈明室, 郭瑞華作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0728 圖解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盧守謙, 陳承聖作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0735 圖解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盧守謙作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742 圖解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盧守謙作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0759 職場軟實力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766 靈性諮商: 心靈成長之旅70問 何長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773 中國大陸概論 王信賢, 寇健文, 鍾延麟, 蔡文軒, 王嘉州, 張弘遠, 林雅鈴, 劉致賢, 曾偉峯, 王韻, 王占璽, 王毓莉, 黃瓊萩, 呂冠頤, 張登及, 沈明室, 郭瑞華著; 王信賢, 寇健文主編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780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797 中國的亞洲外交 青山瑠妙著; 李世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0810 消防法規(設備師士專用) 盧守謙, 陳承聖作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0827 國際關係辭典 包宗和, 林麗香, 蔡育岱, 王啟明, 林文斌, 徐家平, 譚偉恩, 葉怡君合著三版 其他 1

9786263170834 國際關係辭典 包宗和, 林麗香, 蔡育岱, 王啟明, 林文斌, 徐家平, 譚偉恩, 葉怡君合著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0841 民法債編總論 陳猷龍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3170858 消防法規(設備師士專用) 盧守謙作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0865 學校退場與轉型 林海清, 姜韻梅, 葉建宏, 葉貞妮, 陳麗珠, 吳善揮, 黃宇仲, 張智傑, 林新發, 賴玉粉, 林佳靜, 唐彥博, 王如哲, 劉秀曦, 黃政傑, 何慧群, Duc-Hieu Pham, 姜秀傑, 范振德, 永井正武, 王則閔, 張永仁, 詹盛如, 李隆盛, 陳裕昌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919 經營策略企劃案撰寫: 理論與實務 戴國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0926 當代社會工作: 理論與方法 林萬億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3170933 智慧財產行政程序與救濟: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3170940 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3170964 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案例式 林洲富著 4版 平裝 1

9786263170971 智慧財產行政程序與救濟: 案例式 林洲富著 4版 平裝 1

9786263170988 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九版 精裝 1

9786263170995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7: 神祕事件的始末= 과학 추리만화 어린이 과학형사대 CSI. 7高嬉貞文字; 玄寶, 梁善模圖畫; 蔡佳燁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008 臺灣現代教育家的故事: 兼論對教師專業與教學輔導教師的啟示張德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046 社區工作導論: 批判性思考 林勝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053 基礎統計學: 使用Excel與SPSS 陳正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060 理論與歷史: 對社會與經濟演變的一個解讀=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林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091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周德禎, 賀瑞麟, 葉晉嘉, 施百俊, 蔡玲瓏, 林思玲, 陳潔瑩, 劉立敏, 李欣蓉, 張重金, 朱旭中, 陳運星合著; 周德禎主編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1107 信託法 王志誠著 九版 其他 1

9786263171114 信託法 王志誠著 九版 平裝 1

9786263171121 行為改變技術 張世彗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171138 刑事訴訟法 盧映潔, 李鳳翔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145 讀詞筆記 李文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152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數與計算 李源順, 陳建誠, 劉曼麗, 謝佳叡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169 臺灣現代教育家的故事: 兼論對教師專業與教學輔導教師的啟示張德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183 走自己的路: 台灣引進國際人權公約的策略與實踐王幼玲, 伍維婷, 李念祖, 林沛君, 姚孟昌, 施逸翔, 張文貞, 郭銘禮, 陳玉潔, 彭治鏐, 黃默, 黃嵩立, 黃慈忻, 顏玉如, 顏詩怡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190 白領犯罪 孟維德著 3版 平裝 1

9786263171213 臺灣園景 王小璘, 何友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220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七版 平裝 1

9786263171237 實用商事法精義 賴源河著; 王志誠修訂 十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1244 刑法概要: 刑法分則 盧映潔, 李鳳翔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251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16版 平裝 1

9786263171268 白領犯罪 孟維德著 3版 其他 1

9786263171282 實用商事法精義 賴源河, 王志誠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6263171312 圖解資料探勘法 陳耀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329 教育概論: 教育理念與實務初探 吳明隆, 陳明珠, 方朝郁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336 廣告學: 策略、經營與實例 戴國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350 教育家的智慧: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教育學講座選集單文經, 黃光雄, 黃宗顯, 黃昆輝, 黃政傑, 楊深坑, 歐用生著;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367 數位攝影: 光與影的入門心法 徐明景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71374 社區營造實務操作手冊 陳鯤生, 武季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381 商業模式演化論 歐素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398 圖解唐詩100: 大考最易入題詩作精解 簡彥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404 圖解宋詞100: 大考最易入題詞作精解 簡彥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411 彩色村的意外訪客 艾米.史密德(Emmi Smid)作.繪; 呂行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1428 國學概論 章太炎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435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量與實測 林原宏, 袁媛, 游自達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442 商業模式演化論 歐素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466 民法概要 詹森林, 馮震宇, 林誠二, 陳榮傳, 林秀雄著 十六版 其他 1

9786263171473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十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1480 社區工作導論: 批判性思考 林勝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503 素養導向之國小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幾何、代數思維與統計林素微, 許慧玉, 陳嘉皇, 張淑怡, 鄭英豪, 謝闓如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510 媒體與資訊素養: 數位公民培力 柯舜智, 陳炳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527 數位語藝: 理論與實踐 李佩霖, 李長潔, 沈孟湄, 胡全威, 秦琍琍, 費翠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534 制度經濟學=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約翰.羅傑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著; 趙秋巖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171541 制度經濟學=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約翰.羅傑斯.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著; 趙秋巖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71558 物聯網實作: 深度學習應用篇 陸瑞強, 廖裕評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565 基礎量子力學= Basic quantum mechainics 林雲海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572 行為改變技術 張世彗著 八版 其他 1

9786263171596 基礎統計學: 使用Excel與SPSS 陳正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602 臺灣茶葉感官品評實作手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71619 數學教學多元表徵: 值得玩味再三的數學教材教法許建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695 談美 朱光潛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657 公司法實務解析 張炳坤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664 基礎量子力學 林雲海作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1688 公司法實務解析 張炳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701 教育概論: 教育理念與實務初探 吳明隆, 陳明珠, 方朝郁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1718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周德禎, 賀瑞麟, 葉晉嘉, 施百俊, 蔡玲瓏, 林思玲, 陳潔瑩, 劉立敏, 李欣蓉, 張重金, 朱旭中, 陳運星合著; 周德禎主編四版 其他 1

9786263171725 資料處理: 使用Python語言 林進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732 圖解唐詩100: 大考最易入題詩作精解 簡彥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756 從世界名著經典出發,提升你的人文閱讀素養. 美洲篇陳嘉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763 臨床微生物學: 細菌與黴菌學 吳俊忠, 吳雪霞, 周以正, 周如文, 林美惠, 胡文熙, 洪貴香, 孫培倫, 張長泉, 張益銍, 彭健芳, 湯雅芬, 曾嵩斌, 楊宗穎, 楊翠青, 廖淑貞, 褚佩瑜, 蔡佩珍, 蘇伯琦, 蘇玲慧作八版 平裝 1

9786263171770 實用民法物權 陳榮傳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1787 民事訴訟法新論 林家祺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3171794 小組對話教學與研究 蔣欣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800 高齡藝術與預防失智症: 藝術課程活動設計 林端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817 高齡藝術與預防失智症: 藝術課程活動設計 林端容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824 小組對話：教學與研究 蔣欣欣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831 圖解宋詞100: 大考最易入題詞作精解 簡彥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848 公共事務: 洞悉社會議題,汲取各國智庫 鄭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1862 教育家的智慧: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教育學講座選集單文經, 黃光雄, 黃宗顯, 黃昆輝, 黃政傑, 楊深坑, 歐用生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879 民事訴訟法新論 林家祺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3171886 實用民法物權 陳榮傳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1909 圖解現行考銓制度 梅林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1916 網頁設計手冊. 下, 網站開發案例實作 高慧君, 魏仲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923 數學這樣學: 國小數學感學習六年級 李源順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954 質性研究: 設計與計畫撰寫 Catherine Marshall, Gretchen B. Rossman著; 李政賢譯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1985 物聯網實作: 深度學習應用篇 陸瑞強, 廖裕評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1992 第一次學機率就上手 林振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005 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盧美秀, 周幸生, 蔣立琦, 周繡玲, 陳淑賢, 陳可欣, 陳杰峰, 李雅玲, 張瑩如編著五版 平裝 1

9786263172012 質性研究法進階探索: 換一副透鏡看世界 張芬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029 圖解現代色彩學 陳鴻興, 蕭琇霙作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2036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2: 類似音字暨多音錯音 鄭安住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043 臨床微生物學: 細菌與黴菌學 吳俊忠, 吳雪霞, 周以正, 周如文, 林美惠, 胡文熙, 洪貴香, 孫培倫, 張長泉, 張益銍, 彭健芳, 湯雅芬, 曾嵩斌, 楊宗穎, 楊翠青, 廖淑貞, 禇佩瑜, 蔡佩珍, 蘇伯琦, 蘇玲慧作八版 其他 1

9786263172050 穿越千年的黑嚕嚕探險: 水墨的三大主題樂園 張美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067 圖解現代色彩學 陳鴻興, 蕭琇霙作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2074 公共事務: 洞悉社會議題,汲取各國智庫 鄭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081 第一次學機率就上手 林振義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104 閩南語語言能力套書: 閩南語競賽、認證最實用工具書鄭安住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72111 數學這樣學: 國小數學感學習五年級 李源順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128 水土保持工程 黃宏斌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2135 水土保持工程 黃宏斌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2142 憲法學的新視野. 三, 基本權利 張嘉尹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2197 智慧服務首部曲: 從探索餐旅體驗開始 許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203 智慧服務首部曲: 從探索餐旅體驗開始 許軒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210 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 李錦楓, 李明清, 張哲朗, 顏文義, 林志芳, 謝壽山, 陳忠義, 鄭建益, 施泰嶽, 林慧美, 顏文俊, 蔡育仁, 林連峯, 黃種華, 徐能振, 吳澄武, 吳伯穗, 邵隆志, 尤俊森作五版 平裝 1

9786263172227 民間文學與說唱藝術 蔡孟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234 質性研究法進階探索: 換一副透鏡看世界 張芬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241 數學教學多元表徵: 值得玩味再三的數學教材教法許建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258 圖解國際標準驗證ISO 9001:2015實務 林澤宏, 李孟樺, 孫政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2272 資料探勘與顧客分析: Modeler應用 陳耀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319 資料探勘與顧客分析: Modeler應用 陳耀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333 統計就是這麼輕鬆R: AI幫你寫好資料分析 黃芳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364 統計就是這麼輕鬆R: AI幫你寫好資料分析 黃芳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371 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 李錦楓, 李明清, 張哲朗, 顏文義, 林志芳, 謝壽山, 陳忠義, 鄭建益, 施泰嶽, 林慧美, 顏文俊, 蔡育仁, 林連峯, 黃種華, 徐能振, 吳澄武, 吳伯穗, 邵隆志, 尤俊森著五版 其他 1

9786263172388 圖解金匱要略 李家雄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72418 圖解金匱要略 李家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2425 總體經濟學題庫 謝德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432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1, 語言用字暨詞彙分類 鄭安住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449 閩南語音字分清楚. 2, 類似音字暨多音錯音 鄭安住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463 民間文學與說唱藝術 蔡孟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470 國際貿易實務 張錦源, 康蕙芬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6263172487 土地登記 陳淑美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3172517 中華民國憲法概論釋義 廖忠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53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 陳廷献著 6版 平裝 1

9786263172548 一九四九.走過與再生: 顏嘉德老兵生命史 黃秀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555 臨床創新: 從點子到創新具體化的第一本書 吳明峰, 吳杰亮, 沈祖望, 林世永, 莊家峰, 溫志煜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593 臨床創新: 從點子到創新具體化的第一本書 吳明峰, 吳杰亮, 沈祖望, 林世永, 莊家峰, 溫志煜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630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 陳廷献著 6版 其他 1

9786263172692 穿越千年的黑嚕嚕探險: 水墨的三大主題樂園 張美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722 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論述 : <五倫天下關係論>的規範性理論建構張啟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72807 國際貿易實務 張錦源, 康蕙芬著 十五版 其他 1



9786263172814 總體經濟學題庫 謝德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821 票據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876 圖解層級分析法 陳耀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883 法哲學 平野仁彦, 亀本洋, 服部高宏著; 劉武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906 土地登記 陳淑美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3172968 讀詞筆記 李文鈺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2975 實驗教育 林雍智, 黃志順, 劉彥廷, 陳映蓉, 林勇成, 黃建榮, 李光莒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2982 圖解土木工程 許聖富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057 陳安如閃亮金句寫作課 陳安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101 流通管理概論: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六版 其他 1

9786263173125 中國新外交: 台日韓三方比較視野 蔡東杰等著; 青山瑠妙, 蔡東杰, 韓碩熙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187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與不動產開發 李家儂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73194 新聞崩壞,何以民主?: 在不實訊息充斥與數位平台壟斷時代裡,再造為人民與公共利益服務的新聞業Victor Pickard著; 羅世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224 舞者筆記: 跳舞的人那些事 陳蒨蒨, 李艾倩, 孟佳, 武萌, 常肖妮著; 李宛霖繪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279 禪是什麼 鈴木大拙著; 張喬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73286 禪的思想 鈴木大拙著; 李濯凡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73323 權威與個人=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伯特蘭.羅素(Russell,Bertrand Arthur William)著; 儲智勇譯1版 平裝 1

9786263173330 出版編輯實務 陳文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354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民宿篇 陳永賓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361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十六版 其他 1

9786263173378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林朝雲, 陳宏益著 七版 其他 1

9786263173385 地方創生下的老後生活: 共生社區照顧模式的八大關鍵策略梁鎧麟, 詹弘廷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392 透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著; 沈宗靈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73415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與設計: 課程學的想像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422 圖解廣告學 莊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477 新教學原理與設計 呂錘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484 AI時代的數位傳播素養教育 王維菁, 林玉鵬, 王俐容, 劉慧雯, 黃俊儒, 曹家榮, 林富美, 戴昀, 胡元輝, 鄭宇君, 劉雅雯, 葉子揚, 傅思凱, 周昆璋, 傅文成, 羅世宏, 蔡蕙如, 蔡柏宏, 張玉佩, 陳維平, 陳順孝, 蔣旭政, 張季桓, 謝宜樺著; 王維菁, 林玉鵬, 王俐容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491 數學這樣學: 國小數學感學習. 一年級 李源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576 楚辭新編 周秉高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590 教育政策與議題趨勢 吳清基, 李孟珍, 楊振昇, 梁金盛, 范揚晧, 黃宇瑀, 盧延根, 舒緒緯, 楊淑妃, 卓秀冬, 蔡進雄, 顏國樑, 葉佐倫, 謝念慈, 許籐繼, 林立生, 郭怡立, 張明文, 王滿馨, 陳穎, 白雲霞, 邱彥均, 黃淳亮, 趙芳玉, 邱昌其, 林錫恩, 范熾文, 劉國兆, 鄭來長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606 圖解法律 楊智傑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3620 遇見: 臨床藝術治療敍事 章容榕, 黃千千, 吳明富, 吳欣容, 陳奕宇, 黃瑛欒, 鄺文傑, 紀昀, 江妍慧, 簡昱琪, 曹又之, 江佳芸, 劉麗雲(釋法如), 朱芷儀作; 吳明富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637 論文統計完全攻略: 統計小白也能變達人 陳寬裕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668 結構式遊戲治療技巧實務手冊 鄭如安, 劉秀菊, 王素文, 李志峰, 周潔, 唐纓, 彭羽, 崔冰冰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675 作文撇步. 2, 220俏皮話+15修辭技巧 周姚萍作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73736 圖解素養導向教學原理與設計 周新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743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92版 其他 1

9786263173774 臺灣茶葉感官品評實作手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3804 文學批評關鍵字: 概念.理論.中文文本解讀 柯思仁, 陳樂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73811 國際航空貨運實務 曾俊鵬著 三版 其他 1

9786263173828 新住民子女語文教育政策與實踐 曾秀珠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835 中美洲導覽: 共同的歷史、不同的命運 何國世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3859 內時間意識現象學=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著; 倪梁康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866 跳繩ABC 劉述懿, 黃光獻, 劉文雄, 鄭人誠, 鄭碧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873 圖解物流管理 張福榮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3173903 走讀士林: 探尋福德洋圳失落的記憶 黃顯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3910 法學概論 陳麗娟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173989 文化中介的美麗與哀愁: 愛丁堡藝穗節六部曲 翁立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009 日本近現代史 張修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4078 學校建築規劃: 理論與實務 湯志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085 論文寫作演繹 張高評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4139 物種起源 查爾斯.達爾文著; 舒德干, 陳鍔, 尹鳳娟, 蒙世傑, 陳苓, 邱樹玉, 華洪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146 六祖壇經 惠能原著; 丁福保箋註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153 中華民國憲法精義 呂炳寬, 項程華, 楊智傑著 七版 平裝 1

9786263174160 圖解整合行銷傳播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4184 科技.人文.數位貿易: 2021數位貿易政策論壇= Technology, humanity, and digital trade: 2021 Digital Trade Policy Forum王震宇, 洪德欽, 汪志堅, 吳盈德, 林宜賢, 林映均, 王牧寰, 楊儷綺, 郭戎晉, 王煜翔, 鄭嘉逸, 張馨予, 楊宗翰, 翁藝庭, 蔡璧竹, 羅智成, 楊增暐, 吳俊穎, 羅至善, 夏學理, 李正上, 須文蔚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245 找找看,在哪裡?. 交通工具篇 瑪格.錢寧(Margot Channing)著; 尚.克勞德(Jean Claude)繪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4252 找找看,在哪裡?. 動物篇 瑪格.錢寧(Margot Channing)著; 尚.克勞德(Jean Claude)繪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4290 做工的場所: 工地認知心理與健康促進 鄭晃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306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 2021 李冠成, 洪銘德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74313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 2021 沈明室, 劉蕭翔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74320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ßenschaft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著; 倪梁康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337 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 2021 蘇紫雲, 洪瑞閔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74344 Incredible Mandarin 國立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陳淑芬, 陳慶華, 劉殿敏, 張箴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351 小貓頭鷹的新朋友 黛比.格里奧里(Debi Gliori)著; 艾莉森.布朗(Alison Brown)繪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375 西方美學史 朱光潛著 2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174382 西方美學史 朱光潛著 2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74368 少年事件處理法 林俊寬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4474 網頁設計手冊套書: 提升中學生資訊課素養力,讓學習歷程檔案更驚豔!高慧君, 魏仲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74481 教育政策研究 蔡進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498 圖解港埠經營管理 張雅富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504 圖解改善管理 陳耀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511 佛洛伊德自傳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 李政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528 羅素回憶錄: 生平自述、人物紀事與散文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李政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542 張高評解析經史. 三, 左傳屬辭與文章義法 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573 兒童的聖經故事 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著; 東.克拉克(Don Clark)繪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4610 無師自通的Python語言程式設計: 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試題解析邏輯林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74634 超資優!讓你成為小學數學高手 許永海, 葉朝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641 50則非知不可的數位科技概念 湯姆.查特菲德(Tom Chatfield)著; 荷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658 50則非知不可的地球科學概念 馬丁.雷德馮(Martin Redfern)著; 荷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665 圖解微積分 黃義雄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4672 中文閱讀與表達: 敬業與關懷素養 王淳美, 蔡蕙如, 羅夏美, 施寬文, 呂昇陽編著; 王淳美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764 台灣都市縮影50+: 關於台灣城市規劃的回顧與反思張學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771 幼兒教育: 政策與課程革新 陳伯璋, 孫良誠, 盧美貴, 黃月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795 疫起攜手: 亞東紀念醫院COVID-19照護經驗 亞東紀念醫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856 創造性舞蹈的啟蒙與體驗: 「我」的發現之旅 陳亞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863 三十而立: 政府資助表演藝術團隊關鍵報告 鄭佳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4887 人資人員常用法典 李聰成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4894 遇見張愛玲 她從海上來 艾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28125 用全景地圖學中國史. 下, 西晉到清朝 余慶俊校訂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4931 用全景地圖學中國史 余慶俊校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626317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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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障)朋友以藝術、園藝、行走、牌卡、桌遊為樂齡活動帶領林義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4979 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林洲富著 16版 平裝 1

9786263174986 國際私法理論與案例研究. 三 林恩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006 迎向超高齡社會的超前部署: Let's Do ATP 萬國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013 臺灣通史 連橫著 2版 平裝 1

9786263175051 學校行政第一本書: 策略與方法 林進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075 SPSS與統計分析 陳正昌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5082 認識校園霸凌及其防制策略 陳利銘, 薛秀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105 哇,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 林欣浩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75112 臺灣客語的詞彙發展與行業詞彙研究 江俊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129 第一次學微積分就上手 林振義作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5143 半導體元件物理與製程: 理論與實務= 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 and process integration: theory & practice劉傳璽, 陳進來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5174 證券交易法理論與實務 李開遠著 5版 平裝 1

9786263175181 怪獸日記. 1, 鬃毛獅女孩海莉克服上臺焦慮= Harriet's monster diary: awfully anxious (but i squish it, big time)Raun Melmed, S. E. Abramson著; 李政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198 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論題之探討 劉少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211 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精要 吳明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228 如果你坐得歪七扭八= 삐뚜로 앉으면? 李侖姬文字; 孫智熙圖畫; 蔡佳燁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3175235 圖解方劑學 李家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242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過子庸著 3版 平裝 1

9786263175259 植病科學行者的人生機緣 黄鴻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266 管理數學、Python與R: 邊玩程式邊學數學,不小心變成數據分析高手何宗武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5358 新訓詁學 蘇建洲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5365 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the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約翰.洛克(John Locke)著; 李華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372 工事安全衛生精實管理 彭元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389 非洲鈔票故事館 莊銘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5396 圖解財務報表分析 馬嘉應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5419 人類的故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著; 谷意, 郭燕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75426 認識基督教 黃惠娟副總編輯 四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3175488 圖解作業研究 趙元和, 趙英宏, 趙敏希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5525 圖解生產與作業管理 歐宗殷, 蔡文隆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5594 統計學: 原理與應用 邱皓政, 林碧芳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5624 建築與消防實務法規彙編 高士峯, 尹道鏹, 張庭熙, 呂憶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662 幼兒擊樂合奏 魏欣儀, 汪雅婷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5693 幼兒園行政理論與實務 張弘勳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5754 IMO初級航海英語會話 王鳳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792 非連續文本: 原來這麼回試 游適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815 教育社會學 周新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5839 圖解商用微積分 黃學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846 社會福利 林萬億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5853 帶你環遊世界: 小朋友最喜歡的地圖 智慧鳥, 露絲.布洛赫斯特編繪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6263175860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32版 平裝 1

9786263175877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7版 平裝 1

9786263175884 商業智慧: 從Tableau運作機制邁向大數據分析之路吳國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5983 沙遊: 通往靈性的心理治療取向 Dora M. Kalff著; 黃宗堅, 朱惠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5990 陳安如的作文船長日誌: 乘著寫作發現號一探究竟-小水手們,快上船吧!陳安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003 德言並立.儒義新詮: 對先秦儒家之哲學思考 吳進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027 歐洲中心主義與社會科學 謝宏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140 解剖生理學精要 唐善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157 內外科護理學導論 唐善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225 超數位讀國學: 用數據探索製作教案,用思辨引導深度討論邱詩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256 土木普考一本通 黃偉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263 生命教育理論與實務: 素養導向 王惠蓉, 王燕雪, 李玉嬋, 李采儒, 孫效智, 張哲民, 張淑美, 張淑珠, 陳詠琳, 張碧如, 康瀚文, 黃正璋, 黃雅文, 黃曉令, 賀豫斦, 黃麗娟, 楊清貴, 蔡昕璋, 鍾敏菁, 蘇倫慧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176355 國中理化一點都不難 陳大為, 王昊, 王虹, 吳大鳴, 王翰作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76423 兒童諮商實務導論: 兒童EQ教育與社會技巧訓練黃月霞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6508 走進弓道的世界 鄭晃二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76522 教育及心理統計學 朱經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76881 犯罪分析與安全治理 孟維德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518 安西大醮: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籙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 醮典篇黃偉強, 吳宏毅, 洪長成, 周志明, 楊秀娟, 劉普雄, 吳秉修, 林名宇合著; 楊秀娟主編精裝 上冊 1

9789868836525 安西大醮: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籙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 醮典篇黃偉強, 吳宏毅, 洪長成, 周志明, 楊秀娟, 劉普雄, 吳秉修, 林名宇合著; 楊秀娟主編精裝 下冊 1

9789868836532 安西大醮: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籙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 宗教藝術篇黃偉強, 吳宏毅, 洪長成, 周志明, 楊秀娟, 劉普雄, 吳秉修, 林名宇合著; 楊秀娟主編精裝 1

9789868836549 安西大醮: 五條港安西府庚子年金籙太上覃恩祈安護國七朝清醮, 宮廟篇黃偉強, 吳宏毅, 洪長成, 周志明, 楊秀娟, 劉普雄, 吳秉修, 林名宇合著; 楊秀娟主編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634 正覺之音文集. 第貳輯 仁俊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421 清靜的智慧: 清靜經淺釋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546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解本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5476 捨我其誰: 孟子演義. 卷一, 梁惠王篇 木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5483 捨我其誰: 孟子演義. 卷二, 公孫丑篇 木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75490 捨我其誰: 孟子演義. 卷三, 滕文公篇 木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6500 捨我其誰: 孟子演義. 卷四, 離婁篇 木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6517 捨我其誰: 孟子演義. 卷五, 萬章篇 木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6524 捨我其誰: 孟子演義. 卷六, 告子篇 木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6531 捨我其誰: 孟子演義. 卷七, 盡心篇與孟子全書跋文木本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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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送存冊數共計：586

五條港安西府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仁俊長老紀念佛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4060 悅吾島: 成定瑜油畫作品集<<2022>>= Enjoy our island Taiwan成定瑜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5604 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 (東漢)張仲景著; 劉理想, 潘秋平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5611 六經辨證臨床之路 鮑艷舉, 花寶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986 今成訊息 財團法人台中市今成文教基金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54928 無人地球: 全面改寫經濟、政治、國際局勢的人口崩潰之戰= Empty planet: the shock of global population decline達瑞爾.布瑞克(Darrell Bricker), 約翰.伊比森(John Ibbitson)著; 李祐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942 順勢致富: 14位頂尖交易奇才跑贏大盤、賺取超額報酬的投資法則麥可.卡威爾(Michael W. Covel)作; 曾婉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966 杜金龍技術指標聖經 杜金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54980 在診療室遇見老子: 療癒10萬人的日本精神科名醫,教你32個「零批判」思考模式= 人生に、上下も勝ち負けもありません 精神科医が教える老子の言葉野村總一郎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004 人生五張表,你也可以F.I.R.E.: 打造富足生活的使用說明書吳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011 精準解答: 突破搜尋盲點,解決90%人生難題的思維能力劉杰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028 都更危老大解密,耕築共好家園 黃張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059 關於人生,我這樣投資: 日本傳奇基金經理人的低風險未來戰略= 投資家みたいに生きろ: 将来の不安を打ち破る人生戦略藤野英人作; 黃薇嬪,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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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騰(Lynda Gratton), 安德魯.史考特(Andrew J. Scott)作; 林曉欽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110 你說的是愛,還是傷害: 坦率擁抱真心的20個非暴力溝通練習陳亭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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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李韻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134 走路.回家: 小野寫給山海的生命之歌 小野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165 偷學億萬散戶贏家的快狠準獲利術= 日本の億万投資家名鑑日經理財作;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189 走進K線女王的交易室 鄭雅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196 老謝的台灣記行: 有時走路,有時吃喝 謝金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202 金融騙局: 驚世詭計大揭密,寫給所有投資人的警示書李奧.高夫(Leo Gough)作; 聞翊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240 數字偏見: 不再被操弄與誤導,洞悉偽科學的防彈思考桑妮.布勞(Sanne Blauw)作;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264 63張圖,教你漲跌都能賺= 株で月10万円稼ぐ!相場式暴落&暴騰で儲ける株のトリセツ相場師朗作; 張瑜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01 當客戶說不: 世界頂級銷售大師教你四步驟馬上成交!= When buyers say no: essential strategies for keeping a sale moving forward湯姆.霍普金斯(Tom Hopkins), 本.卡特(Ben Katt)著; 楊曉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18 如果不是那一次檢查,我已不在人世: 贏得十倍存活率的癌症真相黃亞琪主筆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25 最強散戶翻身買股術: 從10萬到1億的籌碼必修課麥克連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32 巨星天使投資人的誕生: 從有錢,變超有錢!好萊塢與體壇如何破解創投密碼,顛覆矽谷查克.歐麥利.葛林堡(Zack O'Malley Greenburg)作; 林奕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49 設計幸福: 經濟學x心理學x行為科學,實現理想人生的務實思維保羅.多倫(Paul Dolan)作; 曾婉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56 大腦最適學習法: 日本腦科學權威教你用視覺X聽覺X觸覺,激發高效潛能= 自分の脳に合った勉強法小沼勢矢作;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70 雙魚B.理科市長: 林右昌的人生進擊RPG 林右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387 遠距工作革命: 哈佛商學院教授教你,在哪辦公都高效的創新方法采黛爾.尼利(Tsedal Neeley)作; 聞翊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400 孩子,我們來談錢: 從7歲開始給他零用錢,不如教他變有錢= お金の教育がすべて。7歳から投資マインドが身につく本米安.薩米(Mian Sami)作; 洪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4431 設計幸福: 經濟學x心理學x行為科學,實現理想人生的務實思維保羅.多倫(Paul Dolan)作; 曾婉琳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4448 修復關係的正向衝突: 走進離婚、派系鬥爭與內戰,找到擺脫困境的解方= High conflict: why we get trapped and how we get out亞曼達.瑞普立(Amanda Ripley)著; Geraldine Lee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223 吞了30000顆仙丹的女人: 一個紅斑性狼瘡患者的生命故事林惠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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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仁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元亨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今成



9789869875974 楊家兩代診治眩暈秘笈 楊怡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5981 中西醫結合治療神經性疾病 程維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406 新編少林秘傳養生功法 莊豐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26194 大手牽小手齊步一起走!(親子手冊) 鄧立平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526200 大手牽小手齊步一起走!: 說說又唱唱 鄧立平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2526217 英文發音即時通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526224 英文發音即時通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526231 英文發音即時通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2526255 英文發音即時通(Workbook)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26262 英文發音即時通(Workbook)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26279 英文發音即時通(Workbook)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26286 英文發音即時通(Workbook)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26293 柏克萊英漢圖典= English-Chinese picture dictionaryYen-Ling Chiu, Yu-Ching Chen主編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2526248 英文發音即時通 Paul O'Sullivan, Christiana Lee, editors of WiN Publishing作第五版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533 日落維港: 當代香港文學研究論集= The sunset in Victoria Harbor: research essays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鍾怡雯, 陳大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12149 生死存亡十二年: 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 郝志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255 造神與造假: 陳寅恪史事辨偽及大陸「陳學」熱宣傳指謬劉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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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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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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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112347 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 冷戰時代滯港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陳正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361 心靈動力視角的<<老子>>與<<賽斯書>> 洪燕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378 學校品牌行銷與教育選擇權 蔡金田, 温富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12385 人工智慧與影像知識詮釋化 羅崇銘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112415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七, 政治經濟學與本土篇= Proceedings: the 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VII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9416 東京札記 葛兆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423 余英時談話錄 李懷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430 美麗島事件與大鬍子家博回憶錄 家博(J. Bruce Jacobs)著; 袁載俊, Christina Chen, 鄭天任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447 外地巡禮: 「越境的」日語文學論 西成彥著; 謝惠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454 歷史的轉向 黃進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461 戰後台灣的光與影 李永熾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478 我在音樂會畫的素描 陳景容著 二版 精裝 1

9786269509492 余英時訪問記 李懷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7904 寫作的風格要素 康文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7911 女,走往身體的朝聖: 女性覺醒,社會創業,正向月經林念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神館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1

元智大學中文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6779 醫師國考系列: 醫師解剖題庫 趙俊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6786 醫師國考系列: 醫師解剖 趙俊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66793 醫師國考系列: 醫師病理 趙俊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24402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劉文博編 八版 平裝 1

9786269524419 護理師先鋒: 內外科護理學 晨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24426 護理師先鋒: 社區衛生護理學 王雪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6269524433 護理師先鋒: 基本護理學 晨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24440 有機化學歷屆試題. 105-109年 方智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24457 有機化學歷屆試題. 105-109年 方智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24464 護理師先鋒: 護理師歷屆試題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6269524471 字根辭典EE503/索引 張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4488 護理師先鋒: 產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6269524495 護理師先鋒: 兒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6269565603 學士後中西醫 英文解析歷屆試題 張文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65610 護理師先鋒: 護理行政 夏心綺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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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雅老化的三力生活= Brain X Physical X Social林經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9432 小耳朵. 3: 神奇時光機 小石強納森, 湯婷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9449 如果還有明天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99487 汗水的奧祕: 有關流汗的奇思妙想與科學探究= The joy of sweat: the strange science of perspiration莎拉.艾佛茲(Sarah Everts)著; 楊心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55901 劉博仁不藏私的健腦祕密 劉博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5918 流浪情書: 徒步兩萬公里的心靈壯遊 解博茹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7345 我的孩子要在這裡讀書: 黃建興建築師經典校園走讀游苔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3111 讚頌天主: 鳳山耶穌君王堂2021年紀念刊= Praise the Lord許景華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774 先誠實 再成交: 永慶房屋良心仲介 文仲瑄, 李碧華, 莫非採訪撰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223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外篇, 跨世界打工旅行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805230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外篇, 跨世界打工旅行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805247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十, 碎月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30440 城市的河流 黃淑貞文字; 劉憬樺圖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30457 有你的日子 蔡振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河創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鳳山耶穌君王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5625 笑談足球 金竟仔, 嘉安, 戴沙夫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32 瀟灑看人生 君靈鈴, 嘉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49 在角落不曾盛開的花= The flower that never bloom in the corner汶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56 青春遊隨筆 明士心, Aima, 許思庭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63 日本影畫感想 老溫, 雪倫湖, 李維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70 心曲共鳴 君靈鈴, 嘉安, 六色羽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87 風再起時: 迪比派路作品集 迪比派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694 不一樣的日本 明士心, 和葉, 李維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00 非你不可= It has to be you 君靈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24 走過台北三十載 藍色水銀, 765334, 汶莎, 宛若花開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31 九十年代香港影畫回憶 列當度, 金竟仔, 嘉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48 真情流露 明士心, 汶莎, 765334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55 東洋畫坊 破風, 列當度, 君靈鈴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62 開卷隨筆 李維, 風見喬, 倪小恩, 破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86 理想的愛 藍色水銀, 語雨, 765334, 君靈鈴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793 輪椅裝置技術報告 謝靜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809 暢談日本 汶莎, 安塔, 和葉, 破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816 帶點遺憾的球星 剛田武, 嘉安, 老溫, 列當度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823 午後咖啡 六色羽, 葉櫻, 語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830 思念的季節 金竟仔, 語雨, 雪倫湖, 君靈鈴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847 Le Baroque éternel: incarnations d'une sensibilité= 永恆巴洛克: 一種感受性的多種具現舒卡夏(Katarzyna Stachur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854 失眠的夜 語雨, 澤北, 葉櫻, 雪倫湖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5861 美麗的回憶 六色羽, 語雨, 破風, 倪小恩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3079 As You Go: 去,啟動神聖相遇的每一刻 杜維德(Victor Dawson)著; 胡慧馨, 謝淑霞, 天恩編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154 神計畫: 從福音五訣到靈程五階 賴明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253 創世記與我 李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773260 求真尋道. 2: 約翰福音綱要、結構與信息 阮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3277 疫情大停工過後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284 初生之犢: 做小夢也有超能力 麗茲.芙金.柏哈拿(Liz Forkin Bohannon)著; 高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3291 52個神的名 李淑真著 精裝 1

9789862773321 聖靈的名= HaRuach 李淑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3338 羅馬書靈拾 何照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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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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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1625 哲學人生問答 岸見一郎著; 蔡易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1656 歷史是一雙靴子= 歴史とは靴である 磯田道史著; 黃鈺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0205 BPower永久電瓶電力 王鏑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2605 奔向天國: 共赴天地之約 渲天愛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2612 起初/遇見= In the beginning+meeting 渲天愛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揚精密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愛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天培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5522 兒童創意思考五十問: 創意,有方法可以學習嗎?沙永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4085 竭力愛神 蕭祥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4092 看見榮耀: 21世紀教會藍圖 蕭祥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4122 水彩風景速寫繪畫課: 顧兆仁旅繪台灣技法教學顧兆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4139 積存時間的生活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李毓昭翻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4146 親子烘焙幸福時光 英國人蔘Abb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4153 轉眼仰望 蕭祥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4160 慢聊波蘭: 波蘭女孩X台灣男孩蜜拉士愷的實境生活蜜拉(Emilia Borza-Yeh), 葉士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4184 北海道四季彩繪之旅 Tunaの小宇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4191 <<積存時間的生活>>續集: 從兩個人到一個人(天堂相會紀念版)= ふたりからひとり: ときをためる暮らしそれから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李毓昭翻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339 太極導引. 第陸號, 極= Tai Chi Dao Yin. vol.6, Chi吳文翠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4500 秦無荒汽車數位藝術畫. 2021= Chin Wu Huang 2021 automotiveart秦無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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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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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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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6304 鄉土野史: 臺灣尋奇得趣、人生啟思集錦 張永樹撰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戈雅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引目空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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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2419 最新機車考照手冊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912426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四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9352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蛋糕西點、餅乾)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0649369 觀光餐旅業導論奪分寶典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9376 展演實務、音像藝術展演實務專二題庫解析完全攻略邱成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9390 藝術概論奪分寶典 薛佳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121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0698138 電子學總複習 陳以熙, 林瑜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6174 玩火真危險 陶綺彤文; Faye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6198 糟糕!迷路了 陶綺彤文; Faye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56204 站好、拉好!不跌倒 陶綺彤文; 橘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56228 炊粿慶團圓 鄭宗弦文; 陳奕喬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6235 泳氣十足的夏天 魔窟工作室編劇.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6242 A咖的拍檔之路 陶綺彤編劇; KOI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6273 再見!虎爺將軍 李健睿文; 劉彤渲圖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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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91227 自由與無為: 論西漢初年的帝國體制與黃老思想賈尚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2095 天師與經籙初探: 臺灣道教百年百人首次晉品登梯閱籙蘇清六編著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1906 自我肯定的奇蹟: 日本人際關係諮商首席專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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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交辦的主管真高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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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0666 像香奈兒一樣反應與思考= Agir et penser comme Coco Chanel奧蕾莉.戈德弗羅伊( Aurélie Godefroy)作; 柯桂育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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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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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值也能下降的方法 水野雅登著; 羅淑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95041 流浪者之歌: 你的靈魂,就是整個世界!赫曼.赫塞傳世之作,出版100週年紀念版(歌德金質獎章譯者典藏譯本)= Siddhartha: Eine Indische Dichtung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楊武能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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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95126 相信你自己: 拋開內心小劇場,才知道自己有多強!寫給高敏人的職場逍遙指南= Trust yourself: stop overthinking and channel your emotions for success at work美樂蒂.懷爾汀(Melody Wilding)著; 蔡心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5133 醫生說「請你運動!」時,最強對症運動指南: 日本首席體能訓練師教你: 1次5分鐘,釋放身體痠痛疲勞,降中風、心臟病死亡率!= 医師に「運動しなさい」と言われたら最初に読む本中野.詹姆士.修一著; 蔡麗蓉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房文化



9786267095140 醫生說「請妳運動!」時,最強女性對症運動指南: 日本首席體能訓練師教妳: 1次5分鐘,改善肥胖、浮腫、自律神經失調、更年期不適!= 女性が医師に「運動しなさい」と言われたら最初に読む本中野.詹姆士.修一著; 蔡麗蓉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95171 我已經夠努力了,你還要我怎麼樣?: 在外一嘴好功夫,內心卻滿懷擔憂與自疑,韓國「N拋世代」青年的生存無力感大告白= 왜 아가리로만 할까朴庭漢, 李相穆, 李洙昌著;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5256 0050+台股基金超額獲利很簡單!: 「鈔錢部署」新概念,存股不如存台股基金!盧燕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4603 善惡魔法學院: 戈瓦登詛咒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王娟娟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726 善惡魔法學院. 2: 王子消失的世界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蔡心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733 善惡魔法學院. 3: 末日誓約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潘美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825 善惡魔法學院: 終極祕密手冊= 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the ever never handbook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黃筱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948 善惡魔法學院. 4: 王者的考驗= 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quests for glory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王娟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4993 不存在的罪人 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作;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0011 善惡魔法學院. 5: 時間魔晶球= 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a crystal of time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蔡心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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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有錢途,下班賺更多,大數據時代早一步財富自由的商業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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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80349 日本三代名醫の肩頸自療法: 每天1分鐘,舒緩脊椎肌肉,身體重新調正,自癒力大增!竹谷內康修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0387 有錢人在乎的和你不一樣: 實現財富自由不再窮困拮据,你一定要先學會的10個致富思維 = The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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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80417 有錢人在乎的和你不一樣 基斯.卡麥隆.史密斯(Keith Cameron Smith)著; 黃煜文譯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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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真正痛因,快速根除多年不適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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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80608 價格烽火效應: 從金融風暴到後疫情時代,引爆世界下一波混亂的訊號= Price wars: how the commodities markets made our chaotic world魯伯特.羅素(Rupert Russell)作; 聞翊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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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5809 別再說都是為我好: 情緒能量X愛的語言X正念溝通,改變家庭能量動力,化解家人關係難題許瑞云, 陳德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5892 養心: <>進階版.提升能量的修心三法 高堯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5908 真人實證!我靠吸引力法則賺到三千萬 E.K.尚多(E. K. Santo)著 ; 孟紀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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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1756479 最高閒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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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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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56530 鏡子靜心: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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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最可愛的咖啡入門岩田亮子著;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578 四句話變幸福!實現奇蹟人生的荷歐波諾波諾= たった4つの言葉で幸せになれる!心が楽になるホ.オポノポノの教え伊賀列阿卡拉.修.藍(Ihaleakala Hew Len), 丸山茜著; 邱心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585 逆向工程,你我都能變優秀的祕訣: 全球頂尖創新者、運動員、藝術家共同實證朗恩.傅利曼(Ron Friedman)作;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615 棺材告白者: 有些遺願不會默默進墳墓= The coffin confessor: some last wishes don't go quietly to the grave威廉.埃德加(Bill Edgar)著;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6622 GaryVee的情商槓桿: 網路行銷大神教你工作和生活都成功的12又1/2個祕密蓋瑞.范納洽(Gary Vaynerchuk)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2090 紀事下茄苳堡: 拙耕園瑣記系列之伍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3219 古代漆器華彩 林元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3332 找回臺灣番薯根 蔡宏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403 當代藝術的獨行者: 2021龎均新作展= Outstanding master of contemporary art: Pang Jiun Solo Exhibition龎均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日升月鴻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方格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1884 日本超可愛幸福媽咪Rikaの150道愛家便當: 專為料理新手設計,溫暖又可愛的便當入門菜Rika(新井利佳)文字.繪圖; 周禎和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63012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1: 天天吃蔬果,防癌保健康!溫國智, 黃經典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63036 海味廚房 陳秉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63050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2: 常常吃海鮮,瘦身、身體棒、腦力佳!溫國智, 黃經典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63074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3: 聰明吃肉類,養生有活力,不怕胖!溫國智, 黃經典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63081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4: 靈活調味,廚藝&料理更完美黃經典, 王陳哲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446 溫柔陪在你身旁 胡涓涓(Carol)文.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9659 主婦的斜槓人生: 律師娘教你重新定位自己,創造額外收入,打破人生天花板林靜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673 領導力藍圖: 別怕砍掉重練!從內在找尋改建原料,量身打造領導模型道格拉斯.康南特(Douglas Conant), 艾美.費德曼(Amy Federman)著; 溫力秦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703 EZ Japan日語會話課: N2語彙聽力全面提升. 在地生活篇今泉江利子, 本間岐理, EZ Japan編輯部作; 游翔皓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9994 依戀,情感關係的溫柔解方: 情感支持&建立安全感,超越醫學觀點的復原之路岡田尊司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080 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 韓國犯罪側寫師眼中的人性故事李珍淑著; 龔苡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097 日本神話: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黃毓倫, 游翔皓, 王文萱, EZ Japan編輯部著; 田中裕也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103 批判性寫作: 西洋文史閱讀素養 傑西.利伯曼(Jesse Liebman)著; 丁宥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196 共感經營: 從企業內部共鳴出發,建立消費者認同,拓展市場新商機野中郁次郎, 勝見明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02 英語字彙力: 用1400個詞彙打造精準溝通力 Chris Lele, Magoosh學習集團著; 賴榮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19 動機是一切的開始: 當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走向目標,你能讓自己用飛的嗎?植木宣隆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26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單親家庭篇: 傾聽孩子的訊息密碼,增進信任關係,建立愛與歸屬感的環境簡.尼爾森(Jane Nelsen), 謝瑞爾.艾爾文(Cheryl Erwin), 卡洛.德爾澤(Carol Delzer)著; 陳玫妏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33 韓語自學力: 給你觀念、方法、資源、文法筆記,自學韓文就這麼容易!阿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40 共感經營: 從企業內部共鳴出發,建立消費者認同,拓展市場新商機野中郁次郎, 勝見明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57 動機是一切的開始: 當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走向目標,你能讓自己用飛的嗎?植木宣隆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64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單親家庭篇: 傾聽孩子的訊息密碼,增進信任關係,建立愛與歸屬感的環境簡.尼爾森(Jane Nelsen), 謝瑞爾.艾爾文(Cheryl Erwin), 卡洛.德爾澤(Carol Delzer)著; 陳玫妏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271 韓語自學力: 給你觀念、方法、資源、文法筆記,自學韓文就這麼容易!阿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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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95684 歡迎卡比山的新朋友 科里.杜若菲德(Cori Doerrfeld)文.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5691 旅人的韓語使用說明書= Korean phrasebook for travelersTalkToMeInKorean作;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806 超級粉絲: 不耍噱頭、不買廣告,從零開始的個人品牌到百大企業都適用的最強圈粉術帕特.弗林(Pat Flynn)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813 學會戰略性思考: 快速發想、迅速淘汰、有效說服,讓聰明人更聰明工作的思考法弗瑞德.佩拉德(Fred Pelard)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820 高階英文寫作課: 精雕句法、段落,GRE大師帶你完成論文攻上英文寫作巔峰崔正淑著; 謝宜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837 不是我太敏感,而是你太過分了 劉恩庭著; 張召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844 活用韓文俗諺.漢字成語= 한국어뱅크 NEW 스타일 한국어 속담·한자성어韓國語教育研究所作; 關亭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851 用英文繪本讀出孩子的素養力: 輕鬆三步驟,漫談新課綱19大議題劉怡伶Daph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882 慶祝卡比山的禮物節 科里.杜若菲德(Cori Doerrfeld)文.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95899 每天來點心理學,揭開隱祕的人性關鍵字: 30個史上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帶你突破限制,邁向更好的自己李東龜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981 日本鬼秘話: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EZ Japan編輯部, 月翔, 游翔皓, 王文萱, 林立萍著; 田中裕也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5998 傑夫.伊梅特: 帶領美國百年企業奇異走過16年風雨的剖心自白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002 上班何須太委屈,轉職身價再晉級: LinkedIn日本負責人教你找出職能優勢標籤,成就理想的工作與人生村上臣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019 對自己也當個好人: 停止苛待自己,在低潮中安頓自我,找到溫暖療癒的力量全娥論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026 女人四十,該捨棄與該開始的: 擁抱妳的隨心所欲,今天也要問候自己過得好不好鄭教暎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033 不是我太敏感,而是你太過份了: 設立界線、擴展心靈韌性,活出自己的樣子劉恩庭(유은정)著; 張召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071 超級粉絲: 不耍噱頭、不買廣告,從零開始的個人品牌到百大企業都適用的最強圈粉術帕特.弗林(Pat Flynn)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095 不是我太敏感,而是你太過份了: 設立界線、擴展心靈韌性,活出自己的樣子劉恩庭(유은정)著; 張召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101 日本鬼秘話: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EZ Japan編輯部, 月翔, 游翔皓, 王文萱, 林立萍著; 田中裕也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118 旅人的韓語使用說明書 Talk To Me In Korean著; 陳靖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125 高階英文寫作課: 精雕句法、段落,GRE寫作大師帶你完成論文攻上英文寫作巔峰崔正淑著; 謝宜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132 超級粉絲: 不耍噱頭、不買廣告,從零開始的個人品牌到百大企業都適用的最強圈粉術帕特.弗林(Pat Flynn)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149 學會戰略性思考: 快速發想、迅速淘汰、有效說服,讓人更聰明工作的思考法弗瑞德.佩拉德(Fred Pelard)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日日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文化



9786267089156 為什麼99隻貓無法吃掉1隻老鼠?: 從個人、團體到社會,6.5個日常故事帶你建構生活中的賽局思維鎌田雄一郎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163 30天雅思寫作7+攻略: 必備句型、加分搭配詞、邏輯寫作大綱,取分重點考前完全掌握蕭志億(派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170 進擊的文案: 從文采到情采,新媒體商業寫作完全攻略蘇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187 職場日語語彙力: 學會「日式思維」換句話說,溝通無往不利= 大人の語彙力ノート 誰からも「できる! 」と思われる齋藤孝著; 吳羽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194 其實你可以再賣貴一點: 打破CP值迷思,放大商品獨特價值,讓顧客乖乖掏錢買單金裕鎭著; 張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200 用英文繪本讀出孩子的素養力: 輕鬆三步驟,漫談新課綱19大議題劉怡伶Daphne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217 活用韓文俗諺.漢字成語 韓國語教育研究所作; 關亭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286 傑夫.伊梅特: 帶領美國百年企業奇異走過16年風雨的剖心自白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224 傑夫.伊梅特: 帶領美國百年企業奇異走過16年風雨的剖心自白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231 上班何須太委屈,轉職身價再晉級: LinkedIn日本負責人教你找出職能優勢標籤,成就理想的工作與人生村上臣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248 每天來點心理學,揭開隱祕的人性關鍵字: 30個史上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帶你突破限制,邁向更好的自己李東龜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255 對自己也當個好人: 停止苛待自己，在低潮中安頓自我，找到溫暖療癒的力量全娥論（전아론）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309 每天來點心理學,揭開隱祕的人性關鍵字: 30個史上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帶你突破限制,邁向更好的自己李東龜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316 對自己也當個好人: 停止苛待自己，在低潮中安頓自我，找到溫暖療癒的力量全娥論（전아론）著; 李煥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323 今天也因為難相處的人而心累 鄭熙靜著; 張召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330 傷心的鱷魚艾菲= Elfi, das traurige Krokodil 茵卡.帕伯斯特(Inka Pabst)文; 米里安.策德里烏斯(Miriam Zedelius)繪; 楊婷湞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7089347 超人氣韓劇教你的實用韓文表達: 秘密森林、太陽的後裔、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南吉任, 金振雄, 宋賢珠, 安意正, 黃恩夏作; 龔苡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354 京都力揭祕= 京都力: 人を魅了する力の正体 柏井壽著; 游翔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9415 女人四十,該捨棄與該開始的: 擁抱妳的隨心所欲,今天也要問候自己過得好不好鄭教暎(정교영)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422 女人四十,該捨棄與該開始的: 擁抱妳的隨心所欲,今天也要問候自己過得好不好鄭教暎(정교영)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439 為什麼100隻貓無法吃掉1隻老鼠?: 從個人、團體到社會,6.5個日常故事帶你建構生活中的賽局思維鎌田雄一郎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446 為什麼100隻貓無法吃掉1隻老鼠?: 從個人、團體到社會,6.5個日常故事帶你建構生活中的賽局思維鎌田雄一郎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89453 職場日語語彙力: 學會「日式思維」換句話說,溝通無往不利齋藤孝著; 吳羽柔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5126 跟一棵樹聊天,聽他的人生哲學: 溝通師的37堂植物療癒通心課春花媽著; Soupy繪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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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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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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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你的投資思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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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魅考 呼延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805 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有錢人多有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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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的法則= The rules of people 理查.譚普勒(Richard Templar)著; 李曉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5843 神道教超圖解: 影響日本人生活的信仰根本 澀谷申博著; 抹茶糰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5928 光: 傳遞訊息的使者 伊恩.沃姆斯利(Ian Walmsley)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5942 重力: 擾動時空的主宰者 提姆西.克里夫頓(Timothy Clifton)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15973 祕境: 隱藏版世界奇觀的探索珍藏集 喬許.弗爾(Joshua Foer), 狄倫.圖拉斯(Dylan Thuras), 艾拉.莫頓(Ella Morton)著; 張依玫, 趙睿音譯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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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4025 有故事的論語 張瑋, 饅頭說團隊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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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4155 高敏感情緒自救手冊: 如何避免感情用事?怎樣掌控自己不被情緒淹沒?= The emotionally sensitive person: finding peace when your emotions overwhelm you卡魯恩.霍爾(Karyn D. Hall)著; 李恩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4162 焦慮恐慌自救手冊:為什麼是我?如何停止焦慮打開行動人生?= Stop anxiety from stopping you: the breakthrough program for conquering panic and social anxiety海倫.奧德斯基(Helen Odessky)著; 趙燕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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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日出南方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3

日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6208 時光映象 邱上林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9029 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作; 施清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9739 森林報報: 春天,森林裡有什麼新鮮事! 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作; 王汶譯; 許伯琴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3599746 森林報報: 夏天,森林裡有什麼新鮮事! 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作; 王汶譯; 許伯琴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3599753 森林報報: 秋天,森林裡有什麼新鮮事! 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作; 王汶譯; 許伯琴朗讀初版 其他 1

9789863599760 森林報報: 冬天,森林裡有什麼新鮮事! 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作; 王汶譯; 許伯琴朗讀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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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40707 煙街 沐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0769 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 郭強生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0776 自主學習大未來: 家長最想知道、認識自學的第一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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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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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41001 20歲的人脈力養成講座: 成功約到1000位企業主的實用心理技巧,讓技術、資金、情報集結到你身邊= 20代から始める「人脈力」養成講座内田雅章著; 林詠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41032 雄好呷: 高雄111家小吃慢食、至情至性的尋味記錄(暢銷經典改版)郭銘哲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41063 地鐵站 何致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100 一鍵購買: 私營經濟體亞馬遜如何在雲端重塑美國= Fulfillment: winning and losing in one-click America艾立克.麥吉里斯(Alec MacGillis)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186 荒島食驗家. 2, 野薑花煮魚 王宇清文; rabbit44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193 沒有資優班: 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 陳之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141230 我家住海邊: 尋找台灣即將消失的漁法= Living with the ocean公共電視作; 鄭玉佩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247 像藝術家一樣活用色彩= Color: a course in mastering the art of mixing colors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254 名作要從最後一句開始讀 齋藤美奈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261 自轉公轉 山本文緒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278 蝙蝠俠: 致命玩笑(典藏版)= Batman: the killing joke艾倫.摩爾(Alan Moore)執筆; 布萊恩.伯蘭(Brian Bolland)作畫; 劉維人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141285 黑暗騎士的崛起: 蝙蝠俠全史與席捲全世界的宅文化= The caped crusade: Batman and the rise of nerd culture格倫.威爾登(Glen Weldon)作; 劉維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41315 遊樂場所 林文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6527 狐言狸語療癒我: 大阿姨與小狐狸的對話 官容鳳(大阿姨), 小狐狸作; 彭柏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6534 北上南下: 在詩與詩人的四季裏 陳有志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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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0203 國姓咖啡香 何治郎, 何玉靜, 李美華, 李瑛綺, 林秀鳳, 林利玲, 林桂鈴, 吳玫緗, 邱秀春, 黃尚傑, 黃少妶, 黃旭蓮, 馮郁筑, 劉振田, 詹惠仙, 賴良英, 簡澤媛, 簡本一, 羅靜淑撰寫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38062 我會好好照顧你 瑪麗亞.羅瑞塔.吉拉多(Maria Loretta Giraldo)文; 妮可蕾塔.貝特利(Nicoletta Bertelle)圖; 海狗房東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8079 躲好了沒?= Run! 吉列爾梅.卡斯騰(Guilherme Karsten)作;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木蘭文化

木倉庫文史工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水月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水沙連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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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290642 唐詩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4541 國語小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4295173 ACME現代高級英漢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5500 最新英漢字典=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莊雅芸總編輯 修訂二版 精裝 2

9789864295951 活力成語100分. 2年級 黃美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22 精選歷屆試題英文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60 精選歷屆試題自然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77 精選歷屆試題社會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84 精選歷屆試題數學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491 精選歷屆試題國文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6989 精選歷屆試題30天完全衝刺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7658 每日一文補給站. 2年級 胡琇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8907 數學精武門. 二下 王允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8938 數學精武門. 三 楊善駿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30074 我的1000個生活單字 Caroline Modeste繪 三版 精裝 2

9786263130081 我的1000個動物單字 Agnés Besson文字; Manu Surein繪 三版 精裝 2

9786263130173 團結的羊兒 黃瑞田作; 吳楚璿繪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30180 阿尼要搬家 黃慧敏作; 莊河源繪 二版 平裝 2

9786263130197 月光音樂會 呂淑恂作.繪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30203 媽媽的大肚子 黃怡甄作; 鄭淑芬繪 三版 平裝 2

9786263130210 靠關係學成語 姜蜜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2

9786263130241 國小數學全攻略. 3下 許世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30258 國小數學素養「養」起來. 3年級 韋寶, 沈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30265 最優秀的豆芽菜 林佩璇文; wwiinngg圖 初版 精裝 2

9786263130272 哇!原來有好事 林千鈺文; 顏薏芬圖 初版 精裝 2

9786263130289 臺灣之最全知道! 梅洛琳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30296 AI人工智慧全知道!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30302 AI-FML人機共學 李健興, 久保田直行, 山口亨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6263130319 趣味臺灣話小百科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阮慶芸繪 初版 精裝 2

9786263130326 這篇故事有意思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30333 跟著照樣造句. 低年級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30340 跟著照樣造句. 中年級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130364 這句成語有意思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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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97230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之衝擊: 經貿發展與自由民主: 2021世/亞盟國際視訊論壇(中英對照)= The impacts of COVID-19 on globalization: economic trade development & democratic freedoms: 2021 WLFD/APLFD international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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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7014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會刊. 第三十五期=The world Hsu's clansmen association the 35nd journal徐煥祥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6430 韓非子集釋 陳奇猷撰 四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51

世盟中華民國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牙醫助理崩壞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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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8572 數學女孩 結城浩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89 生酮飲食X維生素D,打造最強癌症療法 古川健司作; 周奕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596 二十天後消失的癌細胞: 全身癌末到生還,臣服法則與323日奇蹟故事刀根健作;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602 芳香藥典: 精油療法的臨床指南 彼得.荷姆斯作; 唐弘馨, 黃小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408619 3小時讀通基礎化學(新裝版) 左卷健男, 寺田光宏, 山田洋一著; 陳怡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8626 不打罵也不寵壞孩子的新時代教養法: 相信、尊重、等待,讓孩子自信成長珍娜.蘭斯柏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633 憂鬱是因為你的大腦生病了: 照照磁波,活化腦區,解憂抗鬱新方向洪敬倫, 唐子俊, 台灣臨床TMS腦刺激學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640 3小時讀通基礎機械設計(新裝版) 門田和雄著; 陳怡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8657 相貌心理學: 突破識人盲點,解決人際關係所有煩惱佐藤布忠貴子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664 終結胃水腫: 少喝水,救健康 今中健二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671 世界第一簡單物理學. 力學篇 新田英雄著; 高津Keita作畫; 林羿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8688 跑出你的最佳速度: 馬拉松醫師教你成為最強市民跑者諏訪通久作; 周奕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695 3小時讀通幾何(新裝版) 岡部恒治, 本丸諒作; 雲譯翻譯工作室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8701 放學後的理科教室: 33個在家就能做的小實驗,玩出理科力!尾嶋好美作; 陳政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718 人類使用指南: 徹底觀察人心與行動,遠離人際壓力倉橋真矢子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08725 世界第一簡單電子電路 田中賢一作; 高山ヤマ作畫; 李漢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08732 改變世界的科學定律: 與33位知名科學家一起玩實驗川村康文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441 數位時代的群我溝通: 新樣貌與新挑戰= 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new forms and new challenges胡全威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465 科學傳播與科普素養國際研討會暨論壇論文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Forum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cy ProceedingRobert Myrtle, John Williams, 邵祖威, 施永裕, 劉可德, 蔣振宇, 陳家進, 杜國銘, 游輝宏, 莊子民, 林錫慶, 李旺龍, 陳俊亦, 李珉愷, 吳怡萱, 梁朝雲, 余佳芳, 陳俊瑋, 梁廷毓, 盧冠宏, 盧均展, 許博彥作; 葉一璋主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458 在數位傳播與智能化大爆炸中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in Big Bang of Digitization and Smartization 2021 proceedings黃怡婷行政編輯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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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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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9453 市場、正義與反全球主義: 論左翼社群主義思想梁文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9460 青年馬偕: 在台宣教的根柢= Young Mackay: the roots of his ministry in Taiwan羅明耀(James R. Rohrer)著; 鄭淳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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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主燈塔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此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新大學傳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主流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5504 教練觀點: 關於就業、創業與企業的二三事 吳政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792 5分鐘就能輕鬆完成的便當菜 松本有美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808 史上最強布丁果凍甜點配方 福岡直子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815 萬年不敗!一個模型做糕點 加藤里名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822 誕生於法國的焦糖堅果.果仁糖.帕林內 青山翠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463 郭英聲 私風景= Quo Ying Sheng: private scenery郭英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512 北港武德宮財神信仰學術論壇論文集. 2021= The Beigang Wude Temple Faith in the God of Wealth academic symposium research李豐楙, 蕭登福, 阮清風, 鄭垂莊, 王志宇, 林翠鳳, 江怡葳, 謝貴文, 李茂榮, 鍾秀雋, 許根尉, 謝岳龍, 李中鼎, 林効賢, 林子筠, 蔡以恩, 范俊銘著; 林安樂主編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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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話一牛車: 臺灣勸世四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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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67743 寰宇萬象於花間: 易經與花藝 黃燕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052 郵林彙刊: 台中市郵學會2021年刊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6726 二七部隊 黃子彥漫畫; 廖建超腳本; 洪碧梧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136 台.日美術交流展. 2021第47屆= 2021 47th Taiwan & Japan Art Exchange Exhibition林吉裕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1900 平平安安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國民小學師生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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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加力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日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古月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港武德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卯月霽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大稻埕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建築世代會



9789868922143 ADA新銳建築獎特輯. vol.5: 關鍵界線=ADA Awards for emerging architects. 5: critical lines漆志剛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626 <>的生活相融 高超文策劃.點校; 張寶樂主文撰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6100 極地奇跡 朱建銘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0907 華德的秘密基地 幸福波比底家 宋藍美玉文; 華德社區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0650 台南市藝術家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八屆= The members album of Tainan Artist Association郭金保總策劃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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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32627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含實習升學寶典張家銘, 曾憲平, 歐秉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2788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黃傑, 林予梧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32795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黃傑, 林予梧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32900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C決戰統測24回 謝家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020 穀類、豆類澱粉加工含丙級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類)學術科解析黃安娜, 李夢萍, 林宏周, 戴佩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3044 機車原理與實習 陳富民, 陳耀輝, 王重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3143 套裝軟體應用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0: 含BAP Fundamentals Master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3174 餐飲安全與衛生 郭瓊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3198 新時代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陳富民, 林繹勝, 呂龍雲, 黃俊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233204 新時代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高效率解題技巧(使用Excel 2010+Word 2010-Dataset 3版)李權祐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33211 Kodu主題式3D遊戲程式設計 呂聰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259 乙級數位電子術科實作寶典 捷峰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326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Computer-aided machining practice劉宗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273 技術高中數學C學習講義. 第一冊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280 技術高中數學C學習講義. 第三冊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297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應用力學(乙版)陳信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303 新一代科大四技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含實習升學寶典王昭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310 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觀光餐旅業導論升學寶典蕭如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327 穀類加工含中式米食實作與丙級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漿皮類)學術科解析黃安娜, 李夢萍, 林宏周, 戴佩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3334 新一代技術高中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主題式學習講義. 上黃慧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341 新一代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實習升學寶典興工測量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358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基礎化工升學寶典 陳筱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365 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實習升學寶典湯惠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372 新一代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學寶典 呂巧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389 新時代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學術科研讀範本: 使用Solidworks衛亞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396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電子實習升學寶典李宗榮, 洪順福, 張議文, 盧建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402 乙級化學學術科必勝秘笈 化學技能檢定編輯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33426 新時代丙級餐飲服務學術科研讀範本 謝美美, 楊蕙娟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南市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指南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東縣診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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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33433 新一代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實習決戰20回 蕭文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440 Arduino智慧生活基礎應用: 使用圖控化motoBlockly程式語言慧手科技, 徐瑞茂, 林聖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457 技術高中數學B學習講義. 第三冊 陳建方, 曾國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464 點餐系統App專題實作: 使用App Inventor 2結合Google表單、Firebase雲端資料庫與SQLite關聯式資料庫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471 新時代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必勝秘笈 乾龍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33488 張教授談珠寶精品工藝= Thus spoke professor Chang: the art and crafts of jewelry張芳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495 學AI與IoT應用Scratch(mBlock)程式設計: 使用CyberPi編程學習遊戲機與mBuild電控模組陳衍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518 PVQC Fundamentals ELW生活與職場Comprehension綜合類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戴建耘, 戴長熙,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525 用Google玩人工智慧實驗: Google AI Experiments探索: 含ITC資通訊認證Bas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人工智慧入門張原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53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 下賴金泉, 王昭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556 創意機械專題實作 鄧富源, 葉忠福, WonDer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56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美髮造型實務. 下冊陳惠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570 IPOE科技誌. 8: 程小奔火星拓荒挑戰賽 尤濬哲, 連宏城, 黃文玉, 趙珩宇, 蕭佳明, 蘇恆誠編著 平裝 1

978986523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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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9789865233600 ClicBot AI機器人程式設計與實務應用 陳嘉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624 新一代科大四技基本電學決戰統測52回 蕭文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631 車輛外部清理實作 蘇冠菁, 蔡靜涵, 周琨堯, 陳信瑋, 徐霈涵, 林子建, 尤淑君, 沈聲裕, 廖志家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64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下吳啟瑞, 賴金泉, 王昭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662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位邏輯設計決戰統測20回 蕭文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686 用mBot2玩AI人工智慧與IoT物聯網: 使用Scratch3.0(mBlock 5)王麗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709 運算思維與Scratch3.0程式設計: 含GLAD ICTP計算機程式語言國際認證基礎能力Fundamentals Level王麗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716 輕鬆玩Scratch3.0學程式設計 黃建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754 新時代丙級國貿業務學術科研讀範本 先優工作室, 謝沄芸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778 PCB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學術科研讀攻略使用PADS林義楠, 張玉芬, 洪彩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815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A決戰45回 巫曉芸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233846 PCB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Essentials Level學術科研讀攻略: 使用CADSTAR邱顯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3853 PCB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工程師級(Essentials Level)學術科研讀攻略使用PADS林義楠, 張玉芬, 洪彩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860 最新人工智慧概論: 含AIL國際認證Specialist、Expert Levels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3907 觀光旅遊創意專題實作 周敦懿, 劉清華, 葉忠福, WonDer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3914 PCB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學術科研讀攻略: 使用CADSTAR邱顯皇, 舒福壽, 朱玉鳳, 鄭嘯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3921 BAP 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s Level Office大師通關寶典(三合一:Documents文書處理、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Presentations商業簡報)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23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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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3990 飲食文化創意專題實作 周敦懿, 葉忠福, WonDer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4010 新時代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繪圖項學術科研讀攻略張淑芬, 翁美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34034 汽車行銷與服務 鄒紹騰, 游福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4041 達人必學Android程式設計App Inventor 2零起點速學指南呂聰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4058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研讀範本 郭小喬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34089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含資訊類與技能檢定共用項(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環境保護、節能減碳)題庫工作項目解析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234126 PVQC汽車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 Automobile specialist & experte檢研究團隊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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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34256 PVQC科普教育英文詞彙物理類專業級分類與解析黃種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722 a better day: 24位人物誌與他們熱愛的生活. Vol.01伊日生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4519 休閒農場友善服務與設施營造圖例 林鑑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0610 貓科常見疾病診斷手冊= Diagnosis manual of common feline diseases柯亞彤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宇雄國際生醫科技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9

伊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659 是『恆道』不是『常道』: 老子<<道德經>>恆道維新解注陳清淵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2903 台灣兒童異位性皮膚炎臨床診療指引: 2021版= Taiwan guidelines for pediatric atopic dermatitis:2021 edition姚宗杰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4333 西天取經: 玄奘大師典範 張家麟, 呂宗麟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894340 降筆.和瘟.抗疫: 第八屆全國扶鸞觀摩大會 黃瑞吉, 張家麟等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2826 佛陀再誕: 給緣生弟子們的訊息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864 超.絕對健康法: 奇蹟的再生力量= 奇跡のヒーリングパワーり大川隆法(Ryuho Okawa)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888 祕密之法: 改變人生的嶄新世界觀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2895 常勝思考: 不敗北的人生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536 工作與愛: 超級菁英的條件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543 I'm Fine!: 清爽地活出自我的七個步驟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550 How About you?: 招來幸福之愛的形式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567 心與身體的真實關係?: 靈性健康生活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574 瞑想的極致: 奇蹟的神祕體驗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581 覺悟的挑戰. 上卷: 現今,嶄新的法輪開始轉動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598 覺悟的挑戰. 下卷, 佛智所開拓的愛與覺悟的世界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552 與救世主同在: 來自宇宙存在雅伊多隆的訊息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590 奇蹟的癌症克服法: 喚醒你未知的強大自癒力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4605 與救世主同在: 來自宇宙存在雅伊多隆的訊息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74612 瞑想的極致: 奇蹟的神祕體驗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74629 彌賽亞之法: 從「愛」開始 以「愛」結束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4636 弥赛亚之法: 从「爱」开始 以「爱」结束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学经典翻译小组翻译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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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4472 獅子阿洛睡不著 凱薩琳.蕾娜作.繪; 郭恩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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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4526 山居歲月= My side of the mountain 珍.克雷賀德.喬治(Jean Craighead George)作; 傅蓓蒂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540 綠野仙蹤= The wizard of Oz 利曼.富蘭克.包姆(Lyman Frank Baum)原著; 區昕改寫; cincin chang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557 貓熊麵包店 牛窪良太作.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4564 我的爸爸是消防隊員 平田昌廣作; 鈴木守繪; 朱燕翔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571 都是生氣惹的禍 成行和加子作; 垂石真子繪; 蘇懿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618 仲夏夜之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黃啟炎改寫; 樂本漾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625 藏在氣球裡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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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4649 加油!警車 竹下文子作; 鈴木守繪; 方美鈴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4656 失敗了也沒關係 宮川比呂文; 藤田陽生子圖; 朱燕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670 愛麗絲夢遊奇境=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路易士.卡洛爾(Lewis Carroll)作; 東方編輯部譯寫; 李憶婷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4687 我沒有祕密= I have no secrets 佩妮.喬森(Penny Joelson)著; 郭恩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700 野貓軍團和金色魔法師 工藤紀子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4717 大家來蓋房子! 竹下文子作; 鈴木守繪; 朱燕翔譯 二版 精裝 1

台灣老子恆道文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103784 詩情畫意. 第二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791 龍鳳鴛鴦劍. 第二冊 蕭湘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07 紫府神宮. 第二冊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14 魔影香車. 第二冊 曉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21 金虹震八方. 第五部 羽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38 金虹震八方. 第七部 羽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45 簫劍飄萍. 第四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52 魔影香車. 第一冊 曉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69 鈴玉緣. 第一部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76 龍鳳鴛鴦劍. 第五冊 蕭湘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83 魔影香車. 第四冊 曉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890 鈴玉緣. 第二部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06 龍鳳鴛鴦劍. 第四冊 蕭湘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13 龍鳳鴛鴦劍. 第三冊 蕭湘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20 天馬魂. 第三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37 金虹震八方. 第四部 羽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44 紫府神宮. 第一冊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51 簫劍飄萍. 第五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68 詩情畫意. 第四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75 子午劍. 第五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82 金虹震八方. 第六部 羽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03999 金虹震八方. 第一部 羽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00 鈴玉緣. 第三部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17 子午劍. 第四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24 金虹震八方. 第三部 羽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31 子午劍. 第一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48 詩情畫意. 第三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55 魔影香車. 第三冊 曉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62 金虹震八方. 第二部 羽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79 鈴玉緣. 第四部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86 龍鳳鴛鴦劍. 第一冊 蕭湘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093 骷髏血旗. 第三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09 骷髏血旗. 第二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16 骷髏血旗. 第一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23 雨橫風狂. 第三部 曉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30 雨橫風狂. 第二部 曉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47 雨橫風狂. 第一部 曉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54 鐵騎門. 第三冊 劉四毛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61 鐵騎門. 第二冊 劉四毛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78 鐵騎門. 第一冊 劉四毛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85 翠袖靈犀. 第一冊 皇甫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192 子午劍. 第二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08 江湖劫. 第四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15 江湖劫. 第三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22 江湖劫. 第二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39 江湖劫. 第一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46 天馬魂. 第四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53 子午劍. 第三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60 聖手狀元. 第三冊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77 聖手狀元. 第二冊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84 聖手狀元. 第一冊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291 紫府神宮. 第三冊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07 翠袖靈犀. 第二冊 皇甫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14 翠袖靈犀. 第三冊 皇甫青原著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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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11321 翠袖靈犀. 第四冊 皇甫青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38 蟠龍帶. 第一部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45 蟠龍帶. 第二部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52 蟠龍帶. 第三部 易樵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69 詩情畫意. 第一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76 武林帖. 第三部 關銘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83 紅花谷. 第一部 萬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390 紅花谷. 第二部 萬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06 紅花谷. 第三部 萬鈞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13 玄都劍. 第一冊 風雨樓主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20 玄都劍. 第二冊 風雨樓主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44 簫劍飄萍. 第一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51 簫劍飄萍. 第二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68 簫劍飄萍. 第三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75 十面觀音. 第一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82 十面觀音. 第二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499 天下第二刀. 第一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12 天下第二刀. 第三冊 白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29 武林帖. 第一部 關銘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36 武林帖. 第二部 關銘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43 天馬魂. 第一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50 天馬魂. 第二部 東方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67 金蛇令. 上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74 鐵漢嬌娃. 上冊 藍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81 鐵漢嬌娃. 下冊 藍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598 魔臉情仇. 下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04 魔臉情仇. 中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11 魔臉情仇. 上冊 金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28 金蝶女俠. 下冊 江一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35 金蛇令. 下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42 金蝶女俠. 上冊 江一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59 寒劍. 上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66 寒劍. 下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73 蒼龍神鷹. 下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80 蒼龍神鷹. 上冊 摩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697 古瑟哀絃. 上冊 郎紅浣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03 古瑟哀絃. 中冊 郎紅浣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10 古瑟哀絃. 下冊 郎紅浣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27 九重天. 上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34 九重天. 中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41 九重天. 下冊 陳文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58 君臨天下. 上冊 上官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65 君臨天下. 中冊 上官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72 君臨天下. 下冊 上官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89 劍氣如虹顏似玉. 第一冊 雲海居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796 魔女劫. 第三冊 柳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02 宇宙畸人. 第一冊 司馬青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19 風塵三劍. 第一冊 晉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26 魔女劫. 第一冊 柳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33 天魔令. 第一冊 雲中鶴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40 玉面修羅. 第三冊 柳殘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57 天雷怪劍. 第四冊 公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64 天山一劍. 第一冊 紫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71 霧林魔劍. 第二部 陽蒼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88 劍寒紅淚 忘我居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895 綠野神刀 唐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01 丹葉飄零. 第三冊 慕容菡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18 風塵三劍. 第二冊 晉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25 血笛殘旗. 上冊 陽蒼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32 風塵豪俠. 第一冊 雲中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49 血神. 中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56 死城. 第二冊 陳青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63 三俠鬥狼山. 下冊 避秦樓主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70 聯劍揚鑣 萍飄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87 石破天驚錄. 第三冊 齊東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1994 天雷怪劍. 第三冊 公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07 璇宮風雲錄. 第二冊 鼎湖居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14 死城. 第四冊 陳青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21 冰河雙星. 第二部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38 風塵三劍. 第五冊 晉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45 死城. 第三冊 陳青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52 血神. 上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76 霧林魔劍. 第三部 陽蒼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83 七絕掌. 下冊 春蠶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090 風塵三劍. 第三冊 晉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06 三俠鬥狼山. 上冊 避秦樓主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13 群魔劫. 下冊 慕容菡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20 飛玉流丹. 第一冊 衛民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37 天雷怪劍. 第二冊 公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44 天魔令. 第三冊 雲中鶴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51 天雷怪劍. 第一冊 公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68 石破天驚錄. 第六冊 齊東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75 飛燕青霜. 下冊 皇甫瓊華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82 璇宮風雲錄. 第一冊 鼎湖居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199 無情劍. 下冊 沙夢茵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05 無情劍. 上冊 沙夢茵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12 群魔劫. 上冊 慕容菡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29 俥馬炮. 第一冊 柳殘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36 璇宮風雲錄. 第三冊 鼎湖居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43 血神. 下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50 玉鎖劫. 第三冊 筱秋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67 玉鎖劫. 第二冊 筱秋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74 血海騰龍. 下冊 雪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81 玉狸長虹. 第二冊 春蠶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298 七絕掌. 上冊 春蠶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04 俥馬炮. 下冊 田歌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11 魔女劫. 第二冊 柳風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28 石破天驚錄. 第二冊 齊東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35 玉面修羅. 第二冊 柳殘陽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42 玉狸長虹. 第一冊 春蠶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59 飛燕青霜. 中冊 皇甫瓊華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66 死城. 第一冊 陳青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73 玉狸長虹. 第四冊 春蠶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80 天山一劍. 第四冊 紫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397 天魔令. 第二冊 雲中鶴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03 石破天驚錄. 第四冊 齊東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10 天魔令. 第四冊 雲中鶴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27 霧林魔劍. 第一部 陽蒼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34 俥馬炮. 中冊 田歌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41 俥馬炮. 上冊 田歌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58 風塵豪俠. 第三冊 雲中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65 劍氣如虹顏似玉. 第三冊 雲海居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72 劍氣如虹顏似玉. 第二冊 雲海居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89 兒女俠情. 下冊 唐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496 玉狸長虹. 第三冊 春蠶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02 血海騰龍. 中冊 雪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19 風塵豪俠. 第二冊 雲中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26 飛玉流丹. 第三冊 衛民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33 飛玉流丹. 第二冊 衛民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40 血光魔影. 下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57 風塵三劍. 第四冊 晉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64 血笛殘旗. 下冊 陽蒼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71 冰河雙星. 第一部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88 石破天驚錄. 第五冊 齊東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595 宇宙畸人. 第二冊 司馬青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01 冰河雙星. 第三部 鳴雷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18 血光魔影. 上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25 血海騰龍. 上冊 雪雁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32 石破天驚錄. 第一冊 齊東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49 丹葉飄零. 第二冊 慕容菡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56 宇宙畸人. 第三冊 司馬青衫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63 飛燕青霜. 上冊 皇甫瓊華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70 玉鎖劫. 第一冊 筱秋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87 兒女俠情. 上冊 唐斐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694 血光魔影. 中冊 孤獨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00 天山一劍. 第三冊 紫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17 天山一劍. 第二冊 紫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24 血路. 上冊 東方英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31 血路. 中冊 東方英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48 血路. 下冊 東方英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55 武林正氣歌. 上冊 獨孤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62 武林正氣歌. 下冊 獨孤紅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79 檀車俠影. 第一冊 司馬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86 檀車俠影. 第二冊 司馬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793 檀車俠影. 第三冊 司馬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09 檀車俠影. 第四冊 司馬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16 檀車俠影. 第五冊 司馬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23 武林璽. 第一冊 東方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30 武林璽. 第二冊 東方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47 武林璽. 第三冊 東方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54 劍底游龍. 第一冊 蘭立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61 劍底游龍. 第二冊 蘭立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78 劍底游龍. 第三冊 蘭立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5008 黃沙夢. 第一冊 秋夢痕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85 黃沙夢. 第二冊 秋夢痕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892 黃沙夢. 第三冊 秋夢痕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08 金銀雙燕. 上冊 南湘野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15 金銀雙燕. 下冊 南湘野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22 疤面人. 第一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39 疤面人. 第二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46 疤面人. 第三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53 疤面人. 第四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60 疤面人. 第五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77 疤面人. 第六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84 疤面人. 第七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2991 疤面人. 第八冊 憶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15015 水龍吟. 第一冊 武陵樵子著 其他 1

9786267115022 水龍吟. 第二冊 武陵樵子著 其他 1

9786267115039 水龍吟. 第三冊 武陵樵子著 其他 1

9786267115046 沙漠客. 第一冊 古如風著 其他 1

9786267115053 沙漠客. 第二冊 古如風著 其他 1

9786267115060 沙漠客. 第三冊 古如風著 其他 1

9786267115077 英雄淚. 第一冊 慕容美著 其他 1

9786267115084 英雄淚. 第二冊 慕容美著 其他 1



9786267115091 英雄淚. 第三冊 慕容美著 其他 1

9786267115107 獨步武林. 第一冊 伴霞著 其他 1

9786267115114 獨步武林. 第三冊 伴霞著 其他 1

9786267115121 風塵譜. 上冊 蕭逸著 其他 1

9786267115138 風塵譜. 中冊 蕭逸著 其他 1

9786267115145 風塵譜. 下冊 蕭逸著 其他 1

9786267115152 陰陽玦. 上冊 玉翎燕著 其他 1

9786267115169 陰陽玦. 下冊 玉翎燕著 其他 1

9786267115176 傲霜劍. 上冊 曹若冰著 其他 1

9786267115183 傲霜劍. 下冊 曹若冰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15190 滇邊俠隱. 上冊 孫玉鑫著 其他 1

9786267115206 滇邊俠隱. 下冊 孫玉鑫著 其他 1

9786267115213 恐怖谷. 上冊 歐陽雲飛著 其他 1

9786267115220 恐怖谷. 中冊 歐陽雲飛著 其他 1

9786267115237 恐怖谷. 下冊 歐陽雲飛著 其他 1

9786267115244 還珠記. 上冊 丁劍霞著 其他 1

9786267115251 還珠記. 下冊 丁劍霞著 其他 1

9786267115268 獨步武林. 第二冊 伴霞作 其他 1

9786267115275 擒龍屠鳳. 第一冊 憶文作 其他 1

9786267115282 玉壺天. 第一冊 武陵樵子作 其他 1

9786267115299 血劍留痕. 第一冊 陳青雲作 其他 1

9786267115305 天魔卷. 第一冊 蕭逸作 其他 1

9786267115312 一劍半招. 上冊 蘭立作 其他 1

9786267115329 俠宗. 第一冊 獨孤紅作 其他 1

9786267115336 群英會. 第一冊 東方玉作 其他 1

9786267115343 玉劍霜容. 第二冊 雪雁作 其他 1

9786267115350 天魔卷. 第三冊 蕭逸作 其他 1

9786267115367 魔劍心焰. 第二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374 群英會. 第三冊 東方玉作 其他 1

9786267115381 群英會. 第五冊 東方玉作 其他 1

9786267115398 天魔卷. 第二冊 蕭逸作 其他 1

9786267115404 玉劍霜容. 第三冊 雪雁作 其他 1

9786267115411 群英會. 第六冊 東方玉作 其他 1

9786267115428 玉壺天. 第五冊 武陵樵子作 其他 1

9786267115435 玉壺天. 第二冊 武陵樵子作 其他 1

9786267115442 擒龍屠鳳. 第五冊 憶文作 其他 1

9786267115459 魔劍心焰. 第三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466 群英會. 第二冊 東方玉作 其他 1

9786267115473 群英會. 第四冊 東方玉作 其他 1

9786267115480 玉壺天. 第四冊 武陵樵子作 其他 1

9786267115497 擒龍屠鳳. 第二冊 憶文作 其他 1

9786267115503 魔劍心焰. 第一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510 血劍留痕. 第四冊 陳青雲作 其他 1

9786267115527 魔劍心焰. 第四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534 血劍留痕. 第三冊 陳青雲作 其他 1

9786267115541 俠宗. 第四冊 獨孤紅作 其他 1

9786267115558 玉劍霜容. 第一冊 雪雁作 其他 1

9786267115565 擒龍屠鳳. 第四冊 憶文作 其他 1

9786267115572 天魔卷. 第四冊 蕭逸作 其他 1

9786267115589 俠宗. 第三冊 獨孤紅作 其他 1

9786267115596 擒龍屠鳳. 第三冊 憶文作 其他 1

9786267115602 俠宗. 第二冊 獨孤紅作 其他 1

9786267115619 血劍留痕. 第二冊 陳青雲作 其他 1

9786267115626 一劍半招. 下冊 蘭立作 其他 1

9786267115633 魔劍心焰. 第五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640 玉壺天. 第三冊 武陵樵子作 其他 1

9786267115657 一劍寒山河. 中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664 一劍寒山河. 下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671 蜈蚣劍. 上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688 冰原碧血錄. 第一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695 四海英雄傳. 第一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701 女俠碧雲娘. 上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718 終南別傳. 上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725 北派青萍劍. 第一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732 八劍平蠻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749 秦嶺髯俠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756 女俠碧雲娘. 下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763 武林十三劍. 第二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770 四海英雄傳. 第四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787 北派青萍劍. 第三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794 四海英雄傳. 第三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800 四海英雄傳. 第二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817 武林十三劍. 第四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824 終南別傳. 下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831 冰原碧血錄. 第三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848 蜈蚣劍. 下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855 武林十三劍. 第五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862 北派青萍劍. 第二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879 武林十三劍. 第六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886 冰原碧血錄. 第二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893 武林十三劍. 第一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909 武林十三劍. 第三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916 龍江釣叟. 上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923 離魂針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930 金龍鞭. 第一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947 西域飛龍記. 第一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15954 一劍寒山河. 上冊 司馬紫煙作 其他 1

9786267115961 清宮劍影錄. 第一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978 龍鳳劍. 第一冊 唐斐作 其他 1

9786267115985 龍虎下江南. 第一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15992 雕岳爭雄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006 清宮劍影錄. 第四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22013 金龍鞭. 第三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020 清宮劍影錄. 第五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22037 清宮劍影錄. 第六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22044 龍虎下江南. 第二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22051 龍虎下江南. 第三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22068 龍江釣叟. 下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075 清宮劍影錄. 第二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22082 西域飛龍記. 第三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099 清宮劍影錄. 第三冊 蹄風作 其他 1

9786267122105 西域飛龍記. 第二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112 龍鳳劍. 第三冊 唐斐作 其他 1

9786267122129 金龍鞭. 第二冊 毛聊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136 龍鳳劍. 第二冊 唐斐作 其他 1

9786267122143 混元密錄. 第一冊 慕容美作 其他 1

9786267122150 九龍金鎖. 第一冊 公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167 九龍金鎖. 第二冊 公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174 九龍金鎖. 第三冊 公孫玉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181 古劍吟. 上冊 尉遲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198 古劍吟. 下冊 尉遲文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04 少年行. 第一冊 陸魚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11 少年行. 第二冊 陸魚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28 少年行. 第三冊 陸魚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35 少年行. 第四冊 陸魚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42 少年行. 第五冊 陸魚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59 少年行. 第六冊 陸魚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66 獨劍蕩江湖. 第一冊 陳中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73 獨劍蕩江湖. 第二冊 陳中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80 獨劍蕩江湖. 第三冊 陳中平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297 玫瑰神劍. 第一冊 東方未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03 玫瑰神劍. 第二冊 東方未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10 玫瑰神劍. 第三冊 東方未明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27 秘劍風雲. 第一冊 紫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34 秘劍風雲. 第二冊 紫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41 秘劍風雲. 第三冊 紫雲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58 竹符劫. 第一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65 竹符劫. 第二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72 竹符劫. 第三冊 霓雲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89 絕門掌. 第一冊 慕虹散人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396 絕門掌. 第二冊 慕虹散人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02 絕門掌. 第三冊 慕虹散人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19 藍衫銀劍. 第一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26 藍衫銀劍. 第二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33 藍衫銀劍. 第三冊 玉翎燕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40 血河車. 第一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57 血河車. 第二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64 血河車. 第三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71 血車飄香. 第一冊 雷達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88 血車飄香. 第二冊 雷達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495 血車飄香. 第三冊 雷達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01 金鰲毒掌. 第一冊 高峰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18 金鰲毒掌. 第二冊 高峰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25 金鰲毒掌. 第三冊 高峰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32 銀鉤玉馬. 第一冊 君萍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49 銀鉤玉馬. 第二冊 君萍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56 銀鉤玉馬. 第三冊 君萍生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63 飛雲馳月錄. 第一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70 飛雲馳月錄. 第二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87 飛雲馳月錄. 第三冊 白虹原著 其他 1

9786267122594 血珠恨. 上冊 馮靜作 其他 1

9786267122600 血珠恨. 下冊 馮靜作 其他 1

9786267122617 血珠恨. 中冊 馮靜作 其他 1

9786267122624 萬劫魔宮. 上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7122631 萬劫魔宮. 中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7122648 萬劫魔宮. 下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7122655 一劍天涯向黃沙. 第一冊 雪庵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22662 七殺碑. 上冊 朱貞木作 其他 1

9786267122679 玉容劫. 第一冊 摩雲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22686 玉燕金虹. 第一冊 怡紅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693 江湖淚. 上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709 金劍龍珠. 上冊 東方未明作 其他 1

9786267122716 金魔鏡. 第一冊 若明作 其他 1

9786267122723 飛燕震寰宇. 第一冊 斐紅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730 掃蕩群魔. 第一冊 蕭史作 其他 1

9786267122747 紫府劫. 第一冊 東方亮作 其他 1

9786267122754 奪魂神劍. 上冊 單于紅作 其他 1

9786267122761 無情寶劍有情天. 第一冊 萍飄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778 碧血風雨寒. 第一冊 海天釣叟作 其他 1

9786267122785 霞光劍影. 第一冊 念痴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792 關西刀客傳. 第一冊 牟松庭作 其他 1

9786267122808 鐵劍柔情. 上冊 霓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815 靈屍怪影. 第一冊 金龍作 其他 1

9786267122822 一劍天涯向黃沙. 第二冊 雪庵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22839 一劍天涯向黃沙. 第三冊 雪庵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22846 七殺碑. 下冊 朱貞木作 其他 1

9786267122853 玉容劫. 第二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860 玉容劫. 第三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877 玉燕金虹. 第二冊 怡紅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884 玉燕金虹. 第三冊 怡紅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891 江湖淚. 下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907 金劍龍珠. 下冊 東方未明作 其他 1

9786267122914 金魔鏡. 第二冊 若明作 其他 1

9786267122921 金魔鏡. 第三冊 若明作 其他 1

9786267122938 飛燕震寰宇. 第二冊 斐紅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945 飛燕震寰宇. 第三冊 斐紅生作 其他 1

9786267122952 掃蕩群魔. 第二冊 蕭史作 其他 1

9786267122969 掃蕩群魔. 第三冊 蕭史作 其他 1

9786267122976 掃蕩群魔. 第四冊 蕭史作 其他 1

9786267122983 掃蕩群魔. 第五冊 蕭史作 其他 1

9786267122990 紫府劫. 第二冊 東方亮作 其他 1

9786267132005 紫府劫. 第三冊 東方亮作 其他 1

9786267132012 奪魂神劍. 下冊 單于紅作 其他 1

9786267132029 無情寶劍有情天. 第二冊 萍飄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036 無情寶劍有情天. 第三冊 萍飄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043 碧血風雨寒. 第二冊 海天釣叟作 其他 1

9786267132050 碧血風雨寒. 第三冊 海天釣叟作 其他 1

9786267132067 碧血風雨寒. 第四冊 海天釣叟作 其他 1

9786267132074 霞光劍影. 第二冊 念痴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081 霞光劍影. 第三冊 念痴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098 霞光劍影. 第四冊 念痴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104 關西刀客傳. 第二冊 牟松庭作 其他 1

9786267132111 關西刀客傳. 第三冊 牟松庭作 其他 1

9786267132128 鐵劍柔情. 下冊 霓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135 靈屍怪影. 第二冊 金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142 靈屍怪影. 第三冊 金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159 斷劍飄香不了情. 第一冊 金縷梅作 其他 1

9786267132166 雄風萬里. 上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173 藏龍傳. 第一冊 文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180 寒天白帝劍. 第一冊 慕虹散人作 其他 1

9786267132197 古柏行. 第一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203 飛龍震九州. 第一冊 雲鶴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32210 虎嘯龍吟. 第一冊 朱貞木作 其他 1

9786267132227 劍魔傳. 第一冊 雲海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32234 葡萄美酒夜光杯. 第一冊 齊東野作 其他 1

9786267132241 朱雀環. 第一冊 鄧隱作 其他 1

9786267132258 冰國奇英. 第一冊 司徒虹作 其他 1

9786267132265 劍王之王. 第一冊 羽青作 其他 1

9786267132272 荒山劍影. 第一冊 江一明作 其他 1

9786267132289 仇. 上冊 冷心作 其他 1

9786267132296 驚魂泣血. 上冊 寒星作 其他 1

9786267132302 黃旗藍衫. 上冊 龍旗作 其他 1

9786267132319 鋼掌震天下. 第一冊 鍾南作 其他 1

9786267132326 血雨腥風. 第一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7132333 荒山劍影. 第二冊 江一明作 其他 1

9786267132340 古柏行. 第二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357 葡萄美酒夜光杯. 第三冊 齊東野作 其他 1

9786267132364 冰國奇英. 第三冊 司徒虹作 其他 1

9786267132371 劍王之王. 第二冊 羽青作 其他 1

9786267132388 朱雀環. 第二冊 鄧隱作 其他 1

9786267132395 葡萄美酒夜光杯. 第二冊 齊東野作 其他 1

9786267132401 仇. 下冊 冷心作 其他 1



9786267132418 冰國奇英. 第二冊 司徒虹作 其他 1

9786267132425 黃旗藍衫. 下冊 龍旗作 其他 1

9786267132432 寒天白帝劍. 第二冊 慕虹散人作 其他 1

9786267132449 劍魔傳. 第二冊 雲海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32456 驚魂泣血. 下冊 寒星作 其他 1

9786267132463 寒天白帝劍. 第三冊 慕虹散人作 其他 1

9786267132470 鋼掌震天下. 第三冊 鍾南作 其他 1

9786267132487 藏龍傳. 第二冊 文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494 荒山劍影. 第三冊 江一明作 其他 1

9786267132500 古柏行. 第三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517 劍王之王. 第四冊 羽青作 其他 1

9786267132524 飛龍震九州. 第三冊 雲鶴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32531 血雨腥風. 第三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7132548 血雨腥風. 第二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7132555 鋼掌震天下. 第二冊 鍾南作 其他 1

9786267132562 劍王之王. 第三冊 羽青作 其他 1

9786267132579 藏龍傳. 第三冊 文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586 劍魔傳. 第三冊 雲海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32593 雄風萬里. 下冊 摩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609 斷劍飄香不了情. 第二冊 金縷梅作 其他 1

9786267132616 朱雀環. 第三冊 鄧隱作 其他 1

9786267132623 飛龍震九州. 第二冊 雲鶴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7132630 虎嘯龍吟. 第三冊 朱貞木作 其他 1

9786267132647 虎嘯龍吟. 第二冊 朱貞木作 其他 1

9786267132654 伏魔令. 第三冊 北燕作 其他 1

9786267132661 伏魔令. 第四冊 北燕作 其他 1

9786267132678 伏魔令. 第二冊 北燕作 其他 1

9786267132685 伏魔令. 第一冊 北燕作 其他 1

9786267132692 血盟. 第一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7132708 血盟. 第二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7132715 血盟. 第三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7132722 虎目天下. 第一冊 柴倫作 其他 1

9786267132739 虎目天下. 第二冊 柴倫作 其他 1

9786267132746 虎目天下. 第三冊 柴倫作 其他 1

9786267132753 金榜恩仇. 第一冊 劉勳作 其他 1

9786267132760 金榜恩仇. 第二冊 劉勳作 其他 1

9786267132777 金榜恩仇. 第三冊 劉勳作 其他 1

9786267132784 金龍二世. 第一冊 海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791 金龍二世. 第二冊 海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807 金龍二世. 第三冊 海龍作 其他 1

9786267132814 金鞭女俠. 第一冊 江一明作 其他 1

9786267132821 金鞭女俠. 第二冊 江一明作 其他 1

9786267132838 金鞭女俠. 第三冊 江一明作 其他 1

9786267132845 五音奉劍. 第一冊 白丁作 其他 1

9786267132852 五音奉劍. 第二冊 白丁作 其他 1

9786267132869 五音奉劍. 第三冊 白丁作 其他 1

9786267132876 風雷令. 第二冊 雲夢客作 其他 1

9786267132883 鵰劍鎮武林. 第一冊 易樵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890 黑掌. 上冊 馮嘯作 其他 1

9786267132906 雷神傳. 第一冊 冷星作 其他 1

9786267132913 風雷令. 第三冊 雲夢客作 其他 1

9786267132920 鵰劍鎮武林. 第三冊 易樵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937 鵰劍鎮武林. 第二冊 易樵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944 雷神傳. 第三冊 冷星作 其他 1

9786267132951 追魂書生. 第三冊 劉四毛作 其他 1

9786267132968 雷神傳. 第二冊 冷星作 其他 1

9786267132975 鵰劍鎮武林. 第四冊 易樵生作 其他 1

9786267132982 黑掌. 下冊 馮嘯作 其他 1



9786267132999 追魂書生. 第二冊 劉四毛作 其他 1

9786263360006 風雲旗. 上冊 霓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013 金骷髏. 第一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020 銀河古鼎. 第一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0037 草莽龍蛇. 第一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0044 玉面神童. 上冊 愚人作 其他 1

9786263360051 少年遊俠傳. 第一冊 石沖作 其他 1

9786263360068 雙面人. 第一冊 文龍作 其他 1

9786263360075 鬼斧神弓. 上冊 王香琴作 其他 1

9786263360082 追魂書生. 第一冊 劉四毛作 其他 1

9786263360099 風雷令. 第一冊 雲夢客作 其他 1

9786263360105 羽箭銀瓶記. 上冊 林夢作 其他 1

9786263360112 天星神劍. 第一冊 陳中平作 其他 1

9786263360129 鬼谷. 第一冊 石心作 其他 1

9786263360136 天下第一人. 第一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3360143 吼血錄. 第一冊 白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0150 劍王鞭后. 上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167 亡魂谷. 第一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174 無極狂魔. 第一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181 羽箭銀瓶記. 下冊 林夢作 其他 1

9786263360198 天下第一人. 第四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3360204 草莽龍蛇. 第三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0211 玉面神童. 下冊 愚人作 其他 1

9786263360228 風雲旗. 下冊 霓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235 天下第一人. 第二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3360242 吼血錄. 第二冊 白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0259 草莽龍蛇. 第二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0266 鬼斧神弓. 下冊 王香琴作 其他 1

9786263360273 無極狂魔. 第三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280 亡魂谷. 第三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297 無極狂魔. 第二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303 雙面人. 第三冊 文龍作 其他 1

9786263360310 雙面人. 第二冊 文龍作 其他 1

9786263360327 金鞭女俠. 第四冊 江一明作 其他 1

9786263360334 金骷髏. 第二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341 鬼谷. 第三冊 石心作 其他 1

9786263360358 鬼谷. 第二冊 石心作 其他 1

9786263360365 天星神劍. 第二冊 陳中平作 其他 1

9786263360372 銀河古鼎. 第三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0389 銀河古鼎. 第二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0396 天下第一人. 第五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3360402 吼血錄. 第三冊 白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0419 劍王鞭后. 下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426 亡魂谷. 第二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433 天下第一人. 第三冊 衛民作 其他 1

9786263360440 少年遊俠傳. 第三冊 石沖作 其他 1

9786263360457 少年遊俠傳. 第二冊 石沖作 其他 1

9786263360464 天星神劍. 第三冊 陳中平作 其他 1

9786263360471 龍鳳靈環. 下冊 君萍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488 龍鳳靈環. 上冊 君萍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495 黑風旗. 第三冊 司徒嬿作 其他 1

9786263360501 黑風旗. 第二冊 司徒嬿作 其他 1

9786263360518 黑風旗. 第一冊 司徒嬿作 其他 1

9786263360525 金骷髏. 第三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532 萬劍池. 第一冊 古松作 其他 1

9786263360549 日薄西山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556 七聚三合劍. 第一冊 白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0563 無敵劍客傳. 第一冊 金虎作 其他 1



9786263360570 劍影琴心. 上冊 金羽作 其他 1

9786263360587 劍影留痕 牛青作 其他 1

9786263360594 劍底鴛盟. 上冊 飄萍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600 天魔劍. 第一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617 月落烏啼. 第一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624 燕歌行. 第一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631 碎玉青峰. 上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648 神梟鬼俠. 第一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655 赤子心. 第一冊 寒梅作 其他 1

9786263360662 聖劍震八方. 上冊 易樵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679 鐵人. 第一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686 無敵劍客傳. 第二冊 金虎作 其他 1

9786263360693 萬劍池. 第二冊 古松作 其他 1

9786263360709 墨彈朱紅. 第三冊 雲夢客作 其他 1

9786263360716 劍底鴛盟. 下冊 飄萍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723 劍影琴心. 下冊 金羽作 其他 1

9786263360730 天魔劍. 第三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747 七聚三合劍. 第三冊 白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0754 七聚三合劍. 第二冊 白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0761 月落烏啼. 第二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778 月落烏啼. 第三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785 無敵劍客傳. 第三冊 金虎作 其他 1

9786263360792 燕歌行. 第二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808 燕歌行. 第三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0815 碎玉青峰. 下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822 神梟鬼俠. 第二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839 神梟鬼俠. 第三冊 陳文清作 其他 1

9786263360846 赤子心. 第二冊 寒梅作 其他 1

9786263360853 赤子心. 第三冊 寒梅作 其他 1

9786263360860 赤子心. 第四冊 寒梅作 其他 1

9786263360877 萬劍池. 第三冊 古松作 其他 1

9786263360884 萬劍池. 第四冊 古松作 其他 1

9786263360891 聖劍震八方. 下冊 易樵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0907 鐵人. 第二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914 鐵人. 第三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921 鐵骨冰心. 第一冊 逍遙子作 其他 1

9786263360938 鐵骨冰心. 第二冊 逍遙子作 其他 1

9786263360945 鐵骨冰心. 第三冊 逍遙子作 其他 1

9786263360952 雌雄榜. 上冊 金鼎作 其他 1

9786263360969 雌雄榜. 下冊 金鼎作 其他 1

9786263360976 鳳笛龍符. 第一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983 鳳笛龍符. 第二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0990 鳳笛龍符. 第三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1003 墨彈朱紅. 第一冊 雲夢客作 其他 1

9786263361010 墨彈朱紅. 第二冊 雲夢客作 其他 1

9786263361027 天魔劍. 第二冊 江南柳作 其他 1

9786263361034 一代梟雄. 上冊 葛奇鷺作 其他 1

9786263361041 五步追魂. 第一冊 依人作 其他 1

9786263361058 一劍華夷. 第一冊 遼海漁夫作 其他 1

9786263361065 玉尺金鈴. 第一冊 燕樂春暉作 其他 1

9786263361072 古堡蛟龍. 第一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1089 山澤異人傳. 第一冊 彭浩作 其他 1

9786263361096 喪魂谷. 上冊 若愚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102 虎痴. 第一冊 公子玉作 其他 1

9786263361119 神龍譜. 第一冊 司徒子華作 其他 1

9786263361126 九九歸原掌. 第一冊 寂寞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133 搜魂令. 第一冊 軒轅輊作 其他 1

9786263361140 紫電青萍. 第一冊 醉仙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157 玉尺金鈴. 第二冊 燕樂春暉作 其他 1

9786263361164 搜魂令. 第二冊 軒轅輊作 其他 1

9786263361171 古堡蛟龍. 第二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1188 九九歸原掌. 第二冊 寂寞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195 山澤異人傳. 第三冊 彭浩作 其他 1

9786263361201 一劍華夷. 第五冊 遼海漁夫作 其他 1

9786263361218 一劍華夷. 第三冊 遼海漁夫作 其他 1

9786263361225 神龍譜. 第三冊 司徒子華作 其他 1

9786263361232 一劍華夷. 第四冊 遼海漁夫作 其他 1

9786263361249 九九歸原掌. 第三冊 寂寞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256 一代梟雄. 下冊 葛奇鷺作 其他 1

9786263361263 一劍華夷. 第六冊 遼海漁夫作 其他 1

9786263361270 山澤異人傳. 第六冊 彭浩作 其他 1

9786263361287 山澤異人傳. 第四冊 彭浩作 其他 1

9786263361294 神龍譜. 第二冊 司徒子華作 其他 1

9786263361300 山澤異人傳. 第五冊 彭浩作 其他 1

9786263361317 一劍華夷. 第二冊 遼海漁夫作 其他 1

9786263361324 五步追魂. 第三冊 依人作 其他 1

9786263361331 山澤異人傳. 第二冊 彭浩作 其他 1

9786263361348 搜魂令. 第三冊 軒轅輊作 其他 1

9786263361355 紫電青萍. 第三冊 醉仙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362 虎痴. 第三冊 公子玉作 其他 1

9786263361379 青牛怪俠. 第一冊 履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386 頂天立地. 第一冊 梅山遊龍作 其他 1

9786263361393 青牛怪俠. 第三冊 履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409 青牛怪俠. 第四冊 履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416 頂天立地. 第二冊 梅山遊龍作 其他 1

9786263361423 頂天立地. 第三冊 梅山遊龍作 其他 1

9786263361430 青牛怪俠. 第二冊 履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447 五步追魂. 第二冊 依人作 其他 1

9786263361454 喪魂谷. 下冊 若愚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461 紫電青萍. 第二冊 醉仙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478 虎痴. 第二冊 公子玉作 其他 1

9786263361485 玉尺金鈴. 第三冊 燕樂春暉作 其他 1

9786263361492 古堡蛟龍. 第三冊 曉風作 其他 1

9786263361508 清音鎮魔錄. 第一冊 牛青作 其他 1

9786263361515 孤鸿萬里征. 第一冊 胡不歸作 其他 1

9786263361522 蜉蝣人. 上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1546 海魔. 第一冊 馮靜作 其他 1

9786263361553 俠侶青萍. 上冊 君萍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560 遊俠雌雄劍. 上冊 華山作 其他 1

9786263361577 琴劍天涯. 第一冊 松陵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584 翠魚令. 上冊 詹梅作 其他 1

9786263361591 塞上曲. 上冊 陸魚作 其他 1

9786263361607 並蒂金刀. 上冊 司馬雨作 其他 1

9786263361614 奇女毒簪. 上冊 蕭湘子作 其他 1

9786263361621 清音鎮魔錄. 第二冊 牛青作 其他 1

9786263361645 奇女毒簪. 下冊 蕭湘子作 其他 1

9786263361652 翠魚令. 下冊 詹梅作 其他 1

9786263361669 海魔. 第四冊 馮靜作 其他 1

9786263361676 海魔. 第三冊 馮靜作 其他 1

9786263361683 孤鸿萬里征. 第三冊 胡不歸作 其他 1

9786263361690 並蒂金刀. 下冊 司馬雨作 其他 1

9786263361706 清音鎮魔錄. 第三冊 牛青作 其他 1

9786263361713 琴劍天涯. 第二冊 松陵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720 遊俠雌雄劍. 下冊 華山作 其他 1

9786263361737 清音鎮魔錄. 第四冊 牛青作 其他 1

9786263361744 琴劍天涯. 第三冊 松陵樓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751 塞上曲. 下冊 陸魚作 其他 1

9786263361768 俠侶青萍. 下冊 君萍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775 蜉蝣人. 下冊 金陵作 其他 1

9786263361799 海魔. 第二冊 馮靜作 其他 1

9786263361805 鐵扇穿雲. 第一冊 寒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1812 黑白旗. 第一冊 紅豆公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829 金旭令. 上冊 孤影客作 其他 1

9786263361836 骷髏劍. 上冊 玄弓作 其他 1

9786263361843 黑白旗. 第二冊 紅豆公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850 黑白旗. 第三冊 紅豆公主作 其他 1

9786263361867 骷髏劍. 下冊 玄弓作 其他 1

9786263361874 鐵扇穿雲. 第三冊 寒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1881 金旭令. 下冊 孤影客作 其他 1

9786263361898 鐵扇穿雲. 第二冊 寒虹作 其他 1

9786263361904 天雷劍. 上冊 司徒嬿作 其他 1

9786263361911 七巧連環鏢. 第一冊 公子羽作 其他 1

9786263361928 碎心劍. 第一冊 陳中平作 其他 1

9786263361935 神州血淚. 上冊 鳴雷作 其他 1

9786263361942 離巢燕 鐘超塵作 其他 1

9786263361959 八曲譜. 第一冊 公孫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1966 血影人. 第一冊 高庸作 其他 1

9786263361973 冰蕊寒萼. 第一冊 鼎湖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3361980 冷劍痴魂. 第一冊 慕容菡作 其他 1

9786263361997 神鷹天龍劍無情. 第一冊 黃沙作 其他 1

9786263362000 洛水寒. 上冊 逍遙子作 其他 1

9786263362017 劍山風雲. 第一冊 平凡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024 遊鸞隱鳳. 第一冊 抱劍書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031 雪狼谷. 第一冊 司馬嘯雲作 其他 1

9786263362048 遊鸞隱鳳. 第二冊 抱劍書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055 冰蕊寒萼. 第三冊 鼎湖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3362062 血影人. 第二冊 高庸作 其他 1

9786263362079 血影人. 第三冊 高庸作 其他 1

9786263362086 神鷹天龍劍無情. 第三冊 黃沙作 其他 1

9786263362093 洛水寒. 下冊 逍遙子作 其他 1

9786263362109 劍山風雲. 第三冊 平凡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116 劍山風雲. 第二冊 平凡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123 七巧連環鏢. 第二冊 公子羽作 其他 1

9786263362130 冰蕊寒萼. 第二冊 鼎湖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3362147 八曲譜. 第二冊 公孫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154 冰蕊寒萼. 第四冊 鼎湖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3362161 雪狼谷. 第二冊 司馬嘯雲作 其他 1

9786263362178 天雷劍. 下冊 司徒嬿作 其他 1

9786263362185 八曲譜. 第三冊 公孫雲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192 冰蕊寒萼. 第五冊 鼎湖居士作 其他 1

9786263362208 冷劍痴魂. 第二冊 慕容菡作 其他 1

9786263362215 神鷹天龍劍無情. 第二冊 黃沙作 其他 1

9786263362222 神州血淚. 下冊 鳴雷作 其他 1

9786263362239 遊鸞隱鳳. 第三冊 抱劍書生作 其他 1

9786263362246 碎心劍. 第三冊 陳中平作 其他 1

9786263362253 七巧連環鏢 .第三冊 公子羽作 其他 1

9786263362260 冷劍痴魂. 第三冊 慕容菡作 其他 1

9786263362277 碎心劍. 第二冊 陳中平作 其他 1

9786263362284 一劍情仇. 第一冊 司馬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291 一劍情仇. 第二冊 司馬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307 一劍情仇. 第三冊 司馬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314 一劍情仇. 第五冊 司馬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321 一劍情仇. 第六冊 司馬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338 一劍情仇. 第四冊 司馬燕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345 雪狼谷. 第三冊 司馬嘯雲作 其他 1

9786263362352 黑手印. 第一冊 金劍鳴作 其他 1

9786263362369 龍虎榜. 上冊 東方玉明作 其他 1

9786263362376 魔掌龍環. 第一冊 公孫玉作 其他 1

9786263362383 魔劍. 第一冊 金鼎作 其他 1

9786263362390 魔掌龍環. 第二冊 公孫玉作 其他 1

9786263362406 魔掌龍環. 第三冊 公孫玉作 其他 1

9786263362413 魔劍. 第三冊 金鼎作 其他 1

9786263362420 魔劍. 第二冊 金鼎作 其他 1

9786263362437 黑手印. 第二冊 金劍鳴作 其他 1

9786263362444 龍虎榜. 下冊 東方玉明作 其他 1

9786263362451 黑手印. 第三冊 金劍鳴作 其他 1

9786263362468 彩鳳瑤凰. 第一冊 皇甫瓊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475 彩鳳瑤凰. 第二冊 皇甫瓊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482 彩鳳瑤凰. 第三冊 皇甫瓊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499 彩鳳瑤凰. 第五冊 皇甫瓊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05 彩鳳瑤凰. 第四冊 皇甫瓊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12 劍星寒. 第一冊 金戈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29 劍星寒. 第二冊 金戈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36 劍星寒. 第三冊 金戈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43 咆哮江湖. 第四冊 醉樂天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50 咆哮江湖. 第三冊 醉樂天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67 咆哮江湖. 第二冊 醉樂天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74 咆哮江湖. 第一冊 醉樂天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81 勾魂榜. 下冊 歐陽天雷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598 勾魂榜. 上冊 歐陽天雷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604 千面閻羅. 第三冊 孤獨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611 千面閻羅. 第二冊 孤獨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628 千面閻羅. 第一冊 孤獨生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62833 七星劍. 第三冊 關銘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8002 臺灣花磚年曆. 2022 徐嘉彬, 林佩瑜, 張毓珊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7624 肅慎族系研究 王永一, 定宜莊, 胡進杉, 張華克, 曹文瀚作; 廣定遠, 孔果洛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7631 台灣指南(中英對照)= Directory of Taiwan 台灣英文新聞廣告部編著 七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5201 食科50 璀璨食光: 領航食品新科技 共創產業新食代張立宇, 許麗芩, 廖順福, 李昀諭, 吳秀雲, 陳筱君, 鍾文萍採訪撰文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0180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暨國際海報邀請展. 2021: 流光瞬息.設計30= 2021 Taiwan Poster Design Association Exhibition/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al Poster Exhibition: rolling after generation design 30林鴻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0007 台灣國際文化藝術大聯盟首屆國際大展: 七巧玲瓏林進盛, 林裕淳, 吳美雲, 陳水田, 葉勝輝文稿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80

送存冊數共計：780

台灣花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國際文化藝術大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英文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9511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1年第二屆=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Empirical Conference of Commerce & Art Literature in Taiwan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80606 隱居古城的書房: 疫轉心生詩集 劉炳熹著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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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0916 2021畫圈圈美術獎創作展暨大專生適應性藝術發展研討會: 畫冊&論文集林淑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008 壓力性損傷的預防及治療簡易參考指南. 2019年于博芮, 黃文佩, 蕭晴文, 林瑞萍, 許美玉, 黃淑芸, 吳宥霖編譯委員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2547 白話電學發展史1700-2021 温坤禮, 張簡士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2554 風平浪靜: 白話諾貝爾跨世紀和平學獎1901-2021温坤禮, 游美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792561 灰色關聯分析暨灰色權重模型 温坤禮, 温惠筑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125 初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單項技術操作規範暨救護流程訓練教材廖訓禎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754132 急診基礎暨高級心臟救命術手冊ECBAR. 2022 = Emergency cardiac basic and advanced resuscitation廖浩欽主編 第1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213 金色的記憶 葉筱彤圖.文 平裝 1

9789869666220 擁抱心中的花 黃巧琳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9208 台灣美術通史 白適銘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208 台灣美術通史 白適銘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9215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ese visual art editor-in-chief Shin-Ming Pai 1st ed. 平裝 1

9786269539215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ese visual art editor-in-chief Shin-Ming Pai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4324 醉影金門: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2021年金門主題攝影暨文件展= Intoxicating Kinmen: Society of Photographie Museum and Culture of Taiwan 2021 Kinmen Photography and Document Exhibition莊靈, 張國治, 姜麗華, 吳宇凡撰文; 張國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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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博物館教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畫圈圈藝術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方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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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5605 睡眠醫學與天使療法= Sleep medicine and angels therapy黃奇卿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581 異世界食堂 犬塚惇平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661356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カ原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661370 文豪Stray Dogs(劇場版): DEAD APPLE 文豪Stray Dogs DA製作委員會原作; 岩畑ヒロ作; 尤靜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387 聖戰. 7, 混沌之卷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394 文豪Stray Dogs官方同人創作集. 3, 凜= 文豪ストレイドッグス公式アンソロジー: 凜朝霧カフカ原作;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61400 異世界食堂 犬塚惇平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661417 人形之國= 人形の国 貳瓶勉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661424 魔法帽的工作室= とんがり帽子のアトリエ 白濱鷗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661448 魔法帽的工作室= とんがり帽子のアトリエ 白濱鷗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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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套件操作學而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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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0992 Google廣告投放必修課: 給廣告投放新手的教學指南學而學堂, 雷尼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6000 樂遊台灣.百年風華: 帶你走讀老字號的傳承經營故事樂寫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6017 孩子,謝謝你,陪著我們流浪 楊迷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6024 熱血洗髮精= Go shampoo! Neo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052 書上設計展. 2021 尼普利編輯室企劃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6164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導論 王志弘, 殷寶寧, 劉俊裕, 魏君穎, 王怡蘋, 朱宗慶, 廖新田, 林詠能, 賴瑛瑛, 蔡幸芝, 李乾朗, 胡懿勳, 王俐容, 林冠文, 古淑薰, 黃光男作; 殷寶寧主編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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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26447 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 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章英華著 二版 平裝 2

9789577326478 從解嚴到數位匯流的新聞工作者: 跨時代的比較研究劉蕙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7952 種一顆台灣的音符= Plant a seed of Taiwanese music李哲藝口述; 謝淑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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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四季天使醫學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左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尼普利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9789860601657 惡托邦記 凱特.布朗(Kate Brown)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5422 百年大疫,照護彼此: <<醫學的張力>> X <<照護的邏輯>>黃秀如總編輯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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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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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64620 西藏,焚燒的雪域: 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現代史=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著; 謝惟敏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64651 菜市場政治學. EP2: 民主方舟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96124 角落小夥伴與朋友和睦相處的方法 主婦與生活社著;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209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一, 從帛書<<老子>>談人生修行法則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322 呂昇達: 職人手作吐司全書 呂昇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353 七個問題看見你的天賦 禾禾商學院師資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414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易經開講. 2, 從孔子<<周易.繫辭傳>>學習超前智慧布署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469 斜槓族的13個原子習慣 王俊凱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490 明公啟示錄: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化: 范明公孝經開講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96544 遇見‧轉化生命的澳洲花晶 趙采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551 以茶代酒: 愛在原鄉 健康促進 呂芳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568 宅媽花花遇到阿德勒 宅媽花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605 56個生命的省思: 攜手走過COVID-19 慈濟真善美志工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629 7分鐘豐盛心靈寫作: 劉滄碩教你用33天,從認識自己、擺脫潛意識限制,進而邁向財富富足、生命豐盛之路劉滄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643 血壓的祕密: 經脈醫學科學化天才醫師、經脈血壓計世界專利發明人郭育誠,透過血壓量測,取得十二經脈資訊,達成遠距醫療診斷與日常保健郭育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650 素養導向教學備課的心法與技術 王勝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667 天使靈氣在人間 周清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735 永遠在這裡 麵包樹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742 防空洞,是心的祕密基地 詹詠晴(Angel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759 貓咪超有事. 2, 尋找灰胖之旅 黃阿瑪, 志銘與狸貓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766 想瘦、享瘦、享受,洪一姐體管師的享瘦指南: 瘦身不用餓肚子,低卡、無油餐搭配塑身行動方案,幸福美麗伴妳一生。洪姍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780 轉念: 慈濟志工的生命故事 鄭善意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797 想瘦、享瘦、享受,洪一姐體管師的享瘦指南: 瘦身不用餓肚子,低卡、無油食譜搭配塑身行動方案,幸福美麗伴妳一生。洪姍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6827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2, 從帛書<<老子>>談為人處世 的最佳方針范明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6841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2, 從帛書<<老子>>談為人處世的最佳方針范明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858 自娛愚人. 2: 咩經理盧美吟帶人帶心帶向成功的MDRT教練學Yea!雁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872 作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 Judy朱的生活美學= What may Judy Chu inspire you?Judy朱馥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889 作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 Judy朱的生活美學 朱馥瑜(Judy)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6896 零失敗!新手也能做的蒸烤箱40道異國料理: 質男主廚張克勤的不藏私食譜張克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896 零失敗!新手也能做的蒸烤箱40道異國料理: 質男主廚張克勤的不藏私食譜張克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902 零失敗!新手也能做的蒸烤箱40道異國料理: 質男主廚張克勤的不藏私食譜張克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6933 贏在轉型力: 後疫情時代與數位化的15個人生啟示勵活課程講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6957 五毛錢的力量(經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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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若儀作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0273 二八定律= Pareto principle 于珊主編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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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21002 卡耐基超越自己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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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21057 巴菲特創造財富定律 張大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64 讀懂查理.芒格的價值: 只要你承認自己的無知,便已啓動智慧的大門了= Charles Thomas Munger林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71 拿破崙.希爾 人人都能成功 拿破崙.希爾, 克里曼特.斯通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88 拿破崙.希爾 成功心理法則 拿破崙.希爾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095 拿破崙.希爾 成功17堂課 拿破崙.希爾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101 厚黑學真正有意思 林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132 塔木德智慧大全集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149 經營之神王永慶傳奇 唐雙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156 企業之神松下幸之助 趙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布拉格文創



9786267021170 自卑與超越=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愛羅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1224 聰明女子的第一本理財書 莉莉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1809 可愛寵物寶寶: 拼圖排排書 Rikky Schrever原文;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16 有趣的小熊熊: 毛毛球時間 Elisa van Spronsen原文; Maja Andersen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23 跳躍的小兔兔: 毛毛球時間 Elisa van Spronsen原文; Maja Andersen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30 大膽的小貓咪: 毛毛球時間 Elisa van Spronsen原文; Maja Andersen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47 聰明的小獅子: 毛毛球時間 Elisa van Spronsen原文; Maja Andersen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54 海裡的動物: 拼圖排排書 Rikky Schrever原文;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61 山上的動物: 拼圖排排書 Rikky Schrever原文;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78 野生的動物: 拼圖排排書 Rikky Schrever原文;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85 天上的飛行工具: 拼圖排排書 Rikky Schrever原文;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9501892 有趣的交通工具: 拼圖排排書 Rikky Schrever原文; Deborah van de Leijgraaf繪圖; 賈竣凱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2749 A charm of magpies series喜鵲迷情. 3, 飛翔 KJ Charle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2817 ENNEAD九柱神. season 1. II. 第二部 Mojito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2824 ENNEAD九柱神. season 1. II. 第二部 Mojito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42831 ENNEAD九柱神. season 1. II. 第二部 Mojito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942855 修真界最後一條龍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2947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42954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942961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942978 子夜十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943524 紅線= The red thread LazySheep著;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3531 紅線= The red thread LazySheep著;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3555 氧氣= Oxygen Chesshire著;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3562 氧氣= Oxygen Chesshire著;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3845 紅色玩具店 KJK著; 楊蕙瑜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3906 邊做邊愛學習法Fuck and Learn Iona著; 魏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3913 邊做邊愛學習法Fuck and Learn Iona著; 魏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14770 一出手就成交: 紐約TOP 1銷售高手「賣爆」全美的終極銷售術大公開!萊恩.塞爾漢(Ryan Serhant)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6019 英文同義字圖鑑 清水建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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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96521 誰說你一定非得要想通?: 給總是越想越糾結的你,不用吃藥的療「鬱」處方箋皮亞.卡萊森(Pia Callesen), 安.梅特.福特普著; 林怡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545 天才滅絕的職場: 殘酷的職場人性法則,是如何扼殺我們的才能?= 天才を殺す凡人 職場の人間関係に悩む、すべての人へ北野唯我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569 你永遠都可以有選擇: 面對無所不在的「道德困境」,我們要如何作出正確的判斷?= The power of ethics: how to make good choices in a complicated world蘇珊.利奧陶德(Susan Liautaud), 麗莎.史威廷安(Lisa Sweetingham)著;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583 寫給公民的40堂思辨課 公民不下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6644 沒關係,你可以哭出來: 一場長期照護者們的內在療癒之旅史蒂芬妮.馬爾尚-潘薩著; 范兆延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0138 豆漿娘娘駕到 阿晧(漿爸)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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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布拉森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平心出版



9786269533800 三生三世步生蓮. 貳, 神祈 唐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817 時間,才是最後的答案 角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831 即使,這份戀情今晚就會從世界上消失 一条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848 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反骨的勇氣! 馬克太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855 阿密迪歐旅行記 アボガド6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33862 阿密迪歐旅行記 アボガド6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33886 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反骨的勇氣! 馬克太太著 其他 1

9786269533893 即使,這份戀情今晚就會從世界上消失 一条岬著; 林于楟譯 其他 1

9786269563807 您好!歡迎光臨別家門市 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3852 怪誕醫學: 一段「吃飯不要看」的獵奇黑歷史!賈斯汀.麥洛伊(Justin McElroy), 席妮.麥洛伊(Sydnee McElroy)著; 陳芙陽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2084 GO!GO! 蓋多 黃麗珍文.圖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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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2558 怪獸國有煩惱 許亞歷著; 許珮淨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572 勇闖工研院實驗室. 1, 生活科技的祕密基地 劉詩媛著; Tai Pera, Salt&Finger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2596 量子少年= Hard Wired 萊恩.弗拉霍斯(Len Vlahos)文; 鄭榮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7445 1日10分の創意畫畫小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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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Elly van der Linden著; Suzanne Diedere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12 驚喜跳跳立體書: 動物大派對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29 驚喜跳跳立體書: 快來比一比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36 驚喜跳跳立體書: 我會數一數 YOYO BOOKS著; 謝明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7643 驚喜跳跳立體書: 顏色跳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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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37872 幻獸最強王圖鑑 健部伸明監修; なんばきび繪圖; 許郁文譯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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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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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99293 你是星星嗎 涂卉, 劉惟善, 卓鈺靜, 陳君媺, 李敏慈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99309 來去久須所: 認識臺灣樟木的生活運用 林彥雅, 李芷菡, 魏乙娟圖文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弘光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弘光科大文創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4757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錢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764 普通型高中歷史地圖學習指南. 第二冊 三民歷史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84795 普通型高中歷史銜接高手. 第二冊 林怡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825 關鍵東亞: 你不可不知的發燒50人 蔡佾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4900 我的自由,不自由? 鄭光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917 孔子傳 錢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4986 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 三 吳姿蓉, 邱湘茵, 張倍慈, 楊可欣, 劉羽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0127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錢穆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0134 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 彭明輝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0202 普通型高中歷史創想歷活動手冊. 第二冊 洪群哲, 張肇祥, 蔡睿恂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370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歷史. 第二冊 郭雅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547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學習講義. II 韋裕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554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習作. II 陳正源, 陳其威, 黃信雄, 楊才民, 楊宗侃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752 普通型高中地球科學學習講義 方壯剛, 吳嘉鴻, 黃翊展, 陳珮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0882 普通型高中歷史習作. 第二冊 張肇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1384 普通型高中化學探究活動手冊 廖旭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476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I 化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1667 史學方法論 杜維運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6263071698 國文統測複習28週: 重點直擊 吳羿編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6263071766 統測關鍵字彙隨身讀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251 國文閱讀文選 林兆君, 林淑慧, 鄭慧敏編著; 林淑芬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72367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二冊 林曉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565 普通型高中歷史年表. 第二冊 三民歷史編輯小組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589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A版). 第四冊 方麗閔, 吳秀蘭, 康恩寧, 黃怡君, 楊慧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596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GO(A版). 第二冊 李偉綾, 楊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633 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外閱讀文選. 四 柯恩琪, 莊溎芬, 陳雋弘, 蔡鄢如, 鄭慧敏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640 技術型高中英文職場多益TOEIC UP!(A版). 第四冊吳秀蘭, 謝采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695 普通型高中數學A教學講義. 第四冊 陳彥宏, 蘇慧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701 普通型高中數學A習作. 第四冊 鄭惟厚,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732 技術型高中數學B習作. 第二冊 方志元, 李志文, 葉衍作, 臧俊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978 技術型高中數學B學習講義. 第四冊 林政謙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072985 普通型高中數學教學講義. 第二冊 陳彥宏, 蘇慧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2992 普通型高中數學學習講義. 第二冊 林國華, 高天德, 董維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012 技術型高中數學C學習講義. 第二冊 奕帆, 翁婉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081 技術型高中數學C教學講義. 第二冊 曾湧傑, 焦金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098 技術型高中數學B學習講義. 第二冊 林政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11 技術型高中數學B教學講義. 第二冊 胡湘蘭, 陳姿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28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學習講義. 三 翁于雯, 陳怡伶, 蔡安欣, 絳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59 技術型高中國文隨堂習作. 2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97 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 四 江謨伊, 吳姿蓉, 沈思潔, 楊可欣, 劉希珍, 鄭佳樺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197 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 四 江謨伊, 吳姿蓉, 沈思潔, 楊可欣, 劉希珍, 鄭佳樺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03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 國文. 二 林安英, 林聰宏, 彰文, 顏造芳, 孔令竹, 許恩亞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296 普通型高中全試線英文. 第四冊 林芸亦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302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 第四冊 王靖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340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A版). 第二冊 李偉綾, 楊智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357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A版). 第二冊 方麗閔, 吳秀蘭, 康恩寧, 楊慧君, 潘旻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456 普通型高中口語表達課程講義 翻滾海貍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3073586 技術型高中英文影英補給站(B版). 第二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593 技術型高中國文隨身讀. 第2冊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654 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Rapunzel長髮公主 強納森.皮爾(Jonathan Peale)改編; 維勒.凱拉巴瑞亞(Villie Karabatzia)繪圖;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73661 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The Frog Prince青蛙王子 納迪亞.希金斯(Nadia Higgins)改編; 阿維埃爾.貝索(Aviel Basil)繪圖;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73685 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A版). 第四冊陳依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739 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Hansel and Gretel糖果屋 納迪亞.希金斯(Nadia Higgins)改編; 馬可.瓜達盧佩(Marco Guadalupi)繪圖;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73746 雙語故事書會唱歌: Little Red Riding Hood小紅帽強納森.皮爾(Jonahtan Peale)改編; 路加.賽金馬吉(Luke Seguin-Magee)繪圖;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073807 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B版). 第六冊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814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B版). 第二冊 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弘雅三民圖書



9786263073838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B版). 第六冊 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845 技術型高中國文語文能力習作. 2 林美佑, 彭筠蓁, 鄭倩琳, 劉琬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852 技術型高中議起玩國文. 2 黃健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869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探究活動手冊. II 林威志, 陳映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883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A版). 第二冊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3999 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教學講義. 下冊 陳彥宏, 蘇慧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02 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作. II 許廷瑋, 黃子堯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26 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甲習作. 下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33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學習講義. II 趙君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57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習作. II 吳家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64 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習作. II 吳俐穎, 潘晨堯, 鄭筱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71 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超活閱素可達. II 何亞宜, 徐健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88 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A版). 第六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095 技術型高中國文隨堂習作. 6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01 技術型高中國文語文能力習作. 6 黃智群, 黎俊成, 劉琬茜, 鄭倩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25 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B版). 第六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32 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A版). 第六冊 王韻婷, 楊智民, 李偉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49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GO(A版). 第六冊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56 普通型高中英文篇章寫作1+1. 第二冊 楊佳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63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羽量級. 第二冊車畇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70 普通型高中英文「異」起來上課. 中量級. 第二冊車畇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87 普通型高中英文文法句型A++. 第二冊 楊曜璘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194 普通型高中英文段考複習百試達. 第二冊 石芸熙, 林信豪, 姚郁芬, 孫建業, 鄭佩綺, 鍾震亞, 蘇郁玟, Ian Fletcher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200 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2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217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2 林筱芬, 陳鈺芬, 許雯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231 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學習講義. II 孫允中, 李貞苡, 石采艷, 蘇筱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248 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乙習作. 下冊 林國華, 黃吉南, 黃俊瑋, 蘇順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255 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A版). 第六冊名師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354 技術型高中英文英文繪課室(A版). 第四冊 蔡宜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361 普通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 第二冊 林信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378 國文. 第六冊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385 國文. 第二冊 顏瑞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422 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A++. 第二冊 洪珮菱, 張琇雲, 楊曜璘, 黃可欣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460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 第二冊 王靖賢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4477 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 6 東大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491 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 第二冊 蘇文賢, 鄭旭倫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074521 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探究與實作冒險攻略. III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538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歷史. II 林秋均, 劉芳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74545 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作. 二 陳凱琳作 二版 平裝 1

9786263074859 素讀.公民 鳳晴,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74989 秦漢史論稿 邢義田著 其他 1

9786263074996 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 王永祥著 其他 1

9786263075009 新史學之路 杜正勝著 其他 1

9786263075016 從眉壽到長生: 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 杜正勝著 其他 1

9786263075023 西洋政治思想史 薩孟武著 其他 1

9786263075030 新譯增廣賢文.千字文 馬自毅注譯 其他 1

9786263075054 戲曲演進史. 二, 宋元明南曲戲文 曾永義著 其他 1

9786263075061 東周列國志 馮夢龍原著; 蔡元放改撰; 劉本棟校注 其他 1

9786263075139 戲曲演進史. 三, 金元明北曲雜劇. 上 曾永義著 其他 1

9786263075153 一代特工: 你所不知道的戴笠 王蒲臣著 其他 1

9786263075160 內部稽核概論 王怡心, 黎振宜著 其他 1

97862630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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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075184 清史論集 陳捷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191 歪打正著的科學意外 王道還, 高涌泉主編; 楊振邦, 高崇文, 蔣正偉, 鄭原忠, 陳俊太, 周成功, 王道還, 嚴宏洋編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207 馬可尼: 無線無限 唐念祖著 其他 1

9786263075214 柴契爾夫人: 永不妥協的鐵娘子 李民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221 內向軟腳蝦的超速行銷: 哈佛、國際頂尖期刊實證,不見面、不打電話、不必拜託別人,簡單運用行為科學,只寫一句話也能不著痕跡改變人心川上徹也著; 張嘉芬譯; 石川裕紀插畫 其他 1

9786263075238 再見!秋水! 畢璞作 其他 1



9786263075245 河宴 鍾怡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252 紐西蘭史: 白雲仙境.世外桃源 李龍華著 其他 1

9786263075269 華盛頓在中國: 製作「國父」 潘光哲著 其他 1

9786263075276 澳大利亞史: 古大陸.新國度 李龍華著 其他 1

9786263075290 西湖佳話 墨浪子編撰; 陳美林, 喬光輝校注 其他 1

9786263075320 陪讀的刻意練習: 養成孩子自主學習的教養魔法雙丁麻麻著; Juju插畫設計繪 其他 1

9786263075337 說岳全傳 錢彩編次; 金豐增訂; 平慧善校注 其他 1

9786263075344 脂評本紅樓夢. 上 曹雪芹原著; 脂硯齋重評; 馬美信校注 其他 1

9786263075351 脂評本紅樓夢. 下 曹雪芹原著; 脂硯齋重評; 馬美信校注 其他 1

9786263075368 雨果: 悲慘世界浪漫心 張純瑛著 其他 1

9786263075375 湯姆士.華生: THINK企業家 王珈珞著 其他 1

9786263075382 黃帝 錢穆作 其他 1

9786263075399 新譯申鑒讀本 林家驪, 周明初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412 西洋哲學史 傅偉勳著 其他 1

9786263075429 型世言 陸人龍著; 侯忠義校注 其他 1

9786263075436 文與情 琦君著 其他 1

9786263075443 情繫西班牙 楊翠屏著 其他 1

9786263075450 賣牛記 琦君著; 田原圖 其他 1

9786263075467 南非史: 彩虹之國 廖顯謨著 其他 1

9786263075481 警世通言 馮夢龍編撰 其他 1

9786263075498 文明世界的魔法師: 宋代的巫覡與巫術 王章偉著 其他 1

9786263075597 詩經正詁 余培林著 其他 1

9786263075634 數學故事讀說寫: 敘事.閱讀.寫作 洪萬生著 其他 1

9786263075665 我的第一本宇宙學 沙達德.凱德(Sheddad Kaid), 薩拉.費隆(Salah Ferrón)文; 愛德華.阿爾塔里巴 (Eduard Altarriba)繪; 朱慶琪譯其他 1

9786263075689 烏克蘭史: 西方的梁山泊 王承宗著 其他 1

9786263075726 好逑傳 名教中人編撰; 石昌渝校注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733 兒女英雄傳 文康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740 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 沙達德.凱德(Sheddad Kaid), 薩拉.費隆(Salah Ferrón)著; 愛德華.阿爾塔里巴 (Eduard Altarriba)繪; 三民自然編輯小組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757 我的第一本相對論 沙達德.凱德(Sheddad Kaid), 薩拉.費隆(Salah Ferrón)文; 愛德華.阿爾塔里巴(Eduard Altarriba)圖; 朱慶琪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764 中國通史. 下 林瑞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75771 中國通史. 上 林瑞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7814 狂野式 睡走日本人妻的方法 其二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9786269547821 狂野式 睡走日本人妻的方法 其三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9786269547838 夏妻: 夏天、旅館、墮落於搭訕男的人妻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9786269547845 夏妻. 2: 夏天、家裡、墮落於搭訕男的人妻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9786269547852 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9786269547869 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 2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9786269547883 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 4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9786269547890 聖華女子學院高中部認證肉棒大叔. 5 黒巣ガタリ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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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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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來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144

送存冊數共計：147

本本力學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大光明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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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9159 婆媳百問. 第一篇, 「公媽牌」 楊烱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9166 慶成護國祈安三朝建醮大典 慶成護國祈安三朝建醮委員會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5843 佛藏經講義. 第十輯 平實導師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6103 山法: 西藏關於他空與佛藏之根本論= Mountain doctrine: Tiebet's fundamental treatise on other-emptiness and the Buddha-Matrix篤補巴.喜饒堅贊(Döl-b̄o-b̄a S̄hay-rap-gyel-tsen)著; 傑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英文編譯; 張火慶, 呂艾倫中文編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0696134 佛藏經講義. 第十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141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等合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96158 我的菩提路. 第七輯 余正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165 佛藏經講義. 第十四輯 平實導師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96172 成唯識論 (大唐)玄奘菩薩造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6189 佛藏經講義. 第十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36402 吳墉祥在台日記(1961)=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1961吳墉祥原著; 馬國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419 吳墉祥在台日記(1962)=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1962吳墉祥原著; 馬國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426 吳墉祥在台日記(1963)=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1963吳墉祥原著; 馬國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433 吳墉祥在台日記(1964)=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1964吳墉祥原著; 馬國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440 吳墉祥在台日記(1965)= The diaries of Wu Yung-hsiang at Taiwan,1965吳墉祥原著; 馬國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532 沈雲龍先生傳= The biography of Shen Yun-long 陳三井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549 王貽蓀戰時日記(1943)= The diaries of Wang Yi-sun,1943王貽蓀原著;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556 王貽蓀戰時日記(1944-1945)= The diaries of Wang Yi-sun,1944-1945王貽蓀原著;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6600 斯「文」各主張: 小品論述在民國= The various positions on the wen: xiaopin discourse in Republican China劉佳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2076 機電整合丙級術科實作 黃致恆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5001 商務契約訂定與糾紛解決 李永然等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5018 民事、家事官司與狀例 李永然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5025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十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6169 執念之樹: 千年之緣 鍾傑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3137 玄華元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General Education Academic Conference段盛華, 陳光紫, 林至善, 張馨文, 周雪燕等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永御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正品印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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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古學庫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2833 瞳之二 葉宣哲文; DaDa L.CH圖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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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42895 杜勒斯與台灣命運 王景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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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42925 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李禎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932 開動了!老台中: 歷史小說家的街頭飲食踏查 楊双子作 初版一刷 其他 1

9789862942949 大海借路 周梅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956 一粒種籽(初心版) 劉旭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970 母親 吳錦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987 黑夜曼波 吳錦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994 味蕾中的靈魂 楊路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3007 台日萬華鏡 栖來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3014 山與祂的子民: 阿力曼與鸞山森林文化博物館 阿力曼口述; 劉政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3069 金山公主 馬尼尼為改寫.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3076 詠嘆調: 李敏勇詩集 李敏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3090 淡水河邊的神奇馬偕 粘忘凡文; 貓魚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311 陳茂祥水墨小品集= The collection of Chen Mao Hsiang's ink paintings陳茂祥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188 玩美台灣土雞料理 李冠嘉, 洪恢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1124 與神共舞= Dance with God 陳冠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5706 針灸精要與常見疾病診治 杜基祥, 朱素華, 杜怡貞, 李秋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5713 脈學精要與四診尊賢 杜基祥, 杜怡貞, 朱素華, 李秋香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25720 脈學精要與四診尊賢 杜基祥, 杜怡貞, 朱素華, 李秋香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304 建築的態度: 戰後臺灣建築師群像 阮慶岳, 王增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7311 LPA的建築札記: 邁向「立派」建築家之路 謝宗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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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59046 2021回首進香路: 媽祖帶路潦溪二00一= 20 years after: the journey led by the Baishatun Mazu吳文翠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活美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活道文化智庫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玉映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色牙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沙屯拱天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原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田園城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1106 白馬寶寶一家的幸福日常 貝果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6764 PM的冒險旅程 謝瓊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8130 全方位身心覺察自我療癒轉化生命全書 趙采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253 推翻共產黨政府犯法嗎? 謝光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413 無名之歷 阿米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437 靈學與科學. 2: 靈靈逍遙遊 覺性種子的萌芽 余依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567 秦皇漢武輪回破迷錄 劉未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697 指揮的落棒與起棒: 理論的、藝術的、效率的 顧寶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488710 柳居士這麼說 柳閒雲, 無拙問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040 好運到,好孕道 賴朝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149 悟空與三藏是雙生火焰: 一本200%真人真事的救世書唐三藏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217 看懂禪機 呂冬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18231 The pastor and the matriarch of the German underground and their times: a Polish perspectiveby Vince Barwinski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248 不行的旅行 豆腐火火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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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8323 霧封北橫 李安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347 一夜驟雪 彗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415 月亮來的女兒 前傳: 玉環 Mrs. Q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491 熟齡人的天空 牧語軒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590 解讀酸民行為 蘇子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675 不要口罩,只要擁抱!(比較哲學) 歐偉長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705 轉變: 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奮鬥的故事 李昭陽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18729 Heterochronic parabiosis: anti-aging plasma exchangeby Fu-shih Pan 平裝 1

9786267018743 轉變: 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一生奮鬥的故事 李昭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767 帛書老子 注疏 元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828 健康鑰方,生物訊息 李順來, 陳冬漢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835 2035年 無岫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842 丁丁的房產人生雜記. 3 丁丁(丁士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859 九五老人話滄桑 金國棟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866 面相故事. 第二集 沈全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880 SPI後天領導者 蕭正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18897 萬物理論 胡萬炯著 增訂四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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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18958 書歲月的臉: 2019不可思議 林淑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8972 十年 王濟洲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004 老貓札記 老貓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028 SPI後天領導者 蕭正浩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035 茶道道茶 耕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059 臺灣漫遊記: 遊記攝影專輯 蕭霖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066 Rebirth: 蛻變的重生旅程 Grace Ko(柯欣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073 心靈之旅: 寫作和寫書的勇氣 李淵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103 聖誕節的由來 陳怡理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110 逃離紫禁城: 一位滿清郡主的傳奇 董升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141 小白豬的自我認同(智慧之毛第二集) 吳新光(Voyu.W), 吳伯文(Iusungu.W)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158 「足」福香港 丹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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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56226 清歡 張淑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233 坐望明月憶往年 簡良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白馬窯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9786267056240 默 默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257 殺戮之星: 凡提亞 夏之楓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264 菩提明心花開見佛 黃逢徵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271 清水胡老師 楊牧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295 默 默言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301 書歲月的臉: 2020憂喜參半 林淑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318 法界無邊法緣無盡 謙竹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325 相約未來再續法緣 謙竹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332 聖誕節的由來 陳怡理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349 山和魚 林書柔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356 世代變遷 黃千栗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363 看懂證道歌 呂冬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370 樹.穴.魔法迷宮 竹涵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387 樹.穴.魔法迷宮 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394 菩提明心花開見佛 黃逢徵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400 毛蟲怪奇幻冒險旅程. 第二部曲, 洪水泛濫 陳怡薰, 皇吟文; Joanna Hsu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424 太初與終極的話 汪小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431 生命背後的真相: 身教,言教,不如胎教 陳鈺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448 秋毫詩稿 梁評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455 忍耐的利潤 喇叭王(王寧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479 為你而美的那一抹紅 林師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486 愛情咒語 董升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493 看懂證道歌 呂冬倪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509 搭檯: 澳門老字號茶餐廳巡禮計劃 邱朗峰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523 秋毫詩稿 梁評貴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530 唯美主義: 樂軒詩選 樂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547 Adapt and transform: the art of self-healing Jessie Li Hung Lee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554 Bear's adventure author Madeline Gonzalez; illustrator Lydia Chen 精裝 1

978626705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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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于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608 月光下的藍調 飛鳥海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615 小白豬的自我認同(智慧之毛第二集) 吳新光(Voyu.W), 吳伯文(Iusungu.W)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639 人生本過客,自在就好 洪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646 深夜心靈關東煮 Ashley C(陳珮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660 老後讓自己過上好日子 黃佩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677 揭開臺灣森林紅寶石的神奇功效: 牛樟芝 王升陽, 賴宗賢, 陳婉菁, 李政暾, 謝翰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691 香港人在台灣觀鳥 鄭國上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707 甘心.甘願: 天公囝仔的心聲 陳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714 創新創業與政府產業發展策略探討 張世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721 毛主席的父女囚犯 齊家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745 阿樂 王瓊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752 生命背後的真相: 身教,言教,不如胎教 陳鈺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769 悟空與三藏是雙生火焰: 一本200%真人真事的救世書唐三藏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776 佛性辨正 藍傳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790 心靈之旅: 寫作和寫書的勇氣 李淵洲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806 月光下的藍調 飛鳥海魚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56844 毛蟲怪奇幻冒險旅程. 第三部曲, 未來城市 陳怡薰文; Joanna Hsu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875 易經錯了幾千年 林永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905 做自己的英雄: 路跑民族誌三部曲 文多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912 謎一樣的國家: 老玩童探索以色列 鄧予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6943 占察木輪相法: 學習筆記 演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6998 心之約= The covenant of hearts 戴國平Claud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5047 謎一樣的國家: 老玩童探索以色列 鄧予立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05054 黑情緒的誘惑 Chuck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5061 東方樂珠: 白話律呂纂要 陳綏燕, 林逸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5078 四年沒睡: 我的頑強人生 許春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5146 天丹虎飛 黃金小鎮黃金心 黃文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5221 義賊: 贏家的故事 映小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05238 愛情咒語 董升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105566 大欽差金搏虎. 中 董升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05573 大欽差金搏虎. 下 董升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05580 大欽差金搏虎. 上 董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253 快樂王子 奇魯作; 林瑋婷, 李世揚朗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0260 快樂王子 奇魯作; 林瑋婷, 李世揚朗讀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0291 節慶萬花筒 潘聖云, 王一雅作; 張芸荃繪 平裝 1

9786269546008 小小光線設計師: 快樂露營去 王一雅, 顏嘉成作; 張芸荃繪 平裝 1

9786269546015 小小光線設計師: 停電驚魂記 王一雅, 顏嘉成作; 張芸荃繪 平裝 1

9786269546022 小小光線設計師: 上街兜兜風 王一雅, 顏嘉成作; 張芸荃繪 平裝 1

9786269546039 馬克.吐溫Mark Twain: 湯姆歷險記&頑童歷險記=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馬克.吐溫(Mark Twain)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6046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 地心冒險&環遊世界八十天=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6053 奇幻仙境: 愛麗絲夢遊仙境&彼得.潘= Fantasy wonderland: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 Peter Pan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 詹姆斯.馬修.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作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6060 樂動森林: 森林報&柳林風聲= Forest narratives: forest newspaper & the wind in the willows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 肯尼斯.葛拉罕(Kenneth Grahame)作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6077 小小光線設計師: 玩具店也瘋狂 王一雅, 顏嘉成作; 張芸荃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2242 獵人們: 貓爸爸、李家寶 阮光民漫畫; 朱天心原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8217 台灣家將大全. 家將種類卷 呂江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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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92220 子青詩作選: 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Poetry collection: the most perilous place in the world魯子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7261 重生之換個老公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278 硬漢有點色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285 老闆不要太性感 貞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353 霸總的契約情人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360 翟少的念念不忘 菲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377 重生之老婆不換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7445 天下何人不識君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7452 天下何人不識君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7469 重生替身嬌妻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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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111

送存冊數共計：111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目宿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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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01678 製造快樂公民: 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 Happycracy: how the industry of happiness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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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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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Buddha, living Christ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薛絢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01784 大棋盤: 全球戰略大思考= The grand chessboard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 林添貴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01791 生命的學問十二講 王邦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01807 反美學: 後現代文化論集=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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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01821 逃避主義: 從恐懼到創造= Escapism 段義孚著; 周尚意, 張春梅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838 榮格.占星學= Jung and astrology 瑪姬.海德(Maggie Hyde)著; 趙婉君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845 閃亮歲月: 當代華文老年書寫文選 魯迅等作; 立緒文化編選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852 伊斯蘭與寬容的未來: 一場宗教對話典範=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tolerance: a dialogue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 馬吉德.納瓦茲(Maajid Nawaz)作; 梁永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869 庫德族女兵: 挑戰伊斯蘭國大獲全勝的女戰士傳奇= The daughters of Kobani: a story of rebellion, courage, and justice蓋兒.雷蒙(Gayle Tzemach Lemmon)著; 鄧伯宸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713 你不必和每個人都合拍: 在人際相處中保持「剛剛好」的距離，安心作自己水島廣子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2049 你可以生氣,但不要越「想」越氣: 停止情緒化思考、不再與對錯拔河,從此擺脫「地雷型」人設!水島廣子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420 上班時,別演太多內心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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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2092 不需要菜刀和切菜板的一個人美食 Akarispmt's Kitchen作; 黃怡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4937 站在走廊也要聽的爆滿國文課 張一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4944 我想談戀愛!: 科學脫單指南 葉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4951 睡好覺: 調氣血、顧胃養腎,從中醫原理告訴你,不靠藥物能也能解決睡不穩、睡不著等問題。梁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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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7776 持心如大地: <>之創作方法於環境保育平面設計實踐: 陳黎枚作品論述2017-2020= "KOAN" as the earth equal treatment with all living beings.陳黎枚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648 菩薩心語. 6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655 一輩子很長,要好好相伴自己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662 握緊你的手,陪你到最後: 用愛道別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686 虎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22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任陽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仲間

送存冊數共計：2

立方計劃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光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7005 因為相信 所以承擔: 光洋人重返榮耀的一千五百個日子王曉晴, 王明德, 戴卓玫, 陳玉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5921 神通的真假 蔡肇祺著 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973 天命明師的印證 廖玉琬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4343 坐義通編 至聖先天老祖, 關聖, 孚聖, 達摩佛, 濟佛, 昌佐神, 慧真人, 尚真人, 周仙等著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716 成功的反思: 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賴盈滿譯 其他 1

9789861343761 富人不說,卻默默在做的33件事(暢銷經典版)= 사소한 차이延埈赫著; 蕭素菁, 張亞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343785 圖像思考的練習: 我這樣獲利10億、調解糾紛、做出成果平井孝志著; 李璦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43792 佐賀的超級阿嬤 島田洋七著; 陳寶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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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力敏譯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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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44058 內在驅動力: 不需外在獎勵和誘因,引燃700萬人生命變革的關鍵力量= Intrinsic: a manifesto to reignite our inner drive薩拉斯.吉凡(Sharath Jeevan)作;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4089 破圈: 撕下標籤與人設,人生原來真的有捷徑 顧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4096 為什麼他投資一直賺大錢?: 全球金融學校的散戶獲利法則市川雄一郎, 全球金融學校著; 沈俊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132 情人哏裏出西施 全民大劇團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8988149 丞相,起風了 全民大劇團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8156 <<同學會!同鞋>>全新創作音樂劇 全民大劇團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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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65489 鋼琴的技巧= Le déliateur: cours gradue de mecanismeErnest Van de Velde原著; 安川加壽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496 鋼琴流暢練習曲= Le Couppey op.20: l'agilité 安川加壽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502 鋼琴練習ABC= Le Couppey op.17: L'ABC Le Couppey, 安川加壽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519 梅陶德 露絲鋼琴教本. 鋼琴一年級= Methode RoseErnest Van de Velde原著; 紀儁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526 梅陶德.露絲鋼琴教本(幼兒用)= Methode Rose Ernest Van de Velde, 安川加壽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65533 梅陶德.露絲鋼琴教本(幼兒用)= Methode Rose Ernest Van de Velde, 安川加壽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65779 多聲部鋼琴曲集: 巴哈創意曲-導入書= Polyphonic music for piano: precede invention全音樂譜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5786 小鋼琴家的徹爾尼= Czerny: the little pianist op.823Carl Czer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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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華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音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全民大劇團



9789860765809 小朋友拜爾鋼琴教本 Ferdinand Beyer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816 小朋友拜爾鋼琴教本 Ferdinand Beyer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5823 小朋友拜爾鋼琴教本 平裝 中冊 1

9789860765830 兒童拜爾鋼琴教本 Ferdinand Beyer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847 兒童拜爾鋼琴教本 Ferdinand Beyer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5854 兒童的拜爾 Ferdinand Beyer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861 兒童的拜爾 Ferdinand Beyer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5878 幼兒的拜爾教本 武田邦夫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885 幼兒的拜爾教本 武田邦夫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65892 小朋友拜爾鋼琴教本(中文解說)= 子供のバイエルFerdinand Beyer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65908 小朋友拜爾鋼琴教本(中文解說)= 子供のバイエルFerdinand Beyer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70025 約翰.湯姆遜現代鋼琴課程: 教導幼童彈琴(中文解說)= John Thompson's modern course for the piano: teaching little fingers to playJohn Thompson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0770476 巴哈創意曲(中文解說)= Bach inventionen John Sebastian Bac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490 巴哈初步鋼琴曲集(中.英對照)= Bach: the first lessons for the pianoJohn Sebastian Bac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551 全譯拜爾鋼琴教本(中,英,德文對照)= Beyer Ferdinand Bey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599 佈爾格彌勒十二首練習曲(中文解說)= Burgmüller 12 studies opus 105Friedrich Burgmüller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612 佈爾格彌勒十八首練習曲(中文解說)= Burgmüller 18 studies opus 109Friedrich Burgmüller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643 佈爾格彌勒二十五練習曲(中文解說)= Burgmüller EtüdenFriedrich Burgmüller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674 鋼琴指導講座. 二, 布爾格繆勒25.18.12練習曲(附中文解說)= Burgmüller EtüdenFriedrich Burgmüller, 田村宏, 千藏八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681 徹爾尼百首練習曲: 簡易練習= Czerny: hundred exercises: easy studies: opus 139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711 徹爾尼125首音群練習曲(中文解說)= Czerny: 125 Passagenübungen op.261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735 徹爾尼四十首練習曲(中文解說)= Czerny: Die Schule der Geläufigkeit op.299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797 徹爾尼每日練習曲= Czerny: daily studies for the piano: op.337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803 徹爾尼100練習曲(中.英對照)= Czerny: Opus 599 practical method for beginners on the pianoforte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834 徹爾尼速度預備練習曲= Czerny: preparatory school of velocity for the piano op.636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865 徹爾尼為左手的24首練習曲(中文解說)= Czerny: etüden für die linke hand op.718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0889 徹爾尼五十首練習曲= Czerny: finger technic op.740(699)Carl Czer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435 J.S. BACH 巴蒂達: 巴赫指法與觸鍵= Partita 宋允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442 凱薩練習曲(大譜版)= Kayser 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張家禎編訂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03459 凱薩練習曲(大譜版)= Kayser 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張家禎編訂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6267003466 凱薩練習曲(大譜版)= Kayser 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張家禎編訂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03480 凱薩中提琴練習曲(大譜版). 上中= Kayser elementary and progressive studie op.20 for the viola張家禎編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03497 弦歌之聲: 弦樂團合奏曲集 蔡秉翰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03503 弦歌之聲: 弦樂團合奏曲集 蔡秉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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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9475 全國兒童樂園(基礎版). vol 14,健康好寶寶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9482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15: 我的家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0649499 Go for English: school= 全國兒童美語: 上學去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6269550708 全國兒童樂園(基礎版). vol 16,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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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8100 蛻變百農卓越農金 吳竺郡, 吳欣芳, 莊延捷, 陳怡君, 陳玉麟, 陳柔蓁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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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42

全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全國農業金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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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035020 Mastercam 3D繪圖與加工教學手冊 鍾華玉, 李財旺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35037 感測器應用實務(使用LabVIEW) 陳瓊興, 歐陽逸編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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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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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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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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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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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35662 食物學. II, Principles of food II 朱碧貞編著 [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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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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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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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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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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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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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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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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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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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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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80229 數位視覺與設計足跡 蔡奇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80502 視覺傳達與餐旅跨域整合展示科技人才技術實作之教學實踐成果嚴佳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8064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許智能教師升等送審著作: 專利技術報告著作許智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81158 以資源基礎分析產學合作研究代表成果報告 陳慶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5552 完美司康的烘烤秘密 蘇厚宇Alex Su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9683 The theory of time and space [by] Murphy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9002 人類特性的探討: 試述人性60條= Research of human characteristics林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9019 遠距教學數位學習應用於課程設計與教學之研究=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stance e-learning on the course design and teaching許炳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9026 應用遊戲式教學法於經濟學課程之教學實踐=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game-based teaching on the course of economics許炳堃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8814 CSR in Taiwan: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mpactauthor Chao,Chung-Chieh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439 可遊可居之境: 王仁傑創作集= The art of Wang Ren Jye王仁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4084 驗光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0年 蔡政佑, 林蔚荏, 吳全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091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0年 謝其安, 張家豪, 蔡佳勳, 陳曉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07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0年 李家誠, 馬聖翔, 林可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14 口服特殊劑型藥物: 配方設計及其臨床意義 施如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21 心臟科實用手冊= Cardiology: a practical handbookDavid Laflamme原著; 林盟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38 口腔衛生臨床技術指南= DH notes: dental hygienist's chairside pocket guideRenee Prajer, Gwen Grosso原著; 劉又嘉, 鄭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45 復健醫學評估手冊: 依疾病分類解析=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 評価データブック= Assessment in rehabilitation道免和久編集; 羅苑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52 實證醫學輕鬆學= Painless evidence-based medicineAntonio L. Dans, Leonila F. Dans, Maria Asuncion A. Silvestre原著; 張穎宜, 吳柏樟, 林詩怡, 陳韋成, 蔡昇達, 陳傑龍, 蔡穩穩, 莊蕙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69 基礎磁振造影= MRI the basics Ray H. Hashemi, Christopher J. Lisanti, William G. Bradley,Jr.原著; 莊奇容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684176 新臨床檢查口袋書: 檢驗正常值解說= 臨床検查データブック [コンパクト版]高久史麿監修; 黑川清, 春日雅人, 北村聖編集; 郭勁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83 實用彩色圖解生物化學= Taschenlehrbuch biochemieGerhard Püschel, Hartmut Kühn, Thomas Kietzmann, Wolfgang Höhne, Bruno Christ, Detlef Doenecke, Jan Koolman原著; 顏簡美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190 醫師國考Winner: 眼科學 林辰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206 醫師國考Winner: 生理學 戴偉哲, 柯宇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213 運動治療學: 理論基礎與實作技巧= Therapeutic exercise: foundations and techniquesCarolyn Kisner, Lynn Allen Colby, John Borstad原著; 白凱瑩, 李曜舟, 陳奕安, 彭柏皓, 張保惠, 傅宥霖, 黃崇舜, 歐峻邑譯七版 精裝 1

9789863684220 醫師國考Winner: 藥理學 吳柏毅, 李昆翰, 陳景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237 彩色圖解藥理學快讀入門= Medical pharmacology at a glanceMichael J. Neal原著; 劉怡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244 皮膚科住院醫師手冊= 皮膚科レジデントマニュアル鶴田大輔原著; 劉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251 Fish氏臨床精神病理學: 精神醫學之症狀及病徵= Fish's clinical psychopathology: signs and symptoms in psychiatryPatricia Casey, Brendan Kelly原著; 孔繁鐘, 莊宗運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684268 焦慮症必修課!終極自救指引 Daniel Illy原著; 潘金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4275 圖解復健照護技巧= Patient care skills Mary Alice Duesterhaus Minor, Scott Duesterhaus Minor原著; 黃孟雯, 陳怡靜, 劉映芊, 陳奕穎, 黃瀞儀, 尤姿婷, 羅翔莙, 郭姮妤, 蕭品郁, 蔡鴻儒, 周玉萍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3684282 Saint-Chopra Guide臨床見實習手冊: 新進見習、實習醫師必備的第一本書= The Saint-Chopra guide to inpatient medicineSanjay Saint, Vineet Chopra原著; 李毅評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84299 核子醫學: 原理與技術 王榮福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4305 探索大腦的會談地圖: 提升精神醫學核心能力 林煜軒, 張立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4329 血液透析學 黃志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吉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祥數位印刷社

送存種數共計：66

送存冊數共計：66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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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13307 陳合發畫藝創作集. 2021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3314 陳合發畫藝創作集. 2021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364 日語句型與文法 余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740371 日語句型與文法 余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740388 日本漢文學家傳論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740395 日本漢文學家傳論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66907 日本漢文學家傳論 余金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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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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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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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5836 你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了嗎?. Vol.4, 點亮心世界閃亮亮(Iris)作; Lance, 黃超銘攝影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7707 山神你好嗎?: 旅圖台灣-山的耕耘,水的旅行 陳念歆, 黃旭良, 劉英華共同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817714 農村你好嗎?: (百年伯公是鄰居) 山的耕耘,水的旅行劉英華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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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5295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小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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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85424 愛瑪(經典插圖版)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林劭貞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好亮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合慶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地平線文化

合發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好讀



9789861365763 這些話,就是言語勒索: 10歲起就該懂!29個場景帶你識破&了解反擊的智慧森山至貴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65770 啟動遠距工作,設計你的理想生活 佐依(Zoey)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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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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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66111 鬼才思考術: 4000萬人都崇拜的日本最強無用發明家,腦洞大開的71個練習藤原麻里菜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6135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典藏紀念版): 全球熱銷突破四百萬冊,揭開心念的強大力量江本勝著; 長安靜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6159 左撇子的隱形優勢: 看過上萬人腦部影像的名醫教你將天賦才華發揮到120%的關鍵加藤俊德著;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8947 阿茲海默症全方位終結計畫: 任何年齡都適用,能提升認知能力、逆轉認知退化的完整指南(ReCODE療法終極版)= The end of Alzheimer's program: the first protocol to enhance cognition and reverse decline at any age戴爾.布萊迪森(Dale E. Bredesen)著; 王心宇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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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5169 佛陀: 一個覺醒的人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5176 NLP來自潛意識的語言力量: 掌握主導權的14種說話模式雪兒.羅斯.夏爾凡(Shelle Rose Charvet)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5183 漢字裡的故事: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生活史 許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5213 易經白話講座: 64卦,卦卦讓你找到內在真實的力量王思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5220 漢字裡的故事: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風俗史 許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5299 漢字裡的故事: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博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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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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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3366 成為宇宙心魂: 關於疫苗、關於大流行 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的一些想法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著; 宇宙織錦編輯部編輯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63234 與神對話. 上 陳桂興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258 關聖帝君的利益眾生事業 陳桂興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241 與神對話. 下 張家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3265 大道向前行 張家麟總編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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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5729 開台佑民: 安平媽 吳明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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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5619 微光成炬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626 工程科學研究中心之發展及轉型 湯堯, 成群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5640 習醫之道: 醫學生的反思 潘倩慧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4806 構築未來: 成大數位智造工坊2021年鑑= Build the future鄭方哲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字裡行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織錦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如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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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5

成大數位智造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安平開臺天后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6741 活用電氣石: 負離子與遠紅外線的神奇療效 朱芳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6758 上善超級氣功 侯秋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6765 財寶天王招財祈福法: 召喚金錢創造財富的秘密顯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678 精油化學參考手冊 大衛.希爾編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8614 我的日本: 當代台灣作家日本紀遊散文選 吳佩珍, 白水紀子, 山口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574 我父親。那麼老派,這麼多愛 蔡詩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581 人生沒有最好,不錯就好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598 小聚會: 68道宴客菜,與朋友在家輕鬆喝很多杯(一杯怎麼夠)= Recipes for the small gatherings比才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311 瑜伽練習者求生指南 張以昕Phoebe Ch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328 與巴黎出了軌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366 節氣食堂: 我是農產品促銷員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2373 心經三法印經變圖 拾得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2380 有春的日子 劉冠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608 孤獨管理: 一個人一生最核心的課題 王浩一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31615 我們的歌: 五年級點唱機 宇文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622 大海的印記: 賢度法師傳 賢度法師口述; 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1639 鏤空與浮雕. II 范俊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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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8512 有無堂珍藏集. 一, 首德次符牌與珮 蔡志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793 薩克斯風這樣吹!須川展也演奏祕訣100招= 絶対!うまくなる サクソフォーン100のコツ須川展也著; 連士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5787 廣和之初在 月影迷幻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835794 廣和之初在 月影迷幻 張惠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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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7583 新編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 李洙德編著 第4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早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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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有無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有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5649 劉為開科技藝術展: 傳統與藝術的完美邂逅 劉為開著 平裝 1

9789860695656 劉為開AR擴增實境科技藝術個展: 原來世界這麼美,我們距離這麼近劉為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36267 我的英文我的心. 第2輯 尤菊芳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36274 我的英文我的心. 第3輯 尤菊芳主講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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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6731 自然B計畫. 2022 米蘭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6748 自然A計畫. 2022 米蘭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6755 A++聖經. 2022 米蘭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568 越南文自學攻略 ISAYTEC作 其他 1

9789869339575 越南語商務會話(B1上) ISAYTEC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605 歷史的經驗 南懷瑾講述; 蔡策記錄 臺灣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9612 禪海蠡測 南懷瑾著 臺灣二版 平裝 1

9789866059629 論語別裁 南懷瑾述著; 蔡策記錄 臺灣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59636 列子臆說 南懷瑾講述 臺灣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59643 宗鏡錄略講 南懷瑾講述 臺灣二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809 王仕吉木雕 王仕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5279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25347 社工師6合1題型解密專業加強版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25378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525385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25392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2合1(記帳士)林曉娟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52542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525439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525453 社會工作實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52549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羽翼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米蘭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科廣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老神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6710 實證疼痛臨床照護指引=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pain management方素瓔等作; 陳可欣等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0563 師父的僧袍: 一行禪師的正念修習感悟 一行禪師著; 劉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50570 心是孤獨的獵手: 村上春樹激賞摯愛小說,美國天才女作家麥卡勒斯一舉成名代表作(晦澀心靈的溫柔救贖)卡森.麥卡勒斯著; 陳笑黎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50587 師父的僧袍: 一行禪師的正念修習感悟 一行禪師著; 劉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2900 絢彩. 2022: Emma高溫手繪陶瓷師生作品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3144 城市不服從: 以失序設計打開生活想像 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 帕布羅.森德拉(Pablo Sendra)作; 廖亭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8609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 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 ゲームチェンジング.ドキュメンタリズム: 世界を変えるドキュメンタリー作家たちSOMEONE'S GARDEN編著; 雷鎮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8616 連接之戰 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作; 王真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8623 令人怦然心動的狹小空間= せまいぞドキドキ吉竹伸介著; 雷鎮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8630 COVID-19後的新日常時代該怎麼居住、怎麼工作?= ポスト.コロナ時代 どこに住み、どう働くか長田英知作; 雷鎮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7600 成分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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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7631 加密貨幣之王: 從矽谷到華爾街,虛擬貨幣如何顛覆金融秩序= Kings of crypto: one startup's quest to take cryptocurrency out of Silicon Valley and onto Wall Street傑夫.約翰.羅伯茲(Jeff John Roberts)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7648 解開焦慮密碼= The woman who cracked the anxiety code茱蒂絲.霍爾(Judith Hoare)著; 吳凱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7679 你是哪一型人?: 最受歡迎的人格測驗MBTI大揭密= The personality brokers: the strange history of Myers-Briggs and the birth of personality testing莫薇.安姆瑞(Merve Emre)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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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6050 中國佛教文學史 蕭麗華, 胡素華, 吳靜宜, 梁麗玲, 紀志昌, 許聖和, 黃東陽, 林仁昱, 楊明璋, 涂艷秋, 劉苑如, 曾堯民作; 蕭麗華主編初版 精裝 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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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6111 釋門千里駒: 玄奘大師 度魯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6128 中國佛教文學史. 上冊 蕭麗華, 胡素華, 吳靜宜, 梁麗玲, 紀志昌, 許聖和, 黃東陽, 楊明璋, 林仁昱, 涂艷秋, 劉苑如, 曾堯民作初版 其他 1

9789574576135 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文學創作 妙凡, 吳光正總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4576197 彼岸: 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短篇歷史小說得獎作品集懋透影, 無樹著 其他 1

9789574576203 靠岸: 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陳芸英, 陳葚慈, 陳翠婷, 蔡適任著 其他 1

9789574576210 上岸: 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人間禪詩及人間佛教散文得獎作品集無花, 黃慧等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0677 臨床胸腔外科學 程建博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艾瑪藝術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者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佛光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7808 我這輩子還會發財嗎? 何者工作室圖.文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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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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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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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60330 Rainbow explorers. 1, Student book 2 All about my body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60347 Rainbow explorers. 1, Student book 3 Let’s exercise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60354 Rainbow explorers. 1, Student book 4 Eating and drinkingwriters Cindy Liber, Sinéad Jackson Reprinted 平裝 1

9789860794052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1, quick,Dora!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JoJo Studio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069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2, Max and Rocco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Explorer Studio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076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3, monster camp written by Sinéad Jackson; illustrated by Rebecca HsiehReprinted 精裝 1

9789860794083 Rainbow explorers. 1: storybook. 4, alligator’s lunchwritten by Cindy Liber; illustrated by Red Chen Reprinted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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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06344 I can read: will you love me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illustrator Song-lin Zhang 其他 2

9786267006351 I can read: rolling rock written by Mark Western; illustrator Ying-jian Wu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77705 邂逅深坑: 場域美學中的教學實踐 王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2306 張氏技巧: 女性多次滿足的原理與技巧之工具書全集= Chang skill張昇常Robert Chang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2226 小種子發芽了 謝茵寧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2233 1-5歲藝術感覺統合探索. A, 秋冬 謝茵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860 筆意墨痕: 林慧瑾水墨畫選輯 林慧瑾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3809 河系: 什物誌= Llyung: things & origin 許慈恩(Ani Syu)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3816 河系: 人物誌= Llyung: arts & makers 楊孟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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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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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伯特利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含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吾皇多媒體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呈育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伯樂健康技研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克蘭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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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3716 Hakka歌謠繪本: 狗仔摎貓仔 陳紹品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1550 食育天團. 2: P.F.機器特物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01574 食育天團. 3: 熱情破壞王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2

9789860614817 布朗克交朋友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4848 小蜜瓜噗噗噗 高敏敏作; 妙蒜小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4855 果果森巴 香蕉哥哥原創; 妙蒜小農故事; Mr.FF薯條先生插畫初版 精裝 第1集 1

9789860614862 果果森巴 香蕉哥哥原創; 妙蒜小農故事; Mr.FF薯條先生插畫初版 精裝 第2集 1

9789860614879 果果森巴 香蕉哥哥原創; 妙蒜小農故事; Mr.FF薯條先生插畫初版 精裝 第3集 1

9789860614893 布朗克上廁所 妙蒜小農故事.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57673 會計學(參照農會財務處理辦法)重點整理x精選考題劉憶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57680 國貿業務職類丙級贏家攻略 宏典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697 中油僱員甄試(機械類)專用歷屆題庫4合1. 2021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703 中油僱員甄試(煉製、安環類)專用歷屆題庫5合1. 2021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727 中油僱員甄試(事務類)歷屆題庫4合1. 2021 宏典文化中油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734 專技高考職業衛生技師歷屆試題精析 洪銀忠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741 信託業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劉憶娥編著 18版 平裝 1

978986275775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贏家攻略 湯士弘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757765 財產保險業務人員速成總整理. 2021年9月版 林忠義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772 CFP/AFP課程精華與考題精選 喬安妮, 林冠秀, 陳癸明, 黃振章, 廖慶憲, 呂佳縝, 梁亦鴻編著八版 平裝 1

9789862757789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2757796 無形資產評價概論 梁亦鴻, 王致怡, 吳明政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757802 智慧財產權法規概論 王琇慧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862757819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 速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757826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 速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757833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 速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 第一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75784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757857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地政士 強登金榜寶典. 2022版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864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品保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 增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2757871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 增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2757888 土地登記實務: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強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757895 土地法規: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2022版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901 土地稅法規: 地政士強登金榜寶典. 2022版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918 地政士隨身典. 2022版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925 地政士歷屆題庫. 2022版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932 地政士速成總整理. 2022版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949 7天搞定高業! 高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7956 7天搞定普業! 高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7963 人身保險經紀人證照4合1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2022年版吳佩樺, 張文耀, 黃卓盛, 呂佳縝, 黃賜錄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7970 金融科技力知識速成總整理 柳威廷編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757987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速成 柳威廷編著 第7版 平裝 1

9789862758007 CFP/AFP通関講座. 模組4, 投資規劃 廖慶憲, 洪偉翔, 梁亦鴻, 楊子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58014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8版 平裝 1

9789862758069 不動產經紀人強登金榜寶典: 民法概要. 2022年版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8076 不動產經紀人: 土地法及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2022年版強登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妙思客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宏典文化



9789862758083 不動產經紀人: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2022年版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2758182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8版 平裝 1

9789862758236 強登老師的不動產經紀人. 1, 不動產估價概要. 2022年版強登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660 淨土資糧信願行. 續編 釋大安講述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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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考試高分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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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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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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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會話必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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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球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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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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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8

宏圓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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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h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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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5762 Come to live(workbook B). book 2 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7099 大數據考點直擊: 刑法(申論題) 司平, 學鎮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177 百大釋字考點整理&口訣記憶故事串聯 王爵, 王為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238 大數據考點直擊: 英文(測驗題) 孟妮, 李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276 司律一試大科定江山: 民事訴訟法 宋定翔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13 保險法: 全彩心智圖表4.0 棋許, 林彤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37 證券交易法: 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 林彤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44 公司法: 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 林彤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51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極重點整理+經典題演練易昊, 浩然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68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江赫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75 公司法.保險法.證券交易法 爭點Combo list 棋許, 小喬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82 大數據考點直擊 捷運數理邏輯/邏輯分析 沈鐘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399 大數據考點直擊 捷運法規及常識/大眾捷運概論韓新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05 民事訴訟法combo list 宋定翔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12 行政法combo list 王為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29 抉對選擇: 民法 千尋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36 刑事訴訟法 爭點Combo list 陸奢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443 老師解題: 民法(身分法) 關欣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50 刑法 爭點Combo list 陸奢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467 憲法 爭點Combo list 呂晟, 湯米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74 刑事訴訟法十堂解題課 許睿元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81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爭點Combo list 施宇宸, 苗星, 陸奢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498 民法 爭點Combo list 施宇宸, 苗星, 典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504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必讀聖經 伊藤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78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9789865597511 智慧財產法 爭點Combo list 桑妮, 羅傑編 ㄧ版 平裝 1

9789865597528 警察特考 犯罪學概要 霍華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535 老師開講: 犯罪學 概要 霍華德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542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 郭羿編著 平裝 1

9789865597559 警察法規概要 程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566 老師開講: 英文 威廉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573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林嵩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58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597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 程譯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03 老師開講: 國文 林嵩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10 老師開講: 行政法 郭羿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27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34 老師開講: 憲法 霖徊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41 警察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58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65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597672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5597689 犯罪預防題庫 霍華德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696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公式 張力升, 陳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702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組) 保成名師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719 警專入學考試: 1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726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 李安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733 法研所試題全解. 110 保成法研所編輯小組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740 警察勤務重點速讀秘笈 程譯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757 老師開講: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764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771 榜首的四堂民法解題課 宋定翔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788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五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597795 老師開講: 行政法 子雲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801 警察情境實務 程譯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5597818 矯正法典 霍華德編 13版 平裝 1

9789865597832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何春乾(黃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849 法學緒論飆分秘技 程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856 攻略分科六法 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863 攻略分科六法 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26版 平裝 1

9789865597870 攻略分科六法 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887 攻略分科六法 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894 老師開講: 民法(總則) 袁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900 攻略分科六法 大法官解釋 保成法學苑編 二六版 平裝 1

9789865597917 不怕面試官 求職口試 教戰守則 張力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931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六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97948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 宋定翔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97955 老師開講: 民法概要 池錚, 韓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962 老師解題: 犯罪學概要 霍華德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979 犯罪學概要Q&A 霍華德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97986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 宋定翔編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97993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概要 趙芸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013 警察法規測驗題庫(外軌) 程譯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037 警察法規申論題庫(外軌) 程譯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051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楊律師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068 國考申論高分寫作 王爵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075 老師解題: 民法總則 苗星(施宇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082 老師解題: 行政法 郭羿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112 抉對選擇: 行政法 林葉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129 老師解題: 監獄行刑法概要(測驗題) 霍華德編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78136 警察政策 紀傑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167 抉對選擇: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 解題書) 郭羿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78174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郭羿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46337 初等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8041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11版 林世川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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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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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49345 流行病學主題式申論題庫全解. 111版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420 公文實用心法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149918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111版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925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命題焦點題庫解題. 111版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5149956 高考租稅各論.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002 計算機概論: 混合式歷屆題庫Q&A. 111版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026 民法 顏台大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0095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完全攻略(高普考專用)蕭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101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完全攻略 蕭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125 司法特考: 犯罪學主題式混合題庫Q&A(含再犯預測). 111版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132 警察考試: 犯罪學主題式混合題庫Q&A. 111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149 高普民法(概要)題庫3Point: 選擇&申論完全攻略. 111版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156 民法(概要)題庫3Point: 選擇&申論完全攻略. 111版顏台大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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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30224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李齊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6263230231 交通安全常識 林敏玄編著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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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30286 金融科技知識 何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0316 高普考: 刑事訴訟法. 111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330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林清, 王濬編著 [第二十三版] 平裝 1

9786263230354 三點拆解式政治學申論題庫 韋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30361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 韋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378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 韋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385 郵政三法(大意)X郵件處理規則: 內、外勤適用林敏玄編著 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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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法大意 陳晟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6263230422 郵局考試洗錢防制法大意. 2022 陳晟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0439 環境衛生學 魯葦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0446 比較教育 羅正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0453 各國人事制度 張秉鈞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0460 賞味.作文 金庸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477 國文: 測驗(高普考) 卓村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507 國文: 測驗(鐵路特考.各類相關考試) 卓村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514 國文: 測驗(國民營考試) 卓村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6263230521 台電、中油、國民營考試. 111版: 企業管理 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538 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國中專業國文. 111版 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545 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 最新常用字形字音彙編. 111版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552 教師甄試台灣文學史新編. 2022 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576 高普考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Q&A. 111版 鄭漢, 鄭翰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590 電工(機)機械. 111版 楊柏,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606 各國人事制度 李豪編著 [1版] 平裝 1

9786263230613 知識圖解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顏台大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0620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台電中油用 王毅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0637 行政學百分百(命題焦點暨題庫解析) 陳真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0644 郵政三法(大意)x郵件處理規則題庫Q&A. 111版: 內、外勤適用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651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讀本+題庫二合一. 111版 陳晟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668 知識圖解綜覽監獄學混合題庫. 111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1

送存冊數共計：81

志光數位出版



9786263230682 知識圖解諮商輔導(含矯正輔導)申論題解題書重點行動筆記. 111版蕭逸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699 知識圖解諮商輔導(含矯正輔導)申論題解題書重點行動筆記. 111版蕭逸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705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國民營版) 吳俊, 吳江林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6263230712 銀行法 陳晟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0729 知識圖解奪標刑法概要測驗題庫解題書. 111版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736 行政法主題式測驗題組解題書 尹力編著 [1版] 平裝 1

9786263230743 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111版江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0750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申論&測驗題庫雙效解析劉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767 知識圖解公共政策解要 張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30774 高考.三等特考公共政策精論: 個案分析與應用. 2022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781 郵政考試企業管理. 111版 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798 初等考國文完全攻略(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2023林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0804 主題式統計學精典歷屆申論題型解題. 111版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811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歷屆主題式題庫(條列式重點+考題精解)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828 國民營考試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2022 古正信, 鄭至焜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835 高普特考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2022 古正信, 鄭至焜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842 互動式.憲法 呂晟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0859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雙Q歷屆試題解析吳俊, 吳江林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0866 教師資格考.教師甄試適用教育法規. 2022 羅正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0873 初等考教育法規大意. 2023 羅正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0880 初等考公民速解. 2023 林茵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897 國民營考試公民(含法律常識). 2022 林茵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6263230903 破Point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解題書應試完全攻略顏台大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0910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郵局考試用 王毅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0927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鐵路特考用 王毅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0934 初等考破解公民. 2023 陳萱, 欣怡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941 鐵路特考破解公民. 2022 陳萱, 欣怡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958 行政學: 18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 112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965 公共管理讀本. 111版 文羿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972 警專社會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111版朱武, 顏弘, 吳迪, 劉傑, 賴泓, 林世川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0989 行政學最加分選擇測驗全攻略 陳翎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023 消費者行為(含概要) 王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31030 國民營考試大滿貫管理學X經濟學 王毅, 徐喬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1047 公共政策秒速記憶 程明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1054 航空氣象學 尉柏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31061 初等行政學(概要)大意. 2023 程明編著 [二十三版] 平裝 1

9786263231078 初等考3point交通行政(大意). 2023 林敏玄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6263231085 國考英文: 從zero到hero: 破解單字、片語與必考題黃百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1092 公共衛生食品衛生學. 2022 魯葦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1108 國民營考試行銷學(含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 2022王毅編著 [6版] 平裝 1

9786263231122 國民營考試企業管理題庫破!point. 2022 王毅編著 [6版] 平裝 1

9786263231139 初等法學大意. 112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146 初等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112版 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153 初等公民愛練書. 112版 艾欣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306 洞悉司法破解公民. 2022 陳萱, 欣怡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313 初等考行政學大意關鍵讀解. 2023 文羿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320 洗錢防制法(銀行考試) 陳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231337 社會學最強破題書. 111版 韋樂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344 犯罪學. 111版 張婕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351 初等考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2023江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1368 鐵路特考公民速解. 2022 林茵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6263231429 初等國考英文: 從zero到hero: 破解單字、片語與必考題. 112版黃百隆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443 強制執行法(概要) 林明勳(林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231450 航空安全管理. 111版 王弘飛, 崔易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467 高普考行政法主題式測驗&申論雙效題庫解題書. 111版顏平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498 行政學: 18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攻略. 111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542 郵政三法(大意)三合一 顏台大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6263231566 高考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試題解題. 111版黃雋編著 平裝 1



9786263231641 知識圖解: 法院組織法 陳敬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31665 警察考試: 犯罪學讀本.題庫二合一. 111版 張婕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519 周氏腹部診治學與董針 周成清, 李國政原創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5798 一定要知道的驚奇天文學: 宇宙的末日在何時?縣秀彥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1704 彩虹是什麼? 哈麗特.布萊克弗德文; 麥克.漢森圖; 郭雅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61711 為什麼東西會掉下來? 哈麗特.布萊克弗德文; 麥克.漢森圖; 郭雅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61728 有趣到睡不著的輕科普(悸動版)(怪奇科學、傳染病、驚奇天文學)馮季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61735 為什麼會便便? 哈麗特.布萊克弗德文; 麥克.漢森圖; 郭雅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61742 太陽去哪裡? 哈麗特.布萊克弗德文; 麥克.漢森圖; 郭雅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61759 科學寶寶系列1-4冊 哈麗特.布萊克弗德作; 麥克.漢森繪; 郭雅欣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8203 跟著俊賢去旅行 龔卓軍, 許遠達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4402 考來考去都考這3,000單字 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作 其他 1

9789865684440 怪物講師日檢單字7,000 張重維, Jennifer Thaler作 其他 1

9789865684457 新日檢單字大補帖: JLPT N4-N5單字全收錄 濱川真由美作 其他 1

9789865684464 新韓檢TOPIK必備單字3,000 邱敏瑤作 其他 1

9789865684471 韓國語言學校都在教的韓語單字 高俊江, 賈蕙如作 其他 1

9789865684488 雙倍雅思: 7+關鍵單字大全集 蔣志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495 全面戰勝托福TOEFL iBT 2000 蔣志榆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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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7118 聽你在鬼扯= Taiwan ghost story legend 鄭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2644 羅馬人書註釋=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Romans加爾文(John Calvin)作; 趙中輝, 宋華忠合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32668 士師記: 各人任意而行=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udges喬治.施瓦布(George M. Schwab)著;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675 復活與救贖: 研究保羅的救贖論= A study in Paul's soteriology葛富恩(Richard B. Gaffin)著; 彭彥華編譯; 李樹斌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2682 系統神學= Systematic theology 任以撒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0632699 路得記: 從飢荒到豐盛= From famine to fullnes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uth鄔瑞克(Dean R. Ulrich)著; 黃馨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9100 不花錢讀名校MBA: 200萬留著創業,MBA自己學就好了!(十周年紀念版)喬許.考夫曼(Josh Kaufman)著; 鄭煥昇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我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找到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我己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視整合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14

送存冊數共計：114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李茲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4211 新體育項目: 國際推廣理論與實務 方慎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9549 蔬菜六勇士 鶴田陽子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9563 最後的戰象: 大兵林旺. 首部曲, 再見吧叢林 李如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9570 最後的戰象: 大兵林旺. 二部曲, 離家五千里 李如青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9587 最後的戰象: 大兵林旺. 三部曲, 夢回森林 李如青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3106 看煙火的日子 田代千里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3113 打開冰箱拿出來! 竹与井香子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66204 蔬菜頌歌 窗道雄文; 齊藤恭久圖; 米雅譯 二版 精裝 1

9786269566235 魚市場 安江理惠文; 田中清代圖; 高明美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2515 在別人的地圖上,找不到自己的路: 不要花時間處理生命的浪,卻不知道風從哪裡來澈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42560 留白時間 麥克斯.法蘭佐(Msx Frenzel), 約翰.菲茨(John Fitch), 著; 黃于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2591 遺書教我的事 趙士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0669 千年銀河路: 橫跨法國、西班牙1500公里朝聖之旅劉麗玲文字.攝影; 車菲力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2106 湄公河上的兩人旅行練習 吳文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0318 貔貅飯館: 只進不出= Pixiufanguan 海鶄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50325 貔貅飯館: 只進不出= Pixiufanguan 海鶄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50349 飛鷗不下 回南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50356 飛鷗不下 回南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50455 路過人間 春日負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0462 合法違章= Legal violation 羅再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50479 合法違章= Legal violation 羅再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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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76708 沃帝華(Worldera)科學藝術元素週期典藏圖冊 沃帝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1705 不眠狂想.劇場紀錄 狂想劇場編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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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沐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翔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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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想劇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日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沒譜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沃帝華科學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1486 人類村子的小鬼怪葉羅 姚念廣圖.文 一版 其他 1

9789869961493 金毛獅王上學去 余益興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9516605 偷空遊戲 蘇善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9516612 復華一街的奇蹟: 閱讀的無限可能 楊秀嬌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6650 誰來當大王 何元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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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5002 感懷久久芬芳 賴東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35019 五行裡的世界史: 白靈新詩演義 顧嘉鏗編; 余境熹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9535026 海洋.歷史與生命凝視 陳鴻逸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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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69717 樂齡志工.創造耆蹟: 高齡者志願服務的推展 葉至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24 Women and relationships in contemporary Irish women's short stories張婉麗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31 日本時代臺灣運動員的奧運夢: 林月雲的三挑戰與解開裹腳布的女子運動競技金湘斌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48 世界在燃燒 蘇洛恪.哈茂德(Shurouk Hammoud)著; 李魁賢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55 奶與茶的一次偶然 蘇榮超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62 衣冠南渡: 溫任平詩集 溫任平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79 故意遺失 卡蓮.賀德(Karen Head)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86 英雄曲 里卡多.盧比奧(Ricardo Rubio)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793 重訪錢穆. 下冊 李帆, 黃兆強, 區志堅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09 海芋都是妳: 陳明克漢西雙語詩集 陳明克著; 赫迪雅.嘉德霍姆(Khédija Gadhoum), 巫宛真, 維雷斯.武岳(Uriel Alberto Vélez Batista), Mariela Cordearo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16 海的聲音: 林鷺漢英西三語詩集 林鷺著; 黃暖婷(Faustina Nuanting Huang), 戴茉莉(Emily Anna Deasy)英譯; 秦佾(Chin Yi)西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23 海跳起,子彈婉轉 張耳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30 避疫書信選: 從抱月樓到潛學齋 李保陽, 孫康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47 繆斯之眼 馮冬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54 道是無情卻有情: 當代文學作品論評 李仕芬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61 街頭詩: 葉飛.杜揚詩選 葉飛.杜揚(Efe Duyan)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78 新文學運動史(中譯本) 文寶峰原著; 李佩紋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85 臺灣法政角力四十年: 尤清談美麗島大審 尤清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892 詩想少年 林鷺, 陳秀珍, 楊淇竹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915 存史與失節: 危素歷史評價探析 莊郁麟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3269939 當寂寞在黑夜靠岸 紀小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9946 哲學、愛情和微不足道的真實 王鴻鵬著 一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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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69977 現在進行式: 臺灣藝術史的光影實錄 林育淳, 邱函妮, 盛鎧, 蔡家丘, 賴明珠, 謝佳娟, 姜麗華, 曾少千, 李思賢, 白適銘, 黃智陽, 陳曼華, 廖新田作; 鄭政誠主編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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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88005 話說文學編輯 楊宗翰編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029 此後微微: 一人一貓的多情記敘 馮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036 時間的灰燼: 現代文學短論集 徐錦成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043 航空氣象學. 2021版 蕭華原著; 蒲金標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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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88111 無愧人生: 矢志抗日、熱衷教育的馬元放 馬寧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173 兒童文學的新生與新聲 謝鴻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180 如果你不曾來過 龔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03 凝眸: 蘭陽詩行 方群著 一版 平裝 1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秀威資訊科技



9786267088210 茫霧中ê火車 陳明克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27 一個人 莫渝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34 羅素與杜威: 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丁子江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41 想像與形塑: 上海、香港和台灣報刊中的張愛玲梁慕靈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58 歡然奔路 大邱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96 詩人主宰的途徑= A poet's predominant path 露絲.魏爾德.蘇勒(Ruth Wildes Shuler)作; 李魁賢漢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65 孑然一身= Alone with everybody 商多士.雅列思(Santosh Alex)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72 世紀悲歌= The elegies of a century 多喜百合子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289 戴面具的世界= Masked world 亞德里安.商久贊(Adrian Sangeorzan)著; 李魁賢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7088319 The condition of language 林孜郁(Tzu Yu Allison Lin)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326 時間的灰燼: 現代文學短論集 徐錦成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333 救嬰與濟貧: 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嬰堂 江昱緯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340 當寂寞在黑夜靠岸 紀小樣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357 瘟神占領的城市 白靈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364 斷章的另一種可能: 截句雅和詩選 寧靜海, 漫漁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01 一個人 莫渝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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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88425 此後微微: 一人一貓的多情記敘 馮平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32 兩漢隋唐婦女閨怨詩 陳瑞芬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49 油油飯: 蔡楚詩文集 蔡楚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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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88463 茫霧中ê火車 陳明克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70 現在進行式: 臺灣藝術史的光影實錄 林育淳, 邱函妮, 盛鎧, 蔡家丘, 賴明珠, 謝佳娟, 姜麗華, 曾少千, 李思賢, 白適銘, 黃智陽, 陳曼華, 廖新田作; 鄭政誠主編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87 臺灣新詩色彩美學六家論 王文仁, 李桂媚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494 疫世界: 2020-2021臉書截句選 白靈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88500 爐端: 李瓜三行詩集 李瓜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3171 你的心，就讓植物來療癒: 劍橋出身的心理師帶你以自然與園藝，穩定內在、修復創傷蘇.史都華-史密斯(Sue Stuart-Smith)著; 朱崇旻譯 其他 1

9789861373201 信任溝通: 全球頂尖心理學家解讀人心的四種方法愛蜜莉.艾利森(Emily Alison), 勞倫斯.艾利森(Laurence Alison)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1373485 每個器官都在訴說愛: 最撩心的解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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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實現10大基本功阮橞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522 拯救手機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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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73577 世界史是化學寫成的: 從玻璃到手機,從肥料到炸藥,保證有趣的化學入門左卷健男著;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584 沒有不好的你: 革命性心理療法IFS 里查.史華茲(Richard C. Schwartz)著; 魯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3614 承認內在脆弱,使你溫柔又強大 片田智也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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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8845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第六冊 方進隆, 卓俊辰, 李佳融, 莊秀婉, 陳林鴻, 王國連, 田保羅, 何長仁, 施惠方, 林昕翰, 夏士傑, 徐郁婷, 李嘉苓, 邱共鉦, 黃景達, 鄭人誠編著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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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位日本人氣建築師的96個不藏私全方位設計心得主婦之友社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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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良品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4

究竟



9789860738827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34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鄭愛妮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41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58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65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72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89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896 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02 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19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26 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33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40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57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64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5下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71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88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38995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下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00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17 康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24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31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48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下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55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62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6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79 南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86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093 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09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16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鄧安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23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3. 下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30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1下 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47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余惠琪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54 翰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田潔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61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評量. 3下 鄭愛妮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78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3下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85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下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7083192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6下 吳珍珠編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1593 韓鶴子自傳: 拭去人類的淚水 和平之母 韓鶴子作;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1609 韩鹤子自传: 拭去人类的泪水 和平之母 韩鹤子作;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翻译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19619 Speak plus+ author Reene Hsiao; illustrator Michelle Chan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19626 Speak plus+ author Reene Hsiao; illustrator Michelle Chan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19633 Speak plus+ author Reene Hsiao; illustrator Michelle Chan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819640 Speak plus+ author Reene Hsiao; illustrator Michelle Chan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819657 Speak plus+ author Reene Hsiao; illustrator Michelle Chan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819664 Speak plus+ author Reene Hsiao; illustrator Michelle Chan 平裝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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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6

赤道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言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貝師特文化



9789869221924 推進電影研究. 1: 異雜與求精 王兵, 李明宇, 林克明, 陳斌全, 趙庭慧, 趙錫彥, 劉永晧, 蔡明燁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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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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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9549 攀岩的勇者: 別讓恐懼阻擋你的夢想= Fall of the phantom lord安德魯.陶杭特著; 沈貝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56 闖入癌症世界的陌生人= Stranger in the village of the sick保羅.史托勒著; 枝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63 偉大作曲家群像: 韋瓦第=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Vivaldi約翰.布斯著; 陳慧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70 諜變: 美國史上最大宗間諜案秘辛= embargo 彼得.馬亞斯著; 杜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87 葉爾欽革命手記= The view from Kremlin 葉爾欽著; 汪仲, 張定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9594 偉大作曲家群像: 巴哈=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Bach提姆.道雷著; 徐仲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4196 珍珠奶茶教戰手冊 楊海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900 燉飯X濃湯專賣店 楊文定, 符聖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0427 頂尖咖啡師給新手的入門讀本: 成為咖啡行家+晉級咖啡達人小池美枝子作; 謝佩芙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520472 透過模仿學習成功傳達的出色設計 深田美千代著; 洪禎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496 連結住宅&庭園的空間照明技法 花井架津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502 如寫真般栩栩如生的色鉛筆仿真畫技 三上詩绘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519 服裝服飾部位全圖鑑 溝口康彥作; 洪禎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0526 手調茶飲配方發想設計全書 片倉康博, 田中美奈子作; 林俞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533 河田勝彥の永恆典藏甜點 河田勝彥作; 李亞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20540 過敏孩子也能安心吃の自然酵種麵包 マスジマトモコ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557 小嶋留美の入口即化餅乾的絕佳技法 小嶋留美作; 李亞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564 夜間動物行為觀測站 今泉忠明監修; 林俞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0571 燜燒罐湯療便當 植木桃子著; 邱婉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5125 白爛貓6週年紀念書 麻糬爸(林昱辰)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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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2957 南师附中教育改革文献1964-1966 王虹整理 平裝 卷1 1

9786269532964 南师附中教育改革文献1964-1966 王虹整理 平裝 卷2 1

9786269532971 南师附中教育改革文献1964-1966 王虹整理 平裝 卷3 1

9786269532988 西朝鮮: 為奴之地 余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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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亞太連線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那條魚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5132 One Art Taipei藝術台北. 2022 鄭庭薇, 柯乃禎Jessica KO, 林明儀Dora LIN, 王思雅責任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0104 168斷食減重完全手冊: 輕鬆執行、終身受用、一次就上手周秉榮, 王凱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6651 FFTC's 50th anniversary and symposium: making agri-food systems sustainable 1st ed.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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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為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8769 越南心適代: 越南歷史文化解密= OA̍T-LÂM SIM-SEK-TĀI= The X-files on Vietnamese history and culture南國文(Nam Quốc Văn)作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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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8790 台文通訊30冬紀念特刊= Tâi-bûn Thong-sìn 30 Tang Kì-liām Te̍k-khanTēⁿ Liông-kng (鄭良光), Tân-lûi (陳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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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9258 老李北疆和番記: 旅遊創作詩文集 李源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3044 學前記憶力訓練500題. 基礎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051 學前記憶力訓練500題. 進階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068 學前記憶力訓練500題. 挑戰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3075 學前記憶力訓練500題. 高手篇 王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600 小小布羅克: 喜歡自己不自卑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2617 害羞的變色龍: 勇敢自信不害羞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2624 生生氣吧,阿庫巴!: 該生氣與不生氣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2631 尼恩長出"說謊角": 誠實面對不說謊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2648 愛哭的雲朵: 想法轉轉不委屈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2655 會說話的小鳥: 滿足擁有不嫉妒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2662 貪吃的小怪獸: 一起分享不貪心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2679 哎呀,好可怕!: 認清恐懼不害怕 謝茹作; 閆爽繪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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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10886 齊物逍遙. 2020-2021(中英對照)= Enlightened sojourn. 2020-2021黃效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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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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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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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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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斷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京兆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采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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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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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9114 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教師用). 2 林佳芳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121 教學式講義國中英語. 2 林佳芳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138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 2 林佳芳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145 超級翰將國中英語講義(教師用). 2 林佳芳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152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 2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169 新無敵試題寶典. 英語(教師用). 2 林佳芳, 田超英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176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教師用). 2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574489183 教學式聽力特快車. 2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190 新無敵自修. 英語. 2 田超英, 林佳芳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4489206 Town musicians of Bremen: wee talk! wee play! teacher's manual教師手冊. purple A吳彥姍, 林佳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9213 Town musicians of Bremen: wee talk!wee play! teacher's manual. purple A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平裝 1

9789574480784 與外師溝通面面觀 Sophia Yang, Ruth Smith, Jeff Hocket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2436 Joy for little actors. 1, snow white教學指引 歐陽心怡, 王冠君, 張詠翔作 平裝 1

9789574482443 Joy for little actors. 3, three little pigs and seven little sheep教學指引歐陽心怡, 游懿萱, Sophia Yang作 平裝 1

9789574482450 Joy for little actors. 5, Jack and the Beanstalk教學指引陳玉婷等作 平裝 1

9789574482535 Joy for little actors. 4, the turtle and the rabbit教學指引歐陽心怡等作 平裝 1

9789574482542 Joy for little actors. 6, pinocchio教學指引 蔡文宜, Sophia Yang, 陳宜萱作 平裝 1

9789574482641 Joy for little actors. 2, Cinderella教學指引 Sophia Yang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57882 當文創遇上法律: 從匠人到企業 劉承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1018 你好!我的畫! 秦好史郎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1087 當文創遇上法律: 公司治理的挑戰 劉承愚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1094 各就各位: 飯糰大對決! 森熊堂文; 廣川沙映子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1100 生態藝術: 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 Un art écologique: création plasticienne et anthropocène保羅.阿登納(Paul Ardenne)作; 詹育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1117 我是小石頭 坂本千明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1124 博物館/美術館的未來性: 行政法人制度研究 林曼麗, 張瑜倩, 陳彥伶, 邱君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1131 雪橇屋 夏綠蒂.勒梅爾(Charlotte Lemaire)文.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8607 也許是日記= Perhaps, diary/art notes SOSHYSOPANIC編輯.製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2879 矽谷工程師爸爸的跨學科思維導圖 憨爸(趙昊翔), 小楊老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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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13104 科學健身解剖: 501式肌肉力量訓練 娜塔莎.戴蒙德.沃克(Natasha Diamond-Walker)作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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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個玩不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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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別打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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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呼朋引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和氣大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6736 大愛手= Healing hands of universal love 周瑞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5692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4208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二版 其他 1

9789860694215 無極聖帝大洞真經(又名孚佑帝君大洞真經)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0302 秀惠老師の幸福拼布包: Susan's handmade patchworks周秀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5002 百鬼夜行卷. 4, 火焚鬼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33909 詭軼紀事. 肆, 喪鐘平安夜 Div(另一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33916 詭軼紀事. 肆, 喪鐘平安夜 Div(另一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947 颶光典籍. 四部曲, 戰爭節奏= The stormlight archive: rhythm of war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歸也光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33954 颶光典籍. 四部曲, 戰爭節奏= The stormlight archive: rhythm of war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歸也光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33992 鬼滅之刃大正時代手冊: 以真實史料全方位解讀<>筆下的歷史與文化大正摩登同人會著; 王書銘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94006 低智商犯罪 紫金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4037 武林舊事. 卷三, 太白試劍 賴魅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4044 武林舊事. 卷四, 決戰皇城 賴魅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4112 死亡謎案 坎德拉.艾略特(Kendra Elliot)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4136 百鬼夜行卷. 6：黃色小飛俠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4143 百鬼夜行卷. 6, 黃色小飛俠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4167 都市傳說事典: 臺灣百怪談 何敬堯著; 小G瑋繪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94204 古生物終極生存圖鑑= 古生物のしたたかな生き方土屋健著; 賴慧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873 優質飲食全書= Mangez bon,mangez bien 米榭.西姆斯(Michel Cymes), 達米安.杜克斯涅(Damien Duquesne), 歐黑莉.蓋里(Aurélie Guerri)著; 楊雯珺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6930 大谷翔平: 天才二刀流挑戰不可能的傳奇全紀錄張尤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71703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高三核心1000單字= SAT 1000 core words for third-graders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1710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必備進階500片語=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500 intermediate idioms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1727 高一文法俱樂部: 關係詞. 二= Grammar club: relative pronouns .2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1734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與作文範文訓練手冊. 二=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 2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1741 高一初級翻譯句型、文法與作文範文訓練手冊. 二: SLI專用=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and grammar translation and model essays training. 2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1758 高二文法俱樂部動名詞= Grammar club: gerund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1765 高二翻譯與寫作句型訓練手冊. 二= Sentence patterns for translation and composition. 2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1772 高二高級作文範文訓練手冊= Advanced model essays training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7108 資訊科技應用在偏鄉服務學習活動: 數位創意圖繪設計: 快樂學習與實務操作柯玲琴, 何瑞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周秀惠拼布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陣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奇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奇果創新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7576 高雄市圓夢美術推廣畫會創作集. 2022 曾期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4757 二十一天沁輪脈輪曼陀羅 李芯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4764 癔病童話 K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4788 附靈師 奈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4795 黃昏時不要打開課本: 黑貓上等 羽曜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6009 黃昏時不要打開課本 Ka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527 長大以後 葛瑞絲Grace Lee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5495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五冊(121-133課)= Journey through the workbook of a course in miracles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1120 想得美!: 不符合期待,也很好= As you wish 林韋佳Eve L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137 歷史的臍帶: 東南亞建築與生活 賴啟健著; 黃智煒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144 威權政治之困境: 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dapt to a changing Singapore施仁喬(Cherian George), 劉浩典(Donald Low)作; 鄺健銘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6603 王宗岳太極拳釋 葉金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36627 王宗岳太極拳釋 葉金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36610 王宗岳太極拳釋 葉金山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264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專輯. 2022第27屆= Yilan County february art society 平裝 5

9789869594271 心演形譯: 游淑貞繪畫創作集 廖啟恆總編輯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371 閱讀,人生最雋永的樂趣 邱阿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750 新理.工学部のための日本語 李慧莉, 林芷苓, 巫美美, 鄭智惠, 李曼芝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952767 來學日本語. 中上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952774 全攻略新日本語能力試験: N1文字語彙問題集日本語駆け込み寺著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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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奇點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尚儀數位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宜縣二月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5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季風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宗岳門分合太極拳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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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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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05682 停止抱怨的人生 游祥禾原作; 李軍翰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699 吉爾菲先生的情史 喬治.艾略特原作; 石瑾謙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705 (新譯)岡本加乃子的藝術家庭 岡本加乃子原作; 玉雨愚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712 (新譯)林芙美子的愛情剖面 林芙美子原作; 萬姿妤朗讀 其他 1

9786267005729 康特波雷故事 傑弗里.喬叟原作; 陳子竹朗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46050 墨菲定律 張文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081 存股輕鬆學. 2. 實證篇: 小韭菜夫妻的股市逆襲人生!孫悟天, 孫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227 存股輕鬆學. 2. 實證篇: 小韭菜夫妻的股市逆襲人生!孫悟天, 孫太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6234 Amyの私人廚房: 你今天喝湯了嗎?= Amy's kitchen張美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241 經典歲時節慶米食: 跟著職人學做古早味粄粿,找回懷念的好滋味徐茂揮, 古麗麗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46258 這世界很好,但你也不差 萬特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258 這世界很好,但你也不差 萬特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265 永遠做可愛的自己!萬特特暢銷15萬冊收藏套書萬特特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7046326 Amyの私人廚房: 你今天喝湯了嗎? Amy(張美君)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6364 聰明的ETF投資法 雨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463 食物漬 石原洋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46487 給存股新手的財富翻滾筆記: 最適合小資族的「金融股543規律」,用薪水4萬輕鬆打造年收股息20萬!小車X存股實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1900 TEAMWORK: 轉識成智、卓越領袖90天行動計畫莊盛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7832 冒險、陪伴、信念: 剛好就好的心理師爸爸: 照顧孩子也照顧自己的親職分享林仁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870 兒科好醫師!最新營養功能醫學. 2: 預防、治療、照護: 增強免疫力、過敏性鼻炎、過敏性蕁麻疹、性早熟、氣喘、胃食道逆流疾病、口臭、偏頭痛、大腸激躁症、多發性硬化症、妥瑞氏症胡文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幸福好野人企業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8901 戲子。婊子。政客。 徐桂峯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532 活化器脊骨神經肌肉矯治整療學= The activator methods chiropractic technique邱九桁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0202 惟有耶穌能: 徐世賢合唱詩歌創作集 徐世賢作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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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碩, 張秀帆翻譯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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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關鍵字彙書= TOEIC® essential vocabulary builder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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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5100 貳柒。禮: 宋偉恩首本私寫真= The present of Wayne's 27th宋偉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872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天氣預報 姬晟軒編著; 中島尚美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0889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勇者大冒險 吳濤編著; 卡蒂亞.維迪納斯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0896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勇敢說出我不要 沈蕾娜編著; 貓粒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3501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不一樣的二十四節氣 肖克之編著; 涂倩雯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3518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哇!太空= Wow space 馬勁編著; showli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3525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萬物不可思議的由來 項華編著; 樊煜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3532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過節啦 肖克之編著; 蘭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3549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豐收的糧食 劉全儒編著; 黃架鑫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3556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城市的運轉 沙德培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83563 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 和興趣一起長大 沈蕾娜編著; 啊囡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18747 寶寶的第一套英文繪本 智慧軒文化編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18761 動物邏輯推理棋 李瑞麟總編輯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1497 超統計學 小林克彥監修; 智.Side Ranch繪; 方瑜譯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4801886 營養全書 李幸真, 江淑靜, 林依晴, 江省蓉, 李銘杰, 吳昀瑾, 周琦淳, 陳柏方, 易博士編輯部著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4801916 卡通風格人物創作= Cartooning the head & figure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林柏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2005 超音樂理論: 調性.和弦 侘美秀俊著; 徐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2012 電玩遊戲腳本設計法= The ultimate guide to video game writing and design弗林.迪勒(Flint Dille), 約翰.祖爾.普拉騰(John Zuur Platten)著; 陳依萍, 摩訶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2050 圖解2603種機械裝置= The engineer's sketchbook of mechanical movements, devices, appliances, contrivances, and details湯瑪斯.沃特.巴柏(Thomas Walter Barber)著; 牛羿筑, 連聰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2128 照明 安齋哲著; 林詠純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802135 裝潢材料 通用技術調查室著; 洪淳瀅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9099 人鱼潜水宝典: 从Level 1到Level 4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延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弦恩音樂

府會春秋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易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拇指王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忠欣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怡佳娛樂經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4312 當天使遺落聲音 羅菀榆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34336 煉老集: 讀茶地景書寫 羅菀榆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65960 楊逸吟草 楊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5774 封印 太陽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2470 宛然 殿淨法師(張詠捷)攝影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356 通識教育學報. 第九期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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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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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5668 歷史感應統紀語譯 呂富枝語譯 平裝 2

9789869585675 乾卦、坤卦文言傳 讀易散記下經. 三 徐醒民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2828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932835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93287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 第六冊吳昱樺, 杜蒂柔, 林秀真, 陳敏文, 陳曉菁, 楊凱全, 賴懿貞, 謝政倫, Ian Fletcher, Theodore J. Pigott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88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四冊許淑雲, Ian Fletcher, Theodore J. Pigott, Joseph Eric Schier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90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A版). 第六冊 車畇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2910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932927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932781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作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932965 海德格 項退結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1932972 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 趙如琳譯 六版 平裝 1

9789571932989 歷史A 林桶法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932996 歷史B 陳鴻圖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933009 歷史C 林美香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933023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編著 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禧樂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人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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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27443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829874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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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27028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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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勵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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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09767 深夜的吧台公主 早川パオ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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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12118 挑錯魔法少女啦 双龍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4761 如果這叫愛情感覺會很噁心 もぐす作; Niva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5317 半熟戀人 ミユキ蜜蜂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16635 Radiation House X光室的奇蹟 横幕智裕, 森泰士作; 陳姿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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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17205 金魚妻 黒澤R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17922 Fate/Grand Order-mortalis:stella: 剎那星辰 TYPE-MOON原作; 白峰漫畫; 賴韋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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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18899 夏日時光 田中靖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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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23039 獵魔師養成班 ねこねこ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24852 前輩有夠煩 しろまんた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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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靜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26795 Honey Days甜蜜同居生活 八神千歳作; Niva譯 平裝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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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2629895 你是008 松江名俊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0068 精靈小姐瘦不了 シネクドキ作; Niva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4615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2634639 賈希大人不氣餒! 昆布わかめ作; 李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34677 LIFE SO HAPPY: 快樂生活 KAEDE KOUCHI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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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35353 乙女帝國 岸虎次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35407 東京卍復仇者 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35414 東京卍復仇者 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37111 Game of Familia: 家族戰記 山口ミコト原作; D.P作畫; 游非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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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39924 妖精森林的小不點 樫木祐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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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0975 青之島與貓 小林俊彦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1446 活擊 刀劍亂舞 津田穂波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41576 學園奶爸 時計野はり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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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2535 白聖女與黑牧師 和武葉佐乃作; 廖湘芝譯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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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3655 不倫食堂 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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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4102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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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4850 恐怖教授的怪奇課程 石田点漫畫; カルロ.ゼン原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4935 平行天堂 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44966 書蟲公主 喜久田ゆい漫畫; 由唯原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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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6052 秘密在擁吻中洩漏了(新裝版) 篁アンナ作; 刻托譯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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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8087 與雪女同行吃蟹 Gino0808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48193 碧藍航線 微速前進! ホリ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48216 不談感情的關係。 FLOWERCHILD作; 梁勝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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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49572 25時,赤坂見. II 夏野寛子作; 劉維容譯 平裝 1

9789572650028 世上最綺麗的戀情。 舞城王太郎原作; 百々瀬新漫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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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0363 槍之勇者重生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0639 蝶與花的關係 akabeko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75250 蝶與花的關係 akabeko作; 澤野凌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50660 女兒的朋友 萩原麻美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1018 通靈童子 紅 武井宏之原作; ジェット草村漫畫; 陳楷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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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1063 灌籃少年. ACT4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1124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張紹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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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夢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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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2305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52312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52329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52336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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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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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572653388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3470 社畜想被幼女幽靈療癒。 有田イマリ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3500 月薪嬌妻公式導讀手冊 海野綱彌, Kiss編輯部監修; 蔡夢芳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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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4415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54422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54439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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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4736 緋紅魔導書 A-10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4828 通靈童子THE SUPER STAR 武井宏之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4880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外傳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5511 同步快感 本名和幸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55528 同步快感 本名和幸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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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572655962 男裝女孩與嬌嬌女 もちオーレ原作; majoccoid漫畫;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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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6372 沃特尼亞戰記 保利亮太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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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6808 江戶前精靈 樋口彰彦作; 冰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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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凜峰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57256 春風的異邦人 紀伊カンナ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7270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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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7430 ALMA魂 三都慎司作; 冰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57638 等待夏天 ぴい作; 李其馨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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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7690 無法拒絕孤單女孩 樫風作;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57713 砂漠下的旋律 今市子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57836 為了扭轉沒落命運,邁向鍛冶工匠之路 CK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57973 大野狼送貨到家! 古賀てっ子作; 趙秋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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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8345 ACCA13區監察課 小野夏芽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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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8710 善良大叔轉生走上SSS級人生 三木なずな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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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堤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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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9113 衝動淫魔戀愛中 森世作; 王薇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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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59304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59328 愛的牢籠 左藤さなゆき作; Shion譯 平裝 1

9789572659359 魔王陛下,請和我結婚 池内 たぬま作; 王杉珊譯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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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0119 蜜情 鳥海よう子, 岩本薫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60188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60249 請看看我的情色履歷 春輝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60270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0331 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 殿ヶ谷美由記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0423 NEKOPARA貓娘樂園: 巧克力&香草 Tam-U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60447 AGRAVITY BOYS無重力少年 中村充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0454 AGRAVITY BOYS無重力少年 中村充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60546 愛上棄貓的純情小貓 高昌ゆ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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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M譯 平裝 1

9789572660782 天使與黑道 星名あんじ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0850 妖傀愚連隊 スズキ唯知作; 凜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0935 弟控哥哥請轉頭看我 木下ネリ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61031 快一點綁緊我 なりた晴ノ作; 劉維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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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2661178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NANASHI作; 江昱霖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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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1321 極道主夫 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1338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61345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61352 火影忍者(愛藏版) 岸本斉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61390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61406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61413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61420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61437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61444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2661451 遊☆戲☆王(愛藏版) 高橋和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61475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61482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61499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61505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61512 櫻桃小丸子 櫻桃子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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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1789 影子作家 茶渡ロメ男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61857 災禍陷阱師的勇者狩獵 わだぺん。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1871 航海王學園 小路壮平作; 游非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1918 肌肉魔法使MASHLE 甲本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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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games原作; cocho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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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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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2687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春場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2724 吟詠花戀 夏目維朔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62731 極彩之家 びっけ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62786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2662922 女朋友and女朋友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62939 女朋友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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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3028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63035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3165 通往內心的橋: 兒童心理診所 竹村優作原作; ヨンチャン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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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均鎂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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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3974 杜鵑婚約 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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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4094 SKIP.BEAT!: 華麗的挑戰 仲村佳樹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2664100 搖曳露營△ あfろ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64353 後座的加藤同學 梅田みそ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64377 新來的女傭有點怪 昆布わかめ作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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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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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8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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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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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E私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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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4971 真相諮商師 ゆうき ゆう, ソウ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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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郁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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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昌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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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6159 森林王者MORIKING 長谷川智広作; 游非凡譯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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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裡可以做到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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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6326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矢口高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66340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矢口高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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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6654 妄想過剩少年. 2.5 ぴい作; 陳靖函譯 平裝 1

9789572666661 讓我討厭你 ひじき作; 徐柔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6715 給我全部的你 黒井モリー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66760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2666777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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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暮維人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66975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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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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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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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8695 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 日ノ原巡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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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7378 藥師少女的獨語 日向夏原作; ねこクラゲ漫畫; Sh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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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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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昱霖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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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7804 金田一37歳之事件簿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67811 聖☆哥傳 中村光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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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8269 座敷童子霸佔我! 鳥葉ゆうじ作; 布丁媽譯 平裝 1

9789572668276 可以沉溺在虛假戀情裡嗎? ぼんち作; 李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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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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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冊 1

978957266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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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冊 1

978957266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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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冊 1

9789572669518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2668634 玲央和真武: 警察二人組 イクニラッパー原作; 斎藤岬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572668924 請把我當成妹妹,給我超越女友的愛。 滝沢慧作; 黎蕙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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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凜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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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9082 恐怖寵物店. 漂泊方舟篇 秋乃茉莉作; 加奈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69099 排球少年!! Complete Illustration book結束與起始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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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9587 小恐龍GON(復刻愛藏版) 田中政志作; 厭世譯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69594 小恐龍GON(復刻愛藏版) 田中政志作; 厭世譯 其他 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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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9242 親親姊妹 め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69372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 寺沢大介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69426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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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9471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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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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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9716 沉淪的交友關係 赤星ジェイク作; 陳家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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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9846 鬼滅之刃公式漫迷手冊: 鬼殺隊見聞錄. 貳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69921 金牌得主 つるまいかだ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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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69952 內衣下的秘密 喃喃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69990 沒人知道學長的真面目 いさか十五郎作; 張芳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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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0026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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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0125 凡爾賽玫瑰(完全版) 池田理代子作; 尤靜慧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70132 凡爾賽玫瑰(完全版) 池田理代子作; 尤靜慧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0149 凡爾賽玫瑰(完全版) 池田理代子作; 尤靜慧譯 其他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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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0309 通靈童子(愛藏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12冊 1

9789572670316 通靈童子(愛藏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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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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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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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0484 異世界魔物培育家: 帶著外掛悠哉養成中 柑橘ゆすら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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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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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0774 戀愛日和: 少女心男友在親熱時就變成攻 安南友香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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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0927 鬍子.胸毛.體育老師 斑まだ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70941 雄性世界 中川カネ子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71085 短跑女神 原田重光原作; karoti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71177 聯誼對象是肉食警官!? 踊る毒林檎原作; 佐鳥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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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1245 心跳x按摩。 神崎柚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71269 極品獅子養成計畫 鬼嶋兵伍作; 曾怡華譯 平裝 1

9789572671276 B的頂點 鬼嶋兵伍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71313 靈視少年 後藤冬吾原作; 松浦健人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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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勵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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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1412 騎乘之王 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71429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71436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71443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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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1467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71474 「看得懂」氣氛的新人和臭臉前輩 鳥原習作; 廖湘芝譯 平裝 1

9789572671573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7冊 1

9789572671580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愛藏版) 天野明作; 賴韋先譯 其他 第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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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1702 水星領航員(完全版) 天野こずえ作; 厭世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71719 水星領航員(完全版) 天野こずえ作; 厭世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1726 水星領航員(完全版) 天野こずえ作; 厭世譯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71863 各自度過的3650天 hitomi作; 曾怡華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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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1955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76493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名珊譯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2672099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川口譯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72105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TYPE-MOON原作; 川口譯作; 賴韋先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72204 精靈幻想記. 19, 風之太刀 北山結莉作; 林佳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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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2242 與星火相伴的微光 貓邏作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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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2334 復仇之前,先在魔法學園裡開個後宮吧! 宴平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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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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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2808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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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2877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73997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7冊 1

9789572672907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31冊 1

9789572672990 靈異教師神眉S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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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3225 白鳥的新娘 東野海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73232 營業二課! 金井桂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5458 營業二課! 金井桂作; 趙秋鳳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3249 女校之星 和山やま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5755 女校之星 和山やま作; 翁蛉玲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3270 撲克臉和百面相: 新手執事工作報告 藤織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572674000 心神蕩漾的雙唇more melty 高崎ぼすこ作; 李芸譯 其他 1

9789572673362 絕不屈服 しっけ作; 曾怡華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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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3409 這個阿宅,以前是個殺手。 Ko-dai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3416 狐狸夫婿 れもんえんど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3423 獻給親愛的Ω 有木映子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73454 我的龍王子 春野アヒ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3522 棺材、旅人、怪蝙蝠 きゅづきちよこ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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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3690 奇妙故事集: 墓碑鎮 伊藤潤二原作; 澤田薫作; 黃健育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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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3782 和沒有信徒的女神大人一起攻略異世界. 2, 天災級轉生少女大崎アイル作; 劉仁倩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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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3867 所長大人的毛茸茸獸耳100%可愛 值言作 平裝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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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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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3966 極樂鳥日子 はらだ作; 澤野凌譯 其他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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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4550 神劍闖江湖: 明治劍客浪漫傳奇. 北海道篇 和月伸宏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77254 靈異E接觸(愛藏版) 富樫義博作; 方郁仁譯 其他 上冊 1

9789572677261 靈異E接觸(愛藏版) 富樫義博作; 方郁仁譯 其他 下冊 1

9789572674598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2674727 結界師(完全版) 田辺伊衛郎作; 江昱霖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4734 結界師(完全版) 田辺伊衛郎作; 江昱霖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7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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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267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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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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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8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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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2676462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2674888 EDENS ZERO伊甸星原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75106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75229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亞種特異點. III, 亞種並行世界 屍山血河舞台 下總國 英靈劍豪七番勝負TYPE-MOON原作; 渡玲漫畫; 賴韋先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75328 老店第三代 咖啡廳和酒舖的童年玩伴 重い実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5335 求求你,咬輕一點 参号ミツル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75410 我的臭臉老婆 赤原ねぐ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75427 皎潔深宵之月 山森三香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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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5571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0, 炸牛排X盜賊王寶藏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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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5601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我將蹂躪一切篠崎芳作; 王昱婷譯 其他 第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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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5779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的小說 鈴木大輔作;王仁鴻譯　　 平裝 第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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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6110 再會了初戀,為何又出現? 朔ヒロ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6141 渴求愛的表面關係 百瀬あ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6158 魔王難為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76165 青春期的我們(過往與將來) たなと作; 李芸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6189 BEAST COMPLEX動物世界 板垣巴留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6202 終末的女武神 梅村真也原作; アジチカ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76233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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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80438 小狸貓和小狐狸 冬天的故事 アタモト作; 蔡夢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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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6523 啟示錄四騎士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6424 TV動畫 咒術迴戰 公式入門導讀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76455 只送給你的抱抱治療法 宮田トヲル作; 張芳馨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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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6516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其他 第9冊 1

9789572676592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2676608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81343 妖幻三重奏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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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冊 1

9789572676677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76691 中華小廚師!極 小川悦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78701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22冊 1

9789572676738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76745 化物語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76899 老師的肌膚之下 尻乃あわい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76974 入間同學入魔了! 西修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76981 入間同學入魔了! 西修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9807 入間同學入魔了! 西修作; 陳楷錞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7124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00冊 1

9789572677223 雨月堂骨董店 露久ふみ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77285 奇妙故事集: 緩慢的告別 伊藤潤二原作; 澤田薫作; 黃健育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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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7346 神落帝皇的魔法使 易人北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8879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おけまる作; 趙鴻龍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7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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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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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9715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三河ごーすと作; 呂郁青譯 其他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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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7513 星期一的豐滿(青版) 比村奇石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8664 星期一的豐滿(青版) 比村奇石作; 謝子庭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7575 星期一的豐滿 比村奇石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8657 星期一的豐滿 比村奇石作; 謝子庭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7889 文武雙全 小跳步[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7902 黃昏光影 交疊 じゃのめ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77919 鏽蝕之夢 右 久間よよよ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77926 鏽蝕之夢 左 久間よよよ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77933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80773 戰隊大失格 春場葱作; 江昱霖譯 其他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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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8220 Kiss.and.Night 羽純ハ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8374 Kiss.and.Night 羽純ハナ作; 趙秋鳳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8244 戀人似糖漿PLUS 三ツ矢凡人作; 加奈譯 平裝 1

9789572678268 妖怪調合者 許瑞峰[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9494 反差萌爸爸 泡沫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80780 指定出租男友 百瀬あん作; 加奈譯 其他 1

978957267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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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2



9789572678336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廢柴這件事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8343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廢柴這件事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8367 王領騎士 銀甫[作]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78398 JOJO的奇妙冒險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78404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78466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其他 第10冊 1

9789572684153 藍色時期 山口飛翔作; Niva譯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2678572 鏽蝕之夢 久間よよよ作; 李其馨譯 平裝 全套 1

9789572678596 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 椿ゆず作; 缶爪さわ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8633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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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78732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2678756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其他 第13冊 1

9789572678770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志瑞祐作; 王仁鴻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78787 末日.魔女: 致飽食時代的(最強)者們 鎌池和馬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78800 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 取得第二職業,成為世界最強進行諸島作; 曾柏穎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78817 我的網紅男友外傳小說: 現正同居中 碰碰俺爺作 平裝 1

9789572678824 我的網紅男友外傳小說: 現正同居中 碰碰俺爺作 其他 1

9789572684054 我的網紅男友外傳小說: 現正同居中 碰碰俺爺作 其他 1

9789572678862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建造奴隸後宮柑橘ゆすら作; 曾柏穎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79258 戀愛中的絕滅遺傳子Ω 影木栄貴, 蔵王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79265 潮與壹成 宇野ユキアキ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79456 Re:birth重生 麻生ミツ晃作; 曾怡華譯 其他 1

9789572679685 和雨.和你 二階堂幸作; 吳勵誠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79630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79647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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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内良輔構成; 三好輝作畫; 埼田要介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572679777 金髮少爺和日本執事 ん村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81329 金髮少爺和日本執事 ん村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79944 美好結局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李芸譯 平裝 1

9789572681961 美好結局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李芸譯 其他 1

9789572679951 銀之匙彩色畫集 荒川弘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82128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80643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其他 第17冊 1

9789572680254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1-2) 由貴香織里作; 江荷偲譯 其他 全套 1

9789572680346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81770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其他 第11冊 1

9789572684115 出租女友 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其他 第23冊 1

9789572680490 殘影slow motion じゃのめ作; 徐柔譯 平裝 1

9789572680568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80575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其他 第19冊 1

9789572680582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何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80599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何力譯 其他 第6冊 1

9789572680605 ONE PIECE novel航海王小說: HEROINES女英雄們的故事尾田栄一郎原作; 江坂純作; 郭礎源譯 平裝 1

9789572680766 描繪戀愛的繽紛色彩 紺しょー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81923 描繪戀愛的繽紛色彩 紺しょーた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81879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猿渡風見作; 林意凱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80841 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 海空りく作; 吳天立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8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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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572680889 偵探少年與敏銳的山田同學: 包夾我的雙胞胎姊妹擅自展開推理玩具堂作; 楊涴如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80940 英雄王,為了窮盡武道而轉生: 而後成為世界最強見習騎士♀ハヤケン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80957 (我的英雄學院)THE MOVIE: 世界英雄任務 堀越耕平原作; 誉司アンリ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80971 精靈幻想記. 20, 她的聖戰 北山結莉作; 林佳祥譯 其他 1

9789572680988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家人的肖像 遠藤達哉原作; 矢島綾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80995 SPYxFAMILY間諜家家酒: 家人的肖像 遠藤達哉原作; 矢島綾作; 劉仁倩譯 其他 1

9789572681084 進擊的巨人 人物角色名鑑 FINAL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572681374 我的英雄學院. 30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其他 1

9789572681381 我們真的學不來!. 21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81398 黑色五葉草. 27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81404 地獄樂. 10 賀来友治作; 蔡妃甯譯 其他 1

9789572681411 葬送的芙莉蓮. 3 山田鐘人原作; 阿部司漫畫; 里歐貝萊譯 其他 1

9789572681428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2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81435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1 ヒロユキ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81442 杜鵑婚約. 3 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81459 派對咖孔明. 3 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漫畫;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81466 炎炎消防隊. 27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81473 讓我討厭你. 1 ひじき作; 徐柔譯 其他 1

9789572681480 小町教授的開發記錄365 藤峰式作; 翁蛉玲譯 其他 1

9789572681497 化物語. 12 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漫畫;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81503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10 CLAMP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81510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11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其他 1

9789572681527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10 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其他 1

9789572681534 給不滅的你. 15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其他 1

9789572681541 催眠麥克風: Division Rap Battle: side F.P & M. 3EVIL LINE RECORDS原作; 城キイコ漫畫;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81558 催眠麥克風: Division Rap Battle: side F.P & M. 2EVIL LINE RECORDS原作; 城キイコ漫畫; 尤靜慧譯 其他 1

9789572681565 你遭難了嗎?. 7 さがら梨々漫畫; 岡本健太郎原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81572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 10 NANASHI作; 季上元譯 其他 1

9789572681589 毒藥伯爵(愛藏版). 1 由貴香織里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81596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7 伏瀨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張紹仁譯 其他 1

9789572681602 我倆的愛巢2nd. 下 南月ゆう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81619 我倆的愛巢2nd. 上 南月ゆう作; 澤野凌譯 其他 1

9789572681626 狼的花嫁. 2 りゆま加奈作; 翁蛉玲譯 其他 1

9789572681633 給我上天堂!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徐柔譯 其他 1

9789572681640 通靈童子(愛藏版). 9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81664 雙星之陰陽師. 23 助野嘉昭作; 蔡夢芳譯 其他 1

9789572681671 不當哥哥了!. 4 ねことうふ作; 刻托譯 其他 1

9789572681688 神咒之蜜乳. 5 吉野弘幸原作; 佐藤健悦漫畫; 謝子庭譯 其他 1

9789572681695 義呆利World★Stars. 5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81701 椿町的寂寞星球. 12 山森三香作; 趙秋鳳譯 其他 1

9789572681718 白聖女與黑牧師. 3 和武葉佐乃作; 廖湘芝譯 其他 1

9789572681732 祈蘭香. 1 依歡作 其他 1

9789572681763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其他 第23冊 1

9789572681831 咒術迴戰 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其他 第18冊 1

9789572681862 由諸神養育的神子,將成為世界最強 羽田遼亮作; AKI譯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81909 兔之森 苑生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81930 配角X3= Supporting role actor X3 宇文風[漫畫]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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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持恩譯 其他 第5冊 1

9789572682340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life. 7, 於是舞孃自黃泉歸來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其他 1

9789572682364 ONE PIECE航海王 尾田栄一郎作; 許任駒譯 其他 第101冊 1

9789572683088 烙印勇士 三浦健太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2683095 烙印勇士 三浦健太郎作; 林志昌譯 其他 第41冊 1

9789572683149 佐佐木與文鳥小嗶. 1, 想在異世界享受悠哉生活,卻在現代被捲入異能戰鬥: 魔法少女好像開始熱身了ぶんころり作; 郭蕙寧譯 其他 1

9789572683170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 おけまる作; 趙鴻龍譯 其他 第4冊 1

9789572684047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其他 第7冊 1

9789572684603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其他 第7冊 1

9789572683194 [我的英雄學院 雄英白書]櫻 不會哭泣的赤鬼? 堀越耕平原作; 誉司アンリ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83248 小魔女諾貝塔外傳小說: 塔妮亞的追憶之詩 值言作 平裝 1

9789572683255 小魔女諾貝塔外傳小說: 塔妮亞的追憶之詩 值言作 其他 1

9789572683279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 三嶋与夢作; 偽善譯 其他 第3冊 1

9789572683293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 8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其他 1

9789572683309 世界最強後衛: 迷宮國的新人探索者. 7 とーわ作; 龔持恩譯 其他 1

9789572683316 由諸神養育的神子,將成為世界最強. 1 羽田遼亮作; 林意凱譯 其他 1

9789572683323 克羅洛戰記. 2,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最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サイトウアユム作; 林均鎂譯 其他 1

9789572683330 我的HAPPY日記 桐真作 其他 1



9789572683347 與牛先生的純愛遊戲 草子信作 其他 1

9789572683422 地獄樂 泡沫之夢 賀来ゆうじ原作; 菱川さかく作; 呂郁青譯 平裝 1

9789572684078 南月ゆう插畫集 cherish 南月ゆう作; 陳姿君譯 其他 1

9789572684139 談無慾 霹靂國際多媒體原作; TK章世炘[漫畫]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84177 とらきち短篇集: 騎士團的特別任務 とらきち作 其他 1

9789572684184 鬼滅之刃. 潛入遊郭大作戰篇 吾峠呼世晴原作; 松田朱夏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572684627 監獄漫畫家 謬齡大叔[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572684641 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 3, 以魔法革命指引迷茫聖女七野りく作; 偽善譯 其他 1

9789572684658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世界照樣無敵. 3: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運美紅作; 林意凱譯 其他 1

9789572684665 我的女友是老師. 6 鏡遊作; 陳柏伸譯 其他 1

9789572684672 龍王的工作!. 13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其他 1

9789572684689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廢柴這件事. 3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其他 1

9789572685433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11, 遊戲玩家兄妹似乎必須成為情侶才能離開榎宮祐作;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572685440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11, 遊戲玩家兄妹似乎必須成為情侶才能離開榎宮祐作; 林佳祥譯 其他 1

9789572685471 鏈鋸人 最佳拍檔 藤本タツキ原作; 菱川さかく作; 陳士晉譯 平裝 1

978957268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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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冊 1

9789572685600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1, 壽喜燒x戰鬥的定理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其他 1

9789572685624 大喊一聲「好想摸女生胸部」後,我和妹妹的朋友開始交往了。凪木エコ作; 曾柏穎譯 其他 第1冊 1

9789572686096 Legend魔獸師傳說. 9 神無月紅作; 陳士晉譯 其他 1

9789572686102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世界照樣無敵. 4: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運美紅作; 林意凱譯 其他 1

9789572686119 完全迴避補師的異世界軌跡. 2 ぷにちゃん作; 王仁鴻譯 其他 1

9789572686126 轉生魔王茱麗葉. 1 久慈マサムネ作; 何宜叡譯 其他 1

9789572686133 魔王學園的背叛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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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268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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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いじん作; KSM譯 其他 1

97895726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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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86362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2687574 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 10埴輪星人作; ricci插畫; 黃則霖譯 其他 1

9789572687581 神貓小咪與貓用品召喚師的異世界奮鬥記. 1 にゃんたろう作; 陳靖涵譯; 岩崎美奈子插畫 其他 1

978957268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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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進行諸島作; 偽善譯 其他 1

9789572687604 天才王子的赤字國家重生術. 3, 對了,就來賣國吧鳥羽徹作; 劉仁倩譯 其他 1

9789572687611 用地圖編輯器亂改異世界的我,是不是稍微有點超過. 3非瓴作者; 傑萊特(ZELITTO)插畫 其他 1

9789572687680 我的女友是老師. 7 鏡遊作; 陳柏伸譯 其他 1

9789572687697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廢柴這件事. 4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其他 1

9789572687703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life. 4, 公主啊,在假迷宮中凋落吧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其他 1

9789572687710 朋友的妹妹只纏著我. 3 三河ごーすと作; 呂郁青譯 其他 1

9789572687727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 4 志瑞祐原作; 江昱霖譯 其他 1

9789572688236 Unnamed Memory無名記憶. II, 失去寶座的女王古宮九時作; 陳柏伸譯 其他 1

9789572688243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1, 轉職後被誤認成魔王 筧千里作; 劉仁倩譯 其他 1

9789572688250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2, 轉職後被誤認成魔王 筧千里作; 劉仁倩譯 其他 1

9789572688267 異世界藥局. 5 高山理図作; 呂郁青譯 其他 1

9789572688274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3 裕夢作; 何力譯 其他 1

9789572688281 龍王的工作!. 14 白鳥士郎作; 林佳祥譯 其他 1

978957268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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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985 雨後的彩虹 黃少筠文; 樓育雯圖 精裝 2

9789866568992 遇見神農: 東吳資管系學生與士林神農宮的邂逅莊景竣, 林采臻, 黃星儒, 蕭慧筠, 朱洺頡, 程平, 黃孟淳, 林宗陞, 沈英裕, 高雋晏, 徐如怡, 薛威豪, 蔣穎蓁, 盧冠翰, 蔡立中, 吳佩宸, 陳嘉翔, 李仕遠, 張育豪, 陳巧玲, 鄭暐瀚, 方晟皓, 陳羿嘉, 林昆樺, 陳炳璁, 蔡忠叡, 丘宛玉, 陳怡勳, 曾蘘珺, 洪仕育, 謝景峰, 唐宏碩, 李英鵬, 陳楷文, 趙肅衫, 王偉霖, 莫諼, 郭乃瑄, 李忠翰, 黃若愚, 陳煒翔, 陳泓安, 劉建廷, 李承翰, 鐘晏琳, 余采蓓, 何惠翎, 林知璇, 黃建嘉, 駱宣妤, 陳藺剛, 廖正榮, 黃登祥, 洪亞辰, 劉晏禎, 李孟築, 步大千, 劉㵟雅, 陳帆彬, 魏瑋伶, 張芷瑜, 謝孟璋, 陳柏綸, 林沛杰, 游媛媛, 吳彥鋒, 林柏辰[作]平裝 2

9786269522408 竹竿鬼 劉安妮圖.文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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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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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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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4098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高效率總複習 陳文忠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43

送存冊數共計：799

東吳大學人社院USR計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東岱圖書



9789860696806 會計學素養教學講義. III 劉美君, 徐細娟編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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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215101 桑尼說這是我的! 凱瑞兒.哈特(Caryl Hart)作; 撒迦利亞.奧霍拉(Zachariah OHora)繪;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118 魔法童話. 6, 最終魔法 克里斯.柯爾弗(Chris Colfer)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215125 口袋神探. 5, 消失的千年將軍印 凱叔作; 子鵺坊插畫, 韓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132 幸福小團圓: 世界是一個圓(中英對照)= The roundies貓十字, 小尾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149 憤怒的蔬菜: 我們不要喝汙水! 克勞帝奧.哥貝提(Claudio Gobbetti)文; 黛安娜.尼可洛娃(Diyana Nikolova)圖;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156 寄往天堂的包裹 克勞帝奧.哥貝提(Claudio Gobbetti)文; 黛安娜.尼可洛娃(Diyana Nikolova)圖;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163 顛覆童話. 特別篇. 2, 艾比遊歷奧茲國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170 我真的真的真的想尿尿 卡爾.紐森(Karl Newson)文; 當肯.畢迪(Duncan Beedie)圖;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187 書呆子小鳥的500個網友 艾倫.雷諾茲(Aaron Reynolds)文; 麥特.戴維斯(Matt Davies)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194 真的對不起 貝瑞.提姆斯(Barry Timms)作; 尚恩.朱利安(Sean Julian)繪;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200 神探包青天. 3, 變臉的綁架 凌偉駿文; 余遠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217 口袋神探. 6, 深山古墓迷踪 凱叔作; 子鵺坊插畫, 韓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224 抓不到魚的北極熊 凱雪兒.高立(Kashelle Gourley)作; 斯凱拉.霍根(Skylar Hogan)繪;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231 魔法星際寵物. 6, 魔法藥水 琳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陳思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248 童話夢工場: 魔法女孩的木偶寶寶 卡洛.科洛迪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255 神奇圖書館-海洋X計劃. 1, 海中霸主來襲 凱叔作; 貓九插畫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262 蔬菜生氣了!為什麼討厭我們? 克勞帝奧.哥貝提(Claudio Gobbetti)文; 黛安娜.尼可洛娃(Diyana Nikolova)圖;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279 浪 我給你一個家 洪靜怡作; 吳思翰, 吳思憲, 吳思叡, 黃昱翔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293 天神公主學園. 6, 愛神的世紀對決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娜.威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316 章魚先生褲子搜查任務 蘇西.西尼爾(Suzy Senior)文; 克萊兒.鮑爾(Claire Powell)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323 換個方式,我們都可以成為最好的! 漢娜.惠緹(Hannah Whitty)文; 寶拉.博爾斯(Paula Bowles)圖;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330 為什麼我要讓你? 貝姬.戴維斯(Becky Davies)文; 艾瑪.利維(Emma Levey)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347 找找看遠征隊. 1, 世界旅行 劉載永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354 神探包青天. 4, 烏盆會說話!? 晴天, 何肇康文; 余遠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361 童話夢工場: 穿靴子的貓咪 夏爾.佩羅原著; 耿啟文作; 貓十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385 堅持夢想,成為冰淇淋大師 馬蘇德.梅爾克(Masoud Malekyari)作; 理查.華生(Richard Watson)繪;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215392 公主訓練班. 3, 希望的種子 耿啟文作; 瑞雲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415 超華麗公主找找看: 觀察力遊戲 MILKY★LARA文.圖;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422 超帥氣勇士找找看: 辨識力遊戲 皮卡五郎文.圖;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15439 SOS公主出任務. 5, 受困雪地的小貓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陳子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70089 海峽兩岸創新與融滲式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21第八屆孫瑞琴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5337 前山夏牧場 李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5351 歐鴻鍊回憶錄 歐鴻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5368 靜水= Still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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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7172 TANET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集. 2017 楊朝棟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81025 創新卓越: 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校務紀實= Innovation & excellence陳世佳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5481032 TANET 2021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 NCS 2021全國計算機會議論文集林祝興, 楊朝棟, 林正基, 呂芳懌, 張志宏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東南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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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481018 旅行中看見真善美: 探索人文國度 走訪聖堂險地陳維滄著 平裝 2

9789575481049 查良鑑董事長紀念專輯 謝鶯興編 平裝 2

978957548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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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5481070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一>>手稿整理彙編陳惠美, 謝鶯興整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80967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2021= 2021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011 地下躁音: 37.5個練習 廖英良, 盧依琳, 奚浩, 孫百儀, 康椒媛, 連思瑜, 劉耀中, 張立雯, 張瀞尹, 楊婧函, 地下躁音讀書會成員作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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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能夠買賣天空、大地與海洋的溫柔?一位印地安先知獻給我們的自然預言(中英對照.深度導讀)= The statement of Chief Seattle西雅圖酋長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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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綠色家園與可持續的未來福岡梓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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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5209 傳統技術的再認識: 艋舺龍山寺十王圖修復記 林煥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6809 故事柑仔店. 2: 被偷的父親 陳默安, 語屋文創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6816 荒蕪的島嶼中長出寂寥的城市 黃湣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6823 我多願陪你靜聽髮梢結冰的聲音 劉欣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7112 八十以後 潘敦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4301 武統台灣 最後結局 無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國際電腦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林煥盛修復師事務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4835 元汁元味毓式元學 許仁圖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635 丹士論壇: 感念朱興樺師兄專輯 呂正心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062 中央造幣廠鑄金案與大陸運台黃金 戴學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221 民法債編爭點即時通 陳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238 行政法解題書 文若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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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巧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8467 行政法爭點即時通 巴迪, 香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68474 刑事訴訟法爭點即時通 屠龍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32908 保險法爭點即時通 林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1038 地藏經說因果: 地藏菩薩本願 賴家琳主編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6269501045 地藏經說因果: 地藏菩薩本願 賴家琳主編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6269501052 地藏經說因果: 地藏菩薩本願 賴家琳主編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6269501069 地藏經說因果: 地藏菩薩本願 賴家琳主編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1713 水鏡回天錄白話解. 聖眾篇 宣化上人著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5365 煉心八句: 朗日塘巴的煉心教法.噶瑪巴的傳承心法格西朗日塘巴根本頌; 第17世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講述.根本頌中譯; 妙言英譯中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423 消費者保護法 何瑞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9286 精進修行MP3有聲書 聖嚴法師導讀 初版 其他 1

9789575989323 大菩提心: 发大菩提心,利人即利己;学菩萨万行,福慧满人间。圣严法师着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347 信解行證入華嚴: 華嚴經法要 陳琪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354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 聖嚴法師口述; 梁寒衣整理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9361 生死習題: 人生最後的必修課 羅尼.史密斯(Rodney Smith)著; 鄭清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9378 話頭365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408 禪門第一課(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薛慧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415 生生涅槃 胡軍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波斯納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法界弘法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河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波多西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源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9789575989422 <<大乘起信論直解>>校注 憨山大師著; 蔡金昌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439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9446 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四國佛教史淨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453 觀音妙智: 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要(大字版)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9460 菩薩戒指要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9477 探索識界: 八識規矩頌講記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584 老有所長= A selection from the mind-life & environment lectures: aging in the growth of spirituality釋果鏡, 鄧偉仁, 葉玲玲, 辜琮瑜, 周儒, 莊國彬, 段鍾沂, 廖肇亨, 吳靜吉, 張釗維講; 楊蓓, 黃信勳主編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2627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平裝 1

9789860662641 佛說却温黃神呪經、佛說療痔病經、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合訂本) 平裝 1

9789860662665 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吉祥天女品第十六、大吉祥天女增長財物品第十七)(合訂本)平裝 1

9789860662689 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佛說四天王經(合訂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2303 哪來的梨子? 黃勁傑文; 陳盈帆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4582310 麵包 方信義文; ALLEN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4582327 大樹公公 許玉敏文; 張佑民圖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92573 三寶娘親正走運 慕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580 三寶娘親正走運 慕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597 三寶娘親正走運 慕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603 扶瑤直上 若涵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610 扶瑤直上 若涵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634 寧富天下 鶴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641 寧富天下 鶴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658 寧富天下 鶴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665 傻白甜妻硬起來 蘇沐梵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672 傻白甜妻硬起來 蘇沐梵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689 孤女當自強 盧小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696 孤女當自強 盧小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702 小富婆養成記 明月祭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719 小富婆養成記 明月祭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726 短命妻求反轉 錦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92733 短命妻求反轉 錦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92740 米袋福妻 浮碧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757 米袋福妻 浮碧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764 米袋福妻 浮碧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771 米袋福妻 浮碧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2788 媳婦好粥到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795 媳婦好粥到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801 媳婦好粥到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818 媳婦好粥到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92825 媳婦好粥到 踏枝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92832 食尚千金 霜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849 食尚千金 霜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856 食尚千金 霜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法鼓文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藏文化



9789865092863 綿裡繡花針 秋水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92870 綿裡繡花針 秋水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92887 綿裡繡花針 秋水痕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92894 綿裡繡花針 秋水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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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0744 指彈吉他經典. 三= Vintage fingerstyle guitar. 3 董運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77804 我們的未來: 獻給一個豐饒世界的宣言= This could be our future: a maniesto for a more generous world顏希.史崔克勒(Yancey Strickler)著; 沈志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5807 11歲 林德誠, 游曉亭文; 徐榮鍾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82182 學玄空飛星風水,一本就上手 王信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199 紫微斗數論吉凶: 增強紫微功力,就看這本書 三禾山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205 教你學懂八字: 四柱八字輕鬆學 游焙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212 紫微心法的前世今生 天翊居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229 紫微斗數定應期 三禾山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236 快速學會紫微活盤 范振木, 黃恆堉, 黃素芳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2243 縱橫古今周易神解 張震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357 不可不會的3000個多益必考字彙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4395 多益口說&寫作大破解. II Stephen Browning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526 大提琴樂理課. 2 陳加容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73231 我是個陰陽符師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873248 我是個陰陽符師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873323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7873330 庶女攻略. 第二部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7873378 皇帝的獨生女 YUNSUL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3385 皇帝的獨生女 YUNSUL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873392 皇帝的獨生女 YUNSUL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873439 龍骨焚箱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73446 龍骨焚箱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873453 龍骨焚箱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873484 我有一座恐怖屋 我會修空調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873538 天芳 云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873736 皇帝的獨生女. 4 YUNSUL作; [蔡宛育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32

玩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9789577873743 皇帝的獨生女. 5 YUNSUL作; [蔡宛育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772 <>導讀及寇培深臨本對照 寇培深, 李秀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4789 <>導論及寇培深臨本對照 寇培深, 陳欽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4796 寇培深盲後書法作品選集 寇培深撰著; 陳宜均整理.導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8707 <>導論及寇培深臨本對照 寇培深, 趙建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8714 <>導論及寇培深臨本對照 寇培深撰著; 林麗娥, 陳宜均導論.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8721 寇培深手札滙編 寇培深撰著; 陳宜均整理.導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8738 寇培深梅畫選集: 梅花心事: 寇培深先生的梅花世界寇培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8745 寇培深書畫生涯七十年暨紀念文集 寇培深撰著, 中國書道傳習學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8752 寇培深書畫傳承論壇論文集. 二0二一年 中國書道傳習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3830 台灣公司治理雙年報. 2021/2022年. 上冊, 財報不實篇= Taiwan corporate governance biennial report 2021/2022. part 1/2, falese financial statements林嬋娟, 林建中, 邵慶平, 柯承恩, 廖芝嫻, 郭俐君, 戚務君, 蔡英欣, 謝安軒作; 柯承恩總編輯初版 精裝 2

9789869973847 公司治理重要判決解讀: 董事責任參考指引 朱德芳, 林建中, 郭大維, 張心悌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0109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21= FIABCI-Taiwan Real Estate Excellence Awards廖宥珊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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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6618 警務生態系統發展新思維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f New Perspectives on Police Ecosystem Development蘇志強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803 身心障礙者育兒手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4160 鶴采: 陳維滄攝影集= Kaleidoscope of cranes 陳維滄攝影.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635 你看重不如神看中= The true measure of a woman麗莎.畢維爾(Lisa Bevere)著; 蕭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659 天堂敞開= Open heavens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著; 王建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666 天國榮耀大揭祕= What on earth is glory? 保囉.曼沃寧(Paul Manwaring)著; 王建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7796 主工人的職事: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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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4

中國書道傳習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文福音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身心障礙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野保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5854 新春10天禱告日誌 楊寧亞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95861 聖靈、禱告、見證= Acts: the holy spirit, prayer and testimo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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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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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0241 登大人了沒?青少年自立生活完全攻略: 電子手冊陳旺德總編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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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81098 培養孩子好習慣的方法 蔡禮旭講述 四版 平裝 1

9786269575855 弟子規教學讀本. 初級一 華藏淨宗學會編著 初版二十七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1018 這樣養寵物 家庭超幸福! 張詠幗採訪撰稿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1018 這樣養寵物 家庭超幸福! 張詠幗採訪撰稿 一版 平裝 1

9789869821025 同性戀是不是天生的?: 15位跨虹者勇敢與您分享真實生命故事風向新聞編輯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21032 用對愛之語: 孩子功課更好、品格更好、關係更好!= How to properly use the love language: to help children perform better in study, personal integrity, and relationships.徐允華, 吳恩祺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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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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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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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3204 南極仙翁慈訓 一光禪師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53211 太和禪邑 一光禪師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種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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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太和道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北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453 燈芯幽默文選 黎登鑫編著; 林振福台譯; 鄧維順客譯; 黎登鑫, 陳歆怡(Cynthia)英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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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5581 比利.葛理翰與我= Billy Graham kah我 宋麗瓊, 林俊育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3212 錫安的爭辯與雅各遭難的日子: 猶太百姓最終的苦難與救贖= The controversy of Zion and the time of Jacob's trouble道爾敦.湯瑪士(Dalton Thomas)原著; 台灣利未支派事奉中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6809 鹿窟人文講堂: 以不義遺址當教室,文史資產做教材的人權課程開發江姮姬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965 Raradiwen你在唱什麼歌? Sumi Ifi'黃士美主編; Lakaw Hekaw林秀姬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5972 Ca'enot記憶 Sumi Ifi'黃士美主編; Iping Lapic伊斌 喇碧梓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5989 Rakat no 'orip生命歷程 Sumi Ifi'黃士美主編, Iping Lapic伊斌 喇碧梓繪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2912 領導就是這麼神: 變局中贏的方程式. 領導篇= Outstanding leadership is just phenomenal陳俊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0501 唇顎裂產後攻略集 楊子逸, 王儒萱, 陳國鼎, 潘禕琳, 葉曉倩, 陳中明, 林哲玄, 陳姵璇, 李琇菁, 曾頌惠, 黃宇銳, 蔡宛祐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9206 黃天麟論壇 黃天麟作 平裝 全套 2

9789869989220 黃天麟論壇: 紀念冊. 參. 2021年 黃天麟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1804 倍增的挑戰: 解決領導力短缺的挑戰= The multiplication challenge史蒂夫.穆勒(Steve Murrell), 威廉.穆勒(William Murrell)作; 傅子萱, 林少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811 121個人門訓手冊= One 2 one 萬民教會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380 工業機器手臂控制實務 陳茂璋, 吳煌壬, 洪茂松, 林麗雲, 胡家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397 智慧服務產業白皮書. 2021: 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智慧服務推動委員會編著平裝 1

9786269554706 智慧製造產業白皮書. 2021: 中小型製造業數位轉型導入應用與發展重點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編著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利未支派事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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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胎兒醫學振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國家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冠冕真道理財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810 快門下的幸福樂章 李正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538 臺灣濕地學= Taiwanese Wetlands 林幸助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2001 好一個噴嚏! 黃誠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0302 新愛手冊初感染須知. 2021= Positive guidelines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028 阿媽ê月: 宜蘭四代女性的月經故事 小紅帽議題研究部作; 林尹筑, 林薇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875 法性菩提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3303 PMO的第一堂課: 把事情做對 傅旭昇, 許順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6702 微光餘影-人權影像典藏紀念冊: <從政治犯到文史狂>洪維健的學習筆記王苡儒, 李新元, 毛帝勝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0656 夏日交響曲 波波貓圖.文 二版 精裝 1

9789860640663 美樂村的萵苣王國 吳正隆文; 李凰琴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0640670 起風的日子 蘇美玉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40687 招治阿嬤故.講.畫= Grandma Zhao-zhi tells Taiwanese tales謝招治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9803 越南醫記: 一位台灣醫師的越南行醫紀錄 張武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054 遇見臺灣180: 臺灣常見野鳥圖鑑 李政霖繪圖; 何一先撰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球小紅帽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真言宗普賢流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豐穗全人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露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濕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3216 臺南起步,遇見學習共同體 臺南市教師會基地班教師暨輔諮教師群, 其他縣市教師作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763 身分認同與命定: 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訓練手冊= Identity and Destiny珊卓菈.施瑪柯頓(Sandra Sellmer-Kersten); 林國仁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8676787 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 基礎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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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代華翻譯修訂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1352 黨產條例釋字793號解釋之評析 湯德宗, 陳淳文, 董保城, 黃錦堂, 蔡志方, 陳清秀, 陳愛娥, 張永明, 李念祖, 林三欽, 黃瑞明作; 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531 健康和療癒的食物: 食療和食譜 Gurubanda Singh Khalsa, Parmatma Singh Khalsa[編輯]; 陳華, 涂曉笑, 王金蘭, 辛小艷, 游華翻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358 水保技師電子報彙編: 2018年12月(創刊號)-2021年12月(37期)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6365 臉書(FB)貼文彙編: 2020年10月16日-2021年12月31日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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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482 農業轉型推手: 鄒篪生談理性思維 鄒篪生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9040 Proceedings of the Virtual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2021editorial team Yin-Tung Wang, Yao-Chien Alex Chang, Yung-I Lee, Fure-Chyi Chen, Wen-Chieh Tsai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5409 企業數位轉型白皮書: 30+標竿企業轉型案例 100+企業量測轉型分析桂思強, 鄒淑文, 李舒彤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535 核心素養: 英語閱讀大晉級= Core competency: reading strategy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 薛詠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6624 Let's talk kentucky(student's book). book 5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0676631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A). book 5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行政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空中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塔基文教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



9789860676648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B). book 5 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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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260 跟著Grace一起玩蜜蠟花 Grace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277 賭家: 永生的新娘 琥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7284 人間相遇剛剛好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813 瞬間.永恆: 花蓮縣攝影學會60週年專輯 花蓮縣攝影學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5558 境.界: 許雨仁筆耕集= Realms beyond boundaries: an ink collection by Hsu Yu-Jen白適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65565 浮光掠影 宋曉明個展 宋曉明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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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72957 膝關節修復全書 羅伯特.F.拉普雷德(Robert F. LaPrade), 盧克.歐布萊恩(Luke O'Brien), 豪爾赫.查拉(Jorge Chahla), 尼古拉斯.I.肯尼迪(Nicholas I. Kennedy)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022 為什麼他老是聽不懂?為什麼她總是在生氣?: 能聊也能撩,讓你主導關係的男女心理學内藤誼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039 好主管就該學的不傷感情責罵術: 關鍵時刻,56個不動氣的責備技巧,打造士氣高、效率驚人的優質團隊中嶋郁雄著; 黃筱涵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73046 ABC懶人瘦身蔬果汁: 只要三種食材,一天一杯快速瘦肚、喝出紅潤好氣色!柳炳旭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107 區塊鏈: 下一波全球投資錢潮 約翰.哈格雷夫爵士(Sir John Hargrave)著; 張家綺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121 簡短卻強大的3分鐘簡報 布蘭特.平維迪克著; 易敬能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169 好主管就該學的不傷感情責罵術: 關鍵時刻,56個不動氣的責備技巧,打造士氣高、效率驚人的優質團隊中嶋郁雄著; 黃筱涵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73176 區塊鏈: 下一波全球投資錢潮 約翰.哈格雷夫爵士(Sir John Hargrave)著; 張家綺譯初版一刷 其他 1

9789865073183 ABC懶人瘦身蔬果汁: 只要三種食材,一天一杯快速瘦肚、喝出紅潤好氣色!柳炳旭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44 簡短卻強大的3分鐘簡報 布蘭特.平維迪克著; 易敬能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82 下雨也不怕!我有好辦法 徐英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299 下雨也不怕!我有好辦法 徐英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305 為什麼我不能一直玩手機? 渼釪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336 為什麼我不能一直玩手機? 渼釪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350 真正想說的話,更要好好說 金玧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374 為什麼我們想愛卻無法好好愛? 吳姵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381 妖怪出租. 1, 實現心願的妖怪現身 廣嶋玲子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398 外星人的便便卡住了 安英恩, 李珠慧著; 鄭筱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411 外星人的便便卡住了 安英恩, 李珠慧著; 鄭筱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428 真正想說的話,更要好好說 金玧姃著; 黃莞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442 妖怪出租. 1, 實現心願的妖怪現身 廣嶋玲子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459 為什麼我們想愛卻無法好好愛? 吳姵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73497 荒涼手記 黃斐柔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采晴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藝術



9789865073510 荒涼手記 黃斐柔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19915 與巴掌仙子共舞: 週歲前的育兒技巧 鄭素芳, 楊佩瑜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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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35024 考前極速複習. 英語 莊晶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安



9789862335031 考前極速複習. 國文 聚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048 考前極速複習. 數學 吳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055 考前極速複習. 自然 陳揚, 慶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062 考前極速複習. 社會 林志偉, 惟璽, 江海, 黃子祐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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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35116 新講義. 數學. 2 袁盛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123 試題篇. 數學(適翰版). 2 劉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130 試題篇. 數學(適康版). 2 林永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147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康版). 2 Rita Hsu,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154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翰版). 2 Rita Hsu, Luc 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161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南版). 2 Lucy Sun, Alex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185 735輕鬆讀. 國文(適康版). 2 黃士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192 735輕鬆讀. 國文(適南版). 2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08 735輕鬆讀. 英語(適翰版). 2 Katie Sun, 孫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15 735輕鬆讀. 英語(適康版). 2 Alex Chen, Peter Cha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22 735輕鬆讀. 英語(適南版). 2 Sean Huang, 黃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39 735輕鬆讀. 數學(適翰版). 2 陳東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46 735輕鬆讀. 數學(適康版). 2 楊承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53 735輕鬆讀. 數學(適南版). 2 楊鴻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60 735輕鬆讀. 自然(適翰版). 2 葉修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77 735輕鬆讀. 自然(適康版). 2 張芮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84 735輕鬆讀. 自然(適南版). 2 李桓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291 735輕鬆讀(適翰版). 歷史. 2 妍喜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07 735輕鬆讀(適康版). 歷史. 2 言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14 735輕鬆讀(適南版). 歷史. 2 妍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21 735輕鬆讀(適翰版). 地理. 2 柯湘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38 735輕鬆讀(適康版). 地理. 2 楊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45 735輕鬆讀(適南版). 地理. 2 張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52 雙向溝通. 國文(適翰版). 2 徐芳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69 雙向溝通. 國文(適康版). 2 周安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76 雙向溝通. 國文(適南版). 2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83 雙向溝通. 英語(適翰版). 2 Lucy Sun, Peter Cha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390 雙向溝通. 英語(適康版). 2 Alex Chen, Lynn L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06 雙向溝通. 數學(適翰版). 2 李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13 雙向溝通. 數學(適康版). 2 李又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20 雙向溝通. 數學(適南版). 2 吳倢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37 雙向溝通. 自然(適翰版). 2 陳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44 雙向溝通. 自然(適康版). 2 楊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51 雙向溝通. 自然(適南版). 2 楊鈺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68 雙向溝通. 英語(適南版). 2 Lucy Sun, Peter Cha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75 主題式歷屆試題. 國文 蔡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82 主題式歷屆試題. 英語 林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499 主題式歷屆試題. 數學 紀哥, 顧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12 主題式歷屆試題. 生物 張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29 主題式歷屆試題. 理化地科 黃君, 孟翰, 王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43 主題式歷屆試題. 歷史 蔡承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50 主題式歷屆試題. 地理 張耀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67 主題式歷屆試題. 公民 吳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74 新講義. 數學. 6 袁盛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81 新講義. 自然. 6 林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598 雙向溝通. 國文(適南版). 6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04 雙向溝通. 國文(適康版). 6 周安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11 雙向溝通. 國文(適翰版). 6 徐芳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28 雙向溝通. 英語(適康版). 6 Alex Chen, Lynn L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35 雙向溝通. 英語(適南版). 6 Sean Huang,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42 雙向溝通. 數學(適康版). 6 林彥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59 雙向溝通. 數學(適南版). 6 吳倢臻, 宋傳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66 雙向溝通. 數學(適翰版). 6 李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73 雙向溝通. 自然(適康版). 6 慶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80 雙向溝通. 自然(適南版). 6 房角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697 雙向溝通. 自然(適翰版). 6 李品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03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康版). 6 Rita Hsu, Alex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10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南版). 6 Rita Hsu, Lynn.Lin 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27 試題篇. 英語文法GoGoGo(適翰版). 6 Rita Hsu, Lucy Su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34 試題篇. 數學(適康版). 6 郭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41 試題篇. 數學(適翰版). 6 簡啟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58 735輕鬆讀. 國文(適康版). 6 黃士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65 735輕鬆讀. 國文(適南版). 6 文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72 735輕鬆讀. 國文(適翰版). 6 文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89 735輕鬆讀. 數學(適翰版). 6 陳東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796 735輕鬆讀. 數學(適康版). 6 蔡逸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02 735輕鬆讀. 數學(適南版). 6 李書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19 735輕鬆讀. 自然(適南版). 6 寧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26 735輕鬆讀. 自然(適翰版). 6 詠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33 735輕鬆讀. 自然(適康版). 6 邊郁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40 735輕鬆讀. 英語(適翰版). 6 Lucy Sun, LynnL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57 735輕鬆讀. 英語(適南版). 6 Sean Huang, Lynn Li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64 735輕鬆讀. 英語(適康版). 6 Alex Che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35871 雙向溝通. 英語(適翰版). 6 Lucy Sun, Hugh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6361 世界行政掛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5736507 全新中國地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521 中華民國秋海棠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538 全新世界地形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545 全新世界地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569 全新台灣地形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576 全新台灣地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583 全新新北市地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606 中國掛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637 世界地形全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644 大台灣掛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651 中國全圖掛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1

9789865736668 中國地形掛圖 再版第二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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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3227 6年存到300張股票 陳重銘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3221 問世間性為何物: 性諮商大師的性學小語 林蕙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3238 不痛苦減重,一次就成功: 減重名醫破解讓你一再失敗的NG減重法劉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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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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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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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送存冊數共計：128

金時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金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088 一生只夠愛一人(中英對照)= A lifetime to love just one person馬維欣文; 美亞.路比(Maja Rubi)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83095 等一下就好爸爸(中英對照)= The wait-a-moment dad馬維欣文; 苗混混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2701 解構臺灣三山國王信仰 陳中道生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6524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十三屆: 嗚籥集 王光正主編 平裝 1

9789869836531 人文璀璨: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十輯= Chang Gung University culture cathedra. volume 10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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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1719 穿越疫役: 台北林口長庚COVID-19防疫回顧=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lessons learned and outlook for the future邱政洵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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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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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煌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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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4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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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9851 當時明月: 龍山寺慶元宵(中英對照)= Under the same moon: celebrating the Lantern Festival at Longshan Temple劉墉繪圖.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9868 千年山水 半日浮生: 走進北宋三畫 梅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29875 詩詞長歌: 王守潔詩詞創作歌曲集 王守潔作曲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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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6571 Giraffeland(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 Jennifer Jan, Joyce Lin, Emily Jones, Amber Hsieh平裝 第8冊 1

9789860666588 動腦玩邏輯. Book 1 永佳樂有限公司, 喬福麟, 李芷郁, 康莊, 江志堅, 許義彪, 蔡孟成, 李黛苓, 林奕瑩, 杜佳琳, 林君維, 余雯翾作平裝 1

9789860666595 動手玩思維 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平裝 第1冊 1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安光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昇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庚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頸鹿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0056735 雙倍草莓的苦味蛋糕 暁作; lingos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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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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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0060404 大小姐喜歡被調教 森中萌奈香作; 揪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0411 大小姐喜歡被調教 森中萌奈香作; 揪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60428 以後也請多多指教 池ジュン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0435 惡妻物語 大海十夢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0442 純潔的他是高貴的處男 アリスン(Earithen)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0459 人家是嫩妻,對不起嘛! 江斑文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0466 人家是嫩妻,對不起嘛! 江斑文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60473 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 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60480 意料之外的沉重之愛 島袋裕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0497 這份凶愛就是天災 夢木充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0503 藥屋少女的呢喃: 貓貓的後宮解謎手帳 日向夏原作; 倉田三之路作畫;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60510 藥屋少女的呢喃: 貓貓的後宮解謎手帳 日向夏原作; 倉田三之路作畫;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60527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6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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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6260060541 貓繪十兵衛: 御伽草紙 永尾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0060558 陽光一點也不甜 田中一八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0565 霧島是大虎的奴隸 海野海老作; 巫白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0572 Aventure Virgin: 純真的戀愛冒險 鬼野梅吉作; 巫白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0589 這份契約不包含H的內容! 有馬知真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0596 任性王子狩獵貓咪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60602 任性王子狩獵貓咪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60619 Breath呼吸 MAME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60626 Breath呼吸 MAME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60633 我是魔鬼飼養的家貓 淺比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鴻



9786260060640 紀葛格在線吃釣小白兔 佐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0657 15年後的我們 莫提卡作; 某批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0664 我的寶貝進入叛逆期 西山新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0671 兩人的北極星 柚原瑞香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586 怪獸8號 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61593 帝都初戀心中 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0061609 茉莉花和溫柔的愛情奴隸 兎山文奈伽原作; 芒其之一作畫;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616 高中女忍者想奉上一切 梅茶漬作; LYT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623 公主殿下是騎士團長 屋丸夜須子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630 惡魔和專情 織田綺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647 鬼新娘渴望被吃掉 坂野景子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654 這種事、人家不知道啦 梨月詩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61661 這種事、人家不知道啦 梨月詩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0061678 而立之年的處女之路 逸見奈奈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685 而立之年的處女之路 逸見奈奈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1692 狼與無糖 藤原惠美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708 沉溺於妳的心臟 夜神里奈作; 柚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715 嫁給正臣同學了。 兎山文奈伽原作; 烏丸歌夏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722 第二次的春天 第一次的親吻 原田唯衣作; 揪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739 第二次的春天 第一次的親吻 原田唯衣作; 揪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1746 詛咒之子的隨從 柴宮幸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1753 馬耳東風已三年 sosso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760 密室中的性愛成癮 三川ケイヤ作; 亞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777 與你的成長 明治加奈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0061784 與你的成長 明治加奈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0061791 任性貓咪住進我家了 marie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807 請教我色色的事情 晴屋うまこ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814 UNDEAD PAPPY不死的爸比 さきしたせんむ作; 魏嫚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821 爽臉男友(暫)鬼畜到讓人受不了 高比良りと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838 鞅與停時: 賭徒機率概論 天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845 我書裡的男主角才沒有那麼討人厭! 蔚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1852 松花釀酒 小箐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521 輝夜傳 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0062538 瑪麗亞之城 上田倫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2545 惡魔和專情: 俘虜 織田綺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2552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Ω 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62569 好想被黑崎秘書稱讚 宮坂香帆作; 柚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2576 青翠的棲息之木 手島淇亞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2583 月與楓糖漿 華夜作; 柚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2590 黑婚: Black Marriage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2606 黑婚: Black Marriage 藍川沙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2613 血界戰線Back 2 Back 内藤泰弘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0062620 DEMON TUNE魔鬼音律 小玉有起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62637 蘑菇魔女 樋口橘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2644 色男: 十人十色 田村由美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62651 色男: 十人十色 田村由美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0062668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 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006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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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6260062682 飯店千金想要嫁給少當家 伊沢玲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699 王牌投手: 振臂高揮 樋口朝作;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6260062705 煩惱☆西遊記 CRYSTAL洋介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0062712 月之街、花之都 千葉リョウコ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0062729 月之街、花之都 千葉リョウコ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0062736 星期五的自助洗衣店 sosso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743 夕星沉落於碧藍中 青井秋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750 無法對你溫柔 茶渋たむ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767 沒聽說要做到這種地步啊! 松下祐己作; LYT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774 決定和摯友做生孩子那檔事。 關原蜜豆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781 Mr. right-學神男友輕輕寵 椰子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798 我與家事員的模擬性愛遊戲 瀝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0062804 苦木逢春 小箐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6987 心之所向: 工藝路上探索完整的生命拚圖 林淑雅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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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8225 吹落企!薩友同樂會 Sax Ruby王云希作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371 繪畫獨立: 不是宣言的宣言= Manifeste de l'indépendance et de la libération de la peinture噴汀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206 妍開蝶舞: 曾肅良彩墨與書法作品精選集= Flower blossom with butterfly dancing: collection of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y Tseng, Suliang曾肅良作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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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36680 魔王之女超容易擺平(01) 千明太郎作; 黎維津譯 其他 1

9786263038790 今日、請了特休 倫敦巴里子作; midori譯 其他 1

9786263038806 夫妻甜蜜物語. 79 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譯 其他 1

9786263038813 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 3 下條水月作; 風花譯 其他 1

9786263038837 性感x塑身. 1 あちゅむち作; 蘇奕軒譯 其他 1

9786263038905 星之丘白金大樓203號室 会川フゥ作; 鍾明秀譯 其他 1

9786263038929 黑瀨,我們私下談談。 カキネ作; 和靜清寂譯 其他 1

9786263038936 瘋狂鄰人 ツブキ作; 風花譯 其他 1

9786263038974 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教會餐飲改革的悠閒修女生活. 3柚原テイル原作; 吉村旋漫畫; 何立心譯 其他 1

9786263038981 銀河英雄傳說. 17 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其他 1

9786263039056 屍人莊殺人事件. 1 今村昌弘原作; ミヨカワ将漫畫; 何立心譯 其他 1

9786263039087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14 りゅらせんひろつぐ作; 李殷廷翻譯 其他 1

9786263039124 離家出走的狐狸想跟兒時玩伴結婚 神門佑哉作; Yun譯 其他 1

9786263039148 傾國的裁縫師蘿絲.柏汀. 2 磯見仁月作; 潘琳芸譯 其他 1

9786263039155 迷宮飯. 10 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其他 1

9786263039162 非槍人生NO GUNS LIFE. 9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伶譯 其他 1

9786263039186 怪物事變. 13 藍本松作; 伶譯 其他 1

9786263039230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2 四つ葉ねこ作; 黃品玟譯 其他 1

9786263039254 2.5次元的誘惑. 3 橋本悠作; 李俊銘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阿道夫樂器

送存種數共計：100

送存冊數共計：115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雨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橋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賴耶藝術講堂



9786263039278 入夜之後的我. 1 益子悠原作; 一✕漫畫; yoshik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039520 白無垢的隱祕之事 Izumi Hiroe作 其他 1

9786263039537 成為青梅竹馬的助手後,被要求做下流的事 Tamago Suzumori作 其他 1

9786263039544 我嫁給了初戀的大哥哥 Jiji作 其他 1

9786263039933 好賭天邪鬼 藤平しらべ作; 風花譯 其他 1

9786263039988 被上司知道我是女裝coser就死定了 斎藤屑作; 鍾明秀譯 其他 1

9786263220027 山與食欲與我. 10 信濃川日出雄作; 周先姝譯 其他 1

9786263220041 來自深淵. 10 つくしあきひと作; 伶譯 其他 1

9786263220058 明天，讓我成為你的人 美山薫子作; 亞美譯 其他 1

9786263220072 黑色羅曼史.怪物.秀 茶渡ロメ男作; 亞美譯 其他 1

9786263220126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5 りゅうせんひ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 李殷廷譯 其他 1

9786263220188 摺紙戰士A. 7 周顯宗作 其他 1

9786263220218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險(01) 池澤真漫畫; 津留崎優原作; 弁天譯 其他 1

9786263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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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C. 1緋賀ゆかり漫畫; 大小判原作; 譚志瑋譯 其他 1

9786263220232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好. 5 潮里潤作; 三嶋与夢原作; 王啟華譯 其他 1

9786263221147 雙性 葦原旭作; 何硯鈴譯 其他 1

9786263222373 我絕不會屈服於利己主義者 五月女えむ作; midori譯 其他 1

9786263224025 古見同學是溝通魯蛇。. 16 ODA TOMOHITO作; 依文譯 其他 1

9786263224070 尋因異聞錄.椿. 17 川下寛次作; 和靜清寂譯 其他 1

9786263224230 妖怪手錶. 17 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6202 土地的詩意想像: 時空流轉中的人、地方與空間劉秀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5403 這是我的山丘! 貝利.福爾斯(Barry Falls)文.圖;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19 夜光找一找: 不可思議的太空大探索 米爾.湯普哈農(Meel Tamphanon)文.圖; 李宜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595 輕輕的 瀧村有子作; 丸山綾子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601 汙水爆炸啦! 宋秀惠文圖; 林侑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618 印記. 第三部, 傷痕 愛麗絲.博德威(Alice Broadway)作; 章瑋譯 平裝 1

9789862745625 一起來玩吧 五味太郎文.圖; 鄭明進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5632 我說過了啊 五味太郎文.圖; 鄭明進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5649 是誰在那裡呢? 五味太郎文.圖; 鄭明進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5663 屋裡屋外 范雷韻(LeUyen Pham)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694 漫漫長夜: 那些在夜晚工作的人們 波莉.費博(Polly Faber)文; 海莉葉.哈伯戴(Harriet Hobday)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5700 推銷大王尖嘴鳥: 聰明消費,學會擁有真正的快樂崔西.寇得羅伊(Tracey Corderoy)作; 湯尼.尼爾(Tony Neal)繪; 周婉湘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370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763387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763394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青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5199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紅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27205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黃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27212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綠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27229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黑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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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青木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青雲畫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6908 認識臺灣 原來這樣美好: 基隆 林宜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53332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53370 纏上小爹爹 納蘭靜語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387 纏上小爹爹 納蘭靜語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493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53509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53516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53523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53530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53547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53554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0753561 醫妃逆襲 寒曉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0753585 娘子貴不可言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53592 娘子貴不可言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53608 娘子貴不可言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53615 娘子貴不可言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53622 娘子貴不可言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53639 娘子貴不可言 花日緋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53653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53660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753677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0753684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0753691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0753707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0753714 福運盈門 迷花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0753738 天才魔妃 靈汐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53745 天才魔妃 靈汐子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53752 天才魔妃 靈汐子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53769 天才魔妃 靈汐子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53776 天才魔妃 靈汐子著 初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0753783 天才魔妃 靈汐子著 初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0753806 相公請下堂 遠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53813 相公請下堂 遠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53820 相公請下堂 遠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53837 相公請下堂 遠月著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0753851 桃花榭 沈淚盈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0753875 桃花榭 沈淚盈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0753868 桃花榭 沈淚盈著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0753899 妾本嬌悍 梨花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0753905 妾本嬌悍 梨花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0753912 妾本嬌悍 梨花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0753929 妾本嬌悍 梨花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797 細讀雅歌附雅歌的信息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2803 細讀詩篇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卷1 1

9789865762810 細讀詩篇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41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信民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6636 小雞逃跑記 五味太郎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643 Guji Guji不見了 陳致元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650 Guji Guji 陳致元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667 全世界最好吃的鬆餅 貝果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674 鴨子小姐找房客 于云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6681 寵物功夫植物大法 林哲璋文; 陳雅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698 迷你小故事 亞喬文; 楊麗玲, 鍾易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704 情緒教育從小啟動: 探觸孩子的內心世界 陳質采, 呂俐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711 我的情緒遊戲書: 和自己的情緒做好朋友 呂俐安, 陳質采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728 早安森林. 3, 養蜂人家 張哲銘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735 狐狸私塾的冬日訪客 鄭若珣文; 李憶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6742 皇帝企鵝 劉媛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2346 我們是園丁 喬安娜.蓋恩斯(Joanna Gaines)和孩子們著; 朱利安娜.史旺尼(Julianna Swaney)圖; 林雨儂譯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2405 我的故鄉稻浪正飄香(低) 保證責任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2412 我的故鄉稻浪正飄香(中) 保證責任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2429 我的故鄉稻浪正飄香(高) 保證責任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6056 羽毛球 遲珩起, 郭美惠, 甘允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46063 提升臨床照護決策能力之精實教學 張玉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46070 Escritura,Género y Poder: la novela rosa tanto en España como en Taiwán en los 50 y 60 del siglo XX劉碧交(Liu Pi-Chiao)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46087 Petits récits of the others: life writing and displacement in heterotopology of Asian womenby Shu-Chuan Chen 平裝 1

9786269562206 貝克爾的奇幻傳說 楊雅媛, 劉碧交, 陳麗玲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62213 輕鬆學馬來語 劉月容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62220 輕鬆學馬來語 劉月容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62237 身體/科幻/超文本: 女性敘事與跨文化研究= Body/sci-fi/hypertext: female narratives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陳淑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62244 A trilogy of believing: teardrop of the sun(中英對照)=太陽淚玨曦Jayce Chang圖.文 平裝 1

9786269562251 Adventure on green island written by Chia-Yi Li; illustrated by Pei-Yin Tsai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687 解析行銷管理: 圖解與筆記 曾光華, 饒怡雲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45287 國小升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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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019546 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中國殖民統治下的「東突厥斯坦」伊利夏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553 維吾爾雄鷹伊利夏提: 中國殖民統治下的「東突厥斯坦」伊利夏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9560 台語原來是這樣. 2: 台南生活的台語日常 大郎頭著 初版 其他 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保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307301 國中段考王. 數學. 6 林毅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00 國中段考王. 國文. 6 陳偉伸, 惟璽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17 國中段考王. 英語. 6 John Chen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24 國中段考王. 自然. 6 李明憲, 李嘉琪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31 國中段考王. 歷史. 6 李允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48 國中段考王. 地理. 6 陳佑婷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55 國中段考王. 公民. 6 王力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62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國文. 2 丁美仁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79 國中熊簡單文法微講義. 英語. 2 蔡逸夫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86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數學. 2 鍾孟炤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493 國中熊簡單. 自然. 2 徐德爾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509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歷史. 2 南一編撰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516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地理. 2 南一編撰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523 國中熊簡單微講義. 公民. 2 南一編撰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307806 南一閱讀菁華. 三部曲 廖敏村, 許智傑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9672 離散與重現: 臺灣客家文化研究 劉煥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9689 連城客家話音韻研究 陳秀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8547 E.P.1. 凍卵篇 何曼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888592 黑暗旅遊: 暗黑吸引力的目的地= Turismo dark: destinos con oscuros magnetismos米莉安.德爾.里歐(Míriam del Río)作; 周佑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7962 占星運勢指南. 2022 繆沛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7001 尋.油茶: 油茶栽培研究室= In search of camellia oil: camellia oil from our land陳啟予, 劉東憲, 劉盈孜, 劉珮琬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5508 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攝影年鑑. 2021 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作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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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14197 機器人托尼 星河文; 李萌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4203 幼兒園有妖怪 周索斕文.圖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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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投縣特用作物產銷班第18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門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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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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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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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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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狐狸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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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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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作初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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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754 蘇秀玫的故事: 一部經歷浴火重生的回憶錄 蘇秀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2754 蘇秀玫的故事: 一部經歷浴火重生的回憶錄 蘇秀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6483 暖化神學: 經濟、生態、教會 楊順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3702 南港村褒雄宮 潘祈賢, 林秀鳳, 何治郎編撰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港村褒雄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90

送存冊數共計：108

南海興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812 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生命故事手札. 110 柳雅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75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Proceedings. 2021editor Fu-Kun Chen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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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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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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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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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3056 禪觀正脈研究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3063 孟子與離婁 南懷瑾講述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0044 秋雨 何立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0136 汪曾祺閒話 蘇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0358 八月狂想曲 徐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0396 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 徐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0402 紀德遊記 安德列·紀德著; 由權, 李玉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0433 安全保護證 鮑.列.帕斯捷爾納克著; 桴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0440 五張犁: 程紹武點評王祥夫短篇小說 王祥夫著; 程紹武點評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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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1766 國醫大師圖說穴位按摩 李業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773 國醫大師圖說刮痧 李業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797 手指體操提升腦機能 蕭京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7809 莫莉老師的善良學校= Miss Molly's school of kindness查娜.戴維森Zanna Davidson文; 蘿西.里夫Rosie Reeve圖; 謝靜雯譯1版 精裝 1

9789865517854 動物小知識翻翻書: 這是誰的腳印?= Whose track is it?拉德嘉.皮洛(Radka Píro)文; 卡門.薩爾達納(Carmen Saldaña)圖; 謝靜雯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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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Radka Píro)文; 卡門.薩爾達納(Carmen Saldaña)圖; 謝靜雯譯1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資工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品林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億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懷瑾文化



9789865517892 童話知識小百科翻翻書. 1, 跟著小紅帽認識森林動物= Observing the animals of the forest with red riding hoodJana Sedláčková文; Alžbeta Božeková圖; 吳欣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08 童話知識小百科翻翻書. 2, 跟著韓賽爾兄妹認識森林植物= Observing the plants of the forest with Hansel and GretelLenka Adamová文; Tomás Kopecký圖; 王晶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7991 我的好奇心圖解大百科. 1, 恐龍王國= Mes années pourquoi: Les dinosaures芭絲卡.艾德蘭(Pascale Hédelin)文; 迪迪耶.巴力席維(Didier Balicevic), 侯貝.巴伯希尼(Robert Barborini), 班傑明.貝谷(Benjamin Bécue), 希薇.貝薩(Sylvie Bessard)圖; 陳郁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155 奇奇蒂蒂的驚喜蛋糕 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1版 精裝 1

9789860697162 奇奇蒂蒂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Chip and Dale南西.派倫特文; 丸山傑哈德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179 小飛象穿新衣= Dumbo gets dressed 南西.派倫特Nancy Parent文; 丸山傑哈德Jerrod Maruyama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97186 互動畫畫繪本: 雲是什麼感覺? 張元綺文.圖 1版 精裝 1

9786267051009 拯救長鬍鬚王子= Rapunzel to the rescue 露西.羅蘭德(Lucy Rowland)文; 凱蒂.哈佛德(Katy Halford)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1016 蜘蛛人的超奇異日 卡利奧佩.葛萊斯作; 安德魯.科爾布繪 一版 精裝 1

9786267051023 貓咪消防員阿秋= 소방관 고양이 초이 金有珍文.圖; 簡郁璇譯 1版 精裝 1

9786267051030 挖鼻屎專門店 錵九九文; 豆豆(DOUDOU)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1047 范文芳的繪本故事. 1, 大聲的棒棒 范文芳文; 范文方, 劉冠億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1054 范文芳的繪本故事. 2, 細菌星球 范文芳文; 范文方, 劉冠億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1061 手掌恐龍= 손바닥공룡 柳在伊文; 韓泰熙圖;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1085 你有看到羅賓森先生嗎?= Have you seen Mr. Robinson?阿文(Arwen Huang)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78571 一花一天堂Ooi Choon Liang畫冊 Ooi Choon Liang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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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84480 月光變奏曲 青浼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4497 月光變奏曲 青浼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9263 圈套: HIStory3「之後的我們」. 番外篇 巧克科技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原創; 羽宸寰小說; 米絲琳漫畫1版 平裝 1

9789571090573 解憂禪語錄 細川晋輔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93666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3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1093864 O.B. 中村明日美子作; 藤崎スグル譯 3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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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94106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3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94113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3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94120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3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094137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3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94168 O.B. 中村明日美子作; 藤崎スグル譯 3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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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3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1094205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3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94212 神之雫= Les gouttes de dieu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3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94465 GC遊戲頻道: 克魯賽德戰記: 英雄攻略大全 黃耕雲主編 其他 1

9789571094533 浪人劍客 井上雄彥著; 吉川英治原著; 游若琪譯 3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94731 超神準星測誌之2018運勢大解析 超神準星測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1094779 相信愛情之鑠金 伊芙, 隱夢作 其他 1

9789571094793 刺蝟的擁抱 伊芙, 隱夢作 其他 1

9789571094861 刻癒 貓子, 萬世作 其他 1

9789571095165 我的獸 舒夏兒, 貓樹作 其他 1

9789571095936 bestie閨蜜: 孟潔x菲菲寫真書 林孟潔, 李恩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96094 73/1095 冬彌, Lasi作 其他 1

9789571098487 永遠的第1名: WBL1 羽宸寰著 其他 1

9789571098531 回憶與誤解 金凱瑞作; 林力敏譯 其他 1

9789571098548 回憶與誤解 金凱瑞作; 林力敏譯 其他 1

9789571098562 偵探已死 二語十著; 許昆暉譯 其他 1

9789571099729 笑面鬼必有福上門 山本小鐵子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11601 貓與我的星期五. 3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1649 貓與我的星期五. 1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1809 貓與我的星期五. 6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1847 貓與我的星期五. 2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1861 貓與我的星期五. 4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尖端



9786263011939 貓與我的星期五. 5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1977 翼與螢火蟲. 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1984 愛戀流星鏡. 2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004 愛戀流星鏡. 9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028 愛戀流星鏡. 10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035 愛戀流星鏡. 4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042 愛戀流星鏡. 5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059 愛戀流星鏡. 6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080 翼與螢火蟲. 3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110 愛戀流星鏡. 3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127 翼與螢火蟲. 2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134 愛戀流星鏡. 8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2356 蜜糖女孩＊大作戰. 7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2370 蜜糖女孩＊大作戰. 2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2387 蜜糖女孩＊大作戰. 6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2394 蜜糖女孩＊大作戰. 5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2400 蜜糖女孩＊大作戰. 1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2417 蜜糖女孩＊大作戰. 3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2561 CRASH!. 13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578 CRASH!. 14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585 CRASH.10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592 CRASH!. 11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08 CRASH!. 12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15 CRASH!. 15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22 CRASH!. 16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39 CRASH!. 3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46 CRASH!. 4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53 CRASH!. 1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60 CRASH!. 6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77 CRASH!. 9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84 CRASH!. 2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691 CRASH!. 7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707 CRASH!. 8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714 CRASH!. 5 藤原友佳著 其他 1

9786263012929 愛的木莓寮. 5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936 愛的木莓寮. 2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2943 超能力大戰. 13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2950 超能力大戰. 6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2967 超能力大戰. 1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2974 超能力大戰. 9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2981 超能力大戰. 10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2998 超能力大戰. 2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001 超能力大戰. 4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018 超能力大戰. 12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025 超能力大戰. 5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032 愛的木莓寮. 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056 超能力大戰. 14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063 超能力大戰. 11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070 超能力大戰. 7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087 超能力大戰. 8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100 愛的木莓寮. 4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094 愛的木莓寮. 3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3117 超能力大戰 3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3988 誘惑的同居邀約. 4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3995 誘惑的同居邀約. 2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4008 誘惑的同居邀約. 3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4015 誘惑的同居邀約. 1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14091 愛情散步. 3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114 愛情散步. 2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138 愛情散步. 1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14220 搖滾天堂. 7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237 搖滾天堂. 5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244 搖滾天堂. 6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268 搖滾天堂. 1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251 搖滾天堂. 3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282 搖滾天堂. 4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05 搖滾天堂. 2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4329 搖滾天堂. 8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5609 愛你寶貝. 5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647 愛你寶貝. 1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661 愛你寶貝. 3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678 愛你寶貝. 7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692 愛你寶貝. 2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722 愛你寶貝. 6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5746 愛你寶貝. 4 槙陽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033 境界之輪迴. 14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057 境界之輪迴. 9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071 境界之輪迴. 4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101 境界之輪迴. 3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125 境界之輪迴. 2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149 境界之輪迴. 13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156 境界之輪迴. 20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170 境界之輪迴. 15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187 境界之輪迴. 19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224 境界之輪迴. 16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231 境界之輪迴. 7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248 境界之輪迴. 17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255 境界之輪迴. 11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293 境界之輪迴. 18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16 境界之輪迴. 12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23 境界之輪迴. 5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30 境界之輪迴. 6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47 境界之輪迴. 10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54 境界之輪迴. 1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61 境界之輪迴. 8 高橋留美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78 極道鮮師. 15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85 極道鮮師. 10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392 極道鮮師. 9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408 極道鮮師. 8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6538 極道鮮師. 7 森本梢子著 其他 1

9786263017887 貓與我的星期五. 4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7894 貓與我的星期五. 2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7900 貓與我的星期五. 6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7917 貓與我的星期五. 1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7924 貓與我的星期五. 3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7948 貓與我的星期五. 5 種村有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167 愛戀流星鏡. 8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181 翼與螢火蟲. 3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198 愛戀流星鏡. 5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211 愛戀流星鏡. 9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228 愛戀流星鏡. 10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235 愛戀流星鏡. 1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242 愛戀流星鏡. 2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259 翼與螢火蟲. 2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266 愛戀流星鏡. 7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273 愛戀流星鏡. 6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280 翼與螢火蟲. 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297 愛戀流星鏡. 3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303 愛戀流星鏡. 4 村田真優著 其他 1

9786263018464 蜜糖女孩＊大作戰. 6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8471 蜜糖女孩＊大作戰. 2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8488 蜜糖女孩＊大作戰. 5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8495 蜜糖女孩＊大作戰. 7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8501 蜜糖女孩＊大作戰. 1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8525 蜜糖女孩＊大作戰. 3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18877 超能力大戰. 7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8891 超能力大戰. 2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8907 愛的木莓寮. 5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38 愛的木莓寮. 2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52 愛的木莓寮. 1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8983 超能力大戰. 15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8990 超能力大戰. 13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003 愛的木莓寮. 3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010 超能力大戰. 6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027 超能力大戰. 3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034 超能力大戰. 8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058 超能力大戰. 12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26896 超能力大戰. 14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065 超能力大戰. 11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072 愛的木莓寮. 4 春田菜菜著 其他 1

9786263019096 超能力大戰. 4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102 超能力大戰. 5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119 超能力大戰. 9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126 超能力大戰. 10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19133 超能力大戰. 1 今井神著 其他 1

9786263020016 誘惑的同居邀約. 4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20023 誘惑的同居邀約. 3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20030 誘惑的同居邀約. 1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20047 誘惑的同居邀約. 2 優木那智著 其他 1

9786263020214 愛情散步. 3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245 愛情散步. 1 吉住涉著 其他 1

9786263020276 搖滾天堂. 7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283 搖滾天堂. 5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06 搖滾天堂. 6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68 搖滾天堂. 3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75 搖滾天堂. 4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82 搖滾天堂. 1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0399 搖滾天堂. 2 酒井真由著 其他 1

9786263021273 茱麗葉成癮 フジマコ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24656 農大菌物語. 2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663 農大菌物語. 4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670 農大菌物語. 5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687 農大菌物語. 3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694 農大菌物語. 6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00 農大菌物語. 1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17 農大菌物語. 2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24 農大菌物語. 4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31 農大菌物語. 5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48 農大菌物語. 3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55 農大菌物語. 1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62 農大菌物語. 6 石川雅之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024779 農大菌物語. 7 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譯 其他 1

9786263024793 農大菌物語. 8 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譯 其他 1

9786263024847 農大菌物語. 7 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譯 其他 1



9786263024861 農大菌物語. 8 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譯 其他 1

9786263026964 護花野獸. 10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6971 護花野獸. 6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6988 護花野獸. 5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6995 護花野獸. 3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7008 護花野獸. 4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7015 護花野獸. 9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7039 護花野獸. 1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7046 護花野獸. 2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7053 護花野獸. 7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7213 CRASH!. 15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20 CRASH!. 8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37 CRASH!. 10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44 CRASH!. 13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51 CRASH!. 9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68 CRASH!. 12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75 CRASH!. 7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82 CRASH!. 5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299 CRASH!. 14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305 CRASH!. 6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312 CRASH!. 3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329 CRASH!. 1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336 CRASH!. 2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343 CRASH!. 16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350 CRASH!. 11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367 CRASH!. 4 藤原友佳作 其他 1

9786263027459 魔法愛莉絲. 1 松本夏實作 其他 1

9786263027466 魔法愛莉絲. 2 松本夏實作 其他 1

9786263027473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6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480 BASTARD!!暗黑破壞神. 7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497 BASTARD!!暗黑破壞神. 5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03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10 BASTARD!!暗黑破壞神. 4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27 BASTARD!!暗黑破壞神. 8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34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2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41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1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58 BASTARD!!暗黑破壞神. 6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65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3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72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1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89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5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596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7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02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19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5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26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4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33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8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40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7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57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4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64 BASTARD!!暗黑破壞神. 9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71 BASTARD!!暗黑破壞神. 3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88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6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695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0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701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3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718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9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725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0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732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2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27749 會長島耕作. 3 弘兼憲史作 其他 1

9786263027985 空手小霸王物語. 5 馬場康誌作 其他 1

9786263028067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1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28074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2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28081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3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28098 惡之教典. 1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8104 惡之教典. 3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8111 惡之教典. 2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漫畫 其他 1

9786263028135 KissXsis親親姊姊. 7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142 KissXsis親親姊姊. 8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159 KissXsis親親姊姊. 6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166 KissXsis親親姊姊. 5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173 KissXsis親親姊姊. 4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180 KissXsis親親姊姊. 3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197 KissXsis親親姊姊. 10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03 KissXsis親親姊姊. 2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10 KissXsis親親姊姊. 9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27 KissXsis親親姊姊. 1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34 兄妹換換愛. 1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41 兄妹換換愛. 2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58 兄妹換換愛. 3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88917 KissXsis親親姊姊. 12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65 KissXsis親親姊姊. 14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72 KissXsis親親姊姊. 11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89 KissXsis親親姊姊. 13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28296 電波之城. 7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8302 電波之城. 6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8319 電波之城. 4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8326 電波之城. 2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8333 電波之城. 3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8340 電波之城. 1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8357 電波之城. 5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8364 電波之城. 5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29446 薄荷戀曲. 5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29453 薄荷戀曲. 4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29491 愛你寶貝. 4 槙陽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507 薄荷戀曲. 2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29538 愛你寶貝. 2 槙陽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552 謊言彼氏. 1 キリシマソウ作 其他 1

9786263029620 愛你寶貝. 1 槙陽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668 薄荷戀曲. 3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29682 愛你寶貝. 7 槙陽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705 薄荷戀曲. 1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29712 愛你寶貝. 6 槙陽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743 愛你寶貝. 3 槙陽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750 愛你寶貝. 5 槙陽子作 其他 1

9786263029767 薄荷戀曲. 6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29774 謊言彼氏. 2 キリシマソウ作 其他 1

9786263029781 旋風管家. 19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804 旋風管家. 22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835 旋風管家. 18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873 旋風管家. 25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880 旋風管家. 1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897 旋風管家. 24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03 旋風管家. 9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10 旋風管家. 12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27 旋風管家. 13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34 旋風管家. 1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41 旋風管家. 21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65 旋風管家. 17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72 旋風管家. 2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29996 旋風管家. 8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029 旋風管家. 16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043 旋風管家. 23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074 旋風管家. 15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098 旋風管家. 2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111 旋風管家. 11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128 旋風管家. 14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197 末日. 10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241 兄妹換換愛. 4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0265 兄妹換換愛. 5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0326 性衝動獵人RIOT. 1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333 性衝動獵人RIOT. 3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340 性衝動獵人RIOT. 4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357 性衝動獵人RIOT. 5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364 性衝動獵人RIOT. 2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0371 潮與虎. 16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388 潮與虎. 29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395 潮與虎. 18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01 潮與虎. 10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18 潮與虎. 1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25 潮與虎. 7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32 潮與虎. 14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49 潮與虎. 2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56 潮與虎. 4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63 潮與虎. 9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70 潮與虎. 27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87 潮與虎. 30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494 潮與虎外傳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00 潮與虎. 3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17 潮與虎. 3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24 潮與虎. 5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31 潮與虎. 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48 潮與虎. 28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55 潮與虎. 17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62 潮與虎. 2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79 潮與虎. 19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86 潮與虎. 24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593 潮與虎. 26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09 潮與虎. 6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16 潮與虎. 25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23 潮與虎. 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30 潮與虎. 1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47 潮與虎. 15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54 潮與虎. 8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61 潮與虎. 2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78 潮與虎. 20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85 潮與虎. 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692 潮與虎. 3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708 潮與虎. 1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0777 境界之輪迴. 2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0852 境界之輪迴. 11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0890 境界之輪迴. 5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0913 境界之輪迴. 4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0920 境界之輪迴. 14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0951 境界之輪迴. 1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019 境界之輪迴. 7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026 境界之輪迴. 12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033 境界之輪迴. 10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057 境界之輪迴. 13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064 境界之輪迴. 15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095 境界之輪迴. 9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118 境界之輪迴. 16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163 境界之輪迴. 3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170 境界之輪迴. 6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187 境界之輪迴. 8 高橋留美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1217 會長島耕作. 12 弘兼憲史作; 耘希譯 其他 1

9786263061323 會長島耕作. 12 弘兼憲史作; 耘希譯 其他 1

9786263061941 魔幻愛莉絲. 1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1958 萬祝. 5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1965 魔幻愛莉絲. 2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1989 萬祝. 4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1996 魔幻愛莉絲. 4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2016 萬祝. 8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023 魔幻愛莉絲. 3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2030 萬祝. 3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047 魔幻愛莉絲. 7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2078 萬祝. 11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085 魔幻愛莉絲. 6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2092 萬祝. 6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108 萬祝. 7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115 魔幻愛莉絲. 5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2139 萬祝. 2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184 萬祝. 10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2221 萬祝. 9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3419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3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26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9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33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7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40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2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57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6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64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8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71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10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88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11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495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5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501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1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518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4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3716 戀花惡魔. 2 桃乃實紅作 其他 1

9786263063730 戀花惡魔. 1 桃乃實紅作 其他 1

9786263063792 霸道新郎 杉尻尾作 其他 1

9786263063815 野狼少年小羊少女. 2 環方好美作 其他 1

9786263063839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6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846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5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853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3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860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2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877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喵! 華師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884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1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891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4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3907 真代家戀愛情結!. 3 久世瑞貴作 其他 1

9786263063914 真代家戀愛情結!. 2 久世瑞貴作 其他 1

9786263063921 真代家戀愛情結!. 1 久世瑞貴作 其他 1

9786263063938 唯愛獨尊!. 3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3945 唯愛獨尊!. 2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3952 唯愛獨尊!. 1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3969 續.天國之犬 堀田敦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3976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3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3983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2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3990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1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4003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4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4010 續.思春未滿. 2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4027 續.思春未滿. 1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4034 續.思春未滿. 3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4065 型男戀愛王國. 9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058 型男戀愛王國. 2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072 型男戀愛王國. 1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089 型男戀愛王國. 7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096 型男戀愛王國. 8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102 型男戀愛王國. 4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119 型男戀愛王國. 5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126 型男戀愛王國. 3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133 型男戀愛王國. 6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140 護花野獸. 4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157 護花野獸. 1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164 護花野獸. 9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171 護花野獸. 6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188 護花野獸. 10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195 戀花惡魔. 2 桃乃實紅作 其他 1

9786263064201 護花野獸. 3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225 戀花惡魔. 1 桃乃實紅作 其他 1

9786263064232 護花野獸. 7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249 護花野獸. 5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263 護花野獸. 2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4270 野狼少年小羊少女. 2 環方好美作 其他 1

9786263064300 型男戀愛王國. 11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317 型男戀愛王國. 12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324 型男戀愛王國. 10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4515 魔法愛莉絲. 2 松本夏實作 其他 1

9786263064553 魔法愛莉絲. 1 松本夏實作 其他 1

9786263064584 BASTARD!!暗黑破壞神. 9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591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3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07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14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7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21 BASTARD!!暗黑破壞神. 7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38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5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45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6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52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7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69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2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76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9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83 BASTARD!!暗黑破壞神. 6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690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2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06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0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20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0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37 BASTARD!!暗黑破壞神. 3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44 BASTARD!!暗黑破壞神. 8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51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3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68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6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75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5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82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4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799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1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805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4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812 BASTARD!!暗黑破壞神. 2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829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8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836 BASTARD!!暗黑破壞神. 5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843 BASTARD!!暗黑破壞神. 4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850 BASTARD!!暗黑破壞神. 11 萩原一至作 其他 1

9786263064973 其中1個是妹妹!. 2 田口一原作; もっつん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5086 會長島耕作. 3 弘兼憲史作 其他 1

9786263065093 空手小霸王物語. 5 馬場康誌作 其他 1

9786263065109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2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16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5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23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4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30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6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47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喵! 華師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54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1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161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3 お米軒作; 相樂總原作 其他 1

9786263065291 真代家戀愛情結!. 1 久世瑞貴作 其他 1

9786263065307 真代家戀愛情結!. 2 久世瑞貴作 其他 1

9786263065314 真代家戀愛情結!. 3 久世瑞貴作 其他 1

9786263065321 KissXsis親親姊姊. 4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338 KissXsis親親姊姊. 10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345 KissXsis親親姊姊. 7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352 KissXsis親親姊姊. 3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369 KissXsis親親姊姊. 9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376 KissXsis親親姊姊. 1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383 KissXsis親親姊姊. 6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390 KissXsis親親姊姊. 8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413 KissXsis親親姊姊. 2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420 惡之教典. 3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5437 惡之教典. 1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5444 惡之教典. 2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5451 KissXsis親親姊姊. 11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468 KissXsis親親姊姊. 13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475 KissXsis親親姊姊. 14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482 KissXsis親親姊姊. 12 DITAMA某作 其他 1

9786263065499 兄妹換換愛. 1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5505 兄妹換換愛. 2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5512 兄妹換換愛. 3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5598 電波之城. 7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5604 電波之城. 3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5611 電波之城. 6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5628 電波之城. 2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5635 電波之城. 4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5642 電波之城. 1 細野不二彥作 其他 1

9786263065819 旋風管家. 13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826 旋風管家. 1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840 旋風管家. 2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857 旋風管家. 24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871 旋風管家. 23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895 旋風管家. 18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918 旋風管家. 15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925 旋風管家. 21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932 旋風管家. 17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949 旋風管家. 25 畑健二郎作作 其他 1

9786263065956 旋風管家. 22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963 旋風管家. 14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970 旋風管家. 12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5994 旋風管家. 9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007 旋風管家. 11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014 旋風管家. 8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038 旋風管家. 19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045 旋風管家. 16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076 謊言彼氏. 2 キリシマソウ作 其他 1

9786263066083 薄荷戀曲. 1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66090 薄荷戀曲. 6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66106 薄荷戀曲. 5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66120 薄荷戀曲. 4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66137 薄荷戀曲. 3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66144 謊言彼氏. 1 キリシマソウ作 其他 1

9786263066151 薄荷戀曲. 2 吉住涉作 其他 1

9786263066168 唯愛獨尊!. 3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6175 唯愛獨尊!. 1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6182 唯愛獨尊!. 2 杉山美和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6304 兄妹換換愛. 4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6311 兄妹換換愛. 5 車谷晴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6328 末日. 10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342 潮與虎. 3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359 潮與虎. 7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366 潮與虎. 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373 潮與虎. 8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380 潮與虎. 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397 潮與虎. 3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03 潮與虎. 24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10 潮與虎. 15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27 潮與虎. 1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34 潮與虎. 5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41 潮與虎. 2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58 潮與虎. 29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65 潮與虎. 20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72 潮與虎. 19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89 潮與虎. 28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496 潮與虎. 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02 潮與虎. 3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19 潮與虎. 27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26 潮與虎. 26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33 潮與虎. 2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40 潮與虎. 6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57 潮與虎外傳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64 潮與虎. 11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88 潮與虎. 13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595 潮與虎. 17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01 潮與虎. 10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18 潮與虎. 30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25 潮與虎. 4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32 潮與虎. 25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49 潮與虎. 22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56 潮與虎. 18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63 潮與虎. 14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70 潮與虎. 16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87 潮與虎. 9 藤田和日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6694 性衝動獵人RIOT. 3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00 性衝動獵人RIOT. 5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17 性衝動獵人RIOT. 1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24 性衝動獵人RIOT. 2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6731 性衝動獵人RIOT. 4 築地俊彥原作; 折音詩千生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073 續.天國之犬 堀田敦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7110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1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7127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3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7134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4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7141 舒特赫爾: 西夏惡靈. 2 伊藤悠作 其他 1

9786263067158 萬祝. 5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165 萬祝. 8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172 魔幻愛莉絲. 4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189 萬祝. 3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196 萬祝. 10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202 萬祝. 11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219 魔幻愛莉絲. 2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226 萬祝. 2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233 萬祝. 6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240 魔幻愛莉絲. 1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271 萬祝. 9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288 魔幻愛莉絲. 5 渡瀨悠宇作作 其他 1

9786263067295 魔幻愛莉絲. 6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318 萬祝. 7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325 魔幻愛莉絲. 3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332 萬祝. 4 望月峰太郎作 其他 1

9786263067349 魔幻愛莉絲. 7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554 沒有你的這份孤單. 3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7561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5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578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9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585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2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592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4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08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10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15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3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22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6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39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7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46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11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53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8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60 藥師寺涼子怪奇事件簿. 1 田中芳樹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其他 1

9786263067677 續.思春未滿. 2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684 續.思春未滿. 1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691 沒有你的這份孤單. 1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7707 沒有你的這份孤單. 2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7714 續.思春未滿. 3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7721 絕對戀愛程式. 1 華夜作 其他 1

9786263067738 愛戀心鑰: LOVE×KEY. 1 能登山圭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7745 噬人. 2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7752 噬人. 3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7769 噬人. 4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7776 噬人. 1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7844 絕對戀愛程式. 2 華夜作 其他 1

9786263067851 愛戀心鑰: LOVE×KEY. 2 能登山圭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7868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1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7875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2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7882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3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7899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4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7905 超弩級少女4946. 1 東毅作 其他 1

9786263067912 超弩級少女4946. 2 東毅作 其他 1

9786263067929 超弩級少女4946. 3 東毅作 其他 1

9786263067936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4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7943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3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7950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2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7967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1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7974 櫻桃戀曲. 4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7981 櫻桃戀曲. 3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7998 櫻桃戀曲. 2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8001 櫻桃戀曲. 1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8018 幻夢天女. 3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25 幻夢天女. 2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32 幻夢天女. 4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49 幻夢天女. 1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56 幻夢天女. 5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63 幻夢天女. 14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70 幻夢天女. 13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87 幻夢天女. 12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094 幻夢天女. 11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00 幻夢天女. 10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17 幻夢天女. 9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24 幻夢天女. 8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31 幻夢天女. 7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48 幻夢天女. 6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55 櫻狩. 中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62 櫻狩. 下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79 櫻狩. 上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186 戀愛狂熱. 1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193 戀愛狂熱. 4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209 戀愛狂熱. 3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216 戀愛狂熱. 2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223 絕對戀愛程式. 1 華夜作 其他 1

9786263068230 愛戀心鑰: LOVE×KEY. 1 能登山圭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8247 噬人. 1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8254 噬人. 3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8261 噬人. 2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8278 噬人. 4 MITA原作; 太田羊羹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8285 愛戀心鑰: LOVE×KEY. 2 能登山圭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8292 絕對戀愛程式. 2 華夜作 其他 1

9786263068308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1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8315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3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8322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4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8339 戀愛塗鴉: 最討厭的那個男孩. 2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8346 超弩級少女4946. 1 東毅作 其他 1

9786263068353 超弩級少女4946. 3 東毅作 其他 1

9786263068360 超弩級少女4946. 2 東毅作 其他 1

9786263068377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2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8384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1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8407 愛情白皮書(漫畫文庫). 4 柴門ふみ作 其他 1

9786263068414 櫻桃戀曲. 4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8421 櫻桃戀曲. 1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8438 櫻桃戀曲. 3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8445 櫻桃戀曲. 2 窪之內英策作 其他 1

9786263068452 戀愛狂熱. 1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469 戀愛狂熱. 2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476 戀愛狂熱. 4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483 戀愛狂熱. 3 八神千歲作 其他 1

9786263068490 櫻狩. 下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506 櫻狩. 中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513 櫻狩. 上 渡瀨悠宇作 其他 1

9786263068551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068568 落第騎士英雄譚. 17 海空陸著; 堤風譯 其他 1

9786263068704 淫魔改造不舉男 晴川シンタ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068728 不期而遇的初戀 ななつの航作; 木易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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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68766 祕密的完美戀人 桃田紗世作 其他 1

9786263068803 戀愛禁止!漫畫家助手也想談戀愛. 2 TAAMO作 其他 1

9786263068827 祕密的老公大人 朝黃光作 其他 1

9786263068834 校園甜心 芝野結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8858 純愛花嫁 華夜作 其他 1

9786263068865 製造小孩的正確方法!. 1 森田毬太原作; 黑田高祥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8872 製造小孩的正確方法!. 2 森田毬太原作; 黑田高祥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8889 製造小孩的正確方法!. 3 森田毬太原作; 黑田高祥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8896 闇夜蜘蛛. 1 漆原三千作 其他 1

9786263068902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fruity flavor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8919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guilty crunch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8940 神社裡的貓科男友 千依作 其他 1

9786263068957 戀愛禁止!漫畫家助手也想談戀愛. 1 TAAMO作 其他 1

9786263068964 闇夜蜘蛛. 2 漆原三千作 其他 1

9786263069039 桃色心機愛上你 櫻田雛作 其他 1

9786263069053 秘密戀愛課 山田小桃作 其他 1

9786263069077 桃色戀愛戰爭 阿南滿雪作 其他 1

9786263069091 新.天國之犬 堀田敦子作 其他 1

9786263069114 秘密的第七堂課。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9121 愛情超迷你. 3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9145 愛情超迷你. 2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9152 愛情超迷你. 1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9169 陷入愛戀的每一天. 2 山田小桃作 其他 1

9786263069183 陷入愛戀的每一天. 1 山田小桃作 其他 1

9786263069442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bitter sweet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459 貧窮千金浪漫戀 天音佑湖作 其他 1

9786263069466 貧窮千金浪漫戀. 2, 公爵家的愛情紅線 天音佑湖作 其他 1

9786263069473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Creamy sugar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480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evil essence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503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Dark spice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527 祕密的完美戀人 桃田紗世作 其他 1

9786263069572 戀愛禁止!漫畫家助手也想談戀愛. 2 TAAMO作 其他 1

9786263069589 祕密的老公大人 朝黃光作 其他 1

9786263069596 校園甜心 芝野結花作 其他 1

9786263069602 純愛花嫁 華夜作 其他 1

9786263069626 製造小孩的正確方法!. 1 森田毬太原作; 黑田高祥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9633 製造小孩的正確方法!. 2 森田毬太原作; 黑田高祥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9640 製造小孩的正確方法!. 3 森田毬太原作; 黑田高祥作畫 其他 1

9786263069657 闇夜蜘蛛. 1 漆原三千作 其他 1

9786263069664 闇夜蜘蛛. 2 漆原三千作 其他 1

9786263069688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guilty crunch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695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fruity flavor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69701 神社裡的貓科男友 千依作 其他 1

9786263069718 戀愛禁止!漫畫家助手也想談戀愛. 1 TAAMO作 其他 1

9786263069756 桃色心機愛上你 櫻田雛作 其他 1

9786263069824 秘密戀愛課 山田小桃作 其他 1

9786263069831 桃色戀愛戰爭 阿南滿雪作 其他 1

9786263069855 陷入愛戀的每一天. 1 山田小桃作 其他 1

9786263069886 愛情超迷你. 2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9893 愛情超迷你. 1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9909 愛情超迷你. 3 七島佳那作 其他 1

9786263069916 秘密的第七堂課。 千葉梢作 其他 1

9786263069985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Creamy sugar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80003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bitter sweet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80027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Dark spice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80034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 evil essence 瑞穗梨乃作 其他 1

9786263080041 陷入愛戀的每一天. 2 山田小桃作 其他 1

9786263080058 貧窮千金浪漫戀 天音佑湖作 其他 1

9786263080065 貧窮千金浪漫戀. 2, 公爵家的愛情紅線 天音佑湖作 其他 1

9786263080607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1 春野友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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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083486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7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493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2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509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6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516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5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523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1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530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3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547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9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554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4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561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8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783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9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790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7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806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4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813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2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820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3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837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8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844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5 春野友矢作 其他 1

9786263083851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6 春野友矢作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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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85114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20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121 國王排名. 7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312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20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085732 野狼少年小羊少女. 1 環方好美著; 曉宜譯 其他 1

9786263086401 野狼少年小羊少女. 1 環方好美著; 曉宜譯 其他 1

9786263086593 旋風管家. 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6661 旋風管家. 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7019 旋風管家. 26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7026 旋風管家. 27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7040 旋風管家. 28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7064 旋風管家. 29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7071 旋風管家. 3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7095 旋風管家. 31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8238 旋風管家. 26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8245 旋風管家. 27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8252 旋風管家. 28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8269 旋風管家. 29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8276 旋風管家. 30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8283 旋風管家. 31 畑健二郎作 其他 1

9786263088474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山田ヒツ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88849 湛藍牢籠 前傳 小鹿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8887 棄海: 波弟大冒險 小說 八千子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089839 棄海: 波弟大冒險 小說 八千子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0071 棄海: 波弟大冒險 小說 八千子作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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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0576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21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668 湛藍牢籠 前傳 小鹿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774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21 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866 湛藍牢籠 前傳 小鹿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0910 給和平一個機會: 約翰.藍儂未完成的夢!: 搖滾傳奇生前最後一場與小野洋子的重要專訪,關於永恆的愛、和平與真理。大衛.薛夫著; 何佳芸譯 1版 精裝 1

9786263160927 Ask me why 古市憲寿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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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1030 不講武德!Minecraft最強指令破格使用法 盧品霖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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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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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版 平裝 1

9786263161177 亡者之謎= Manner of death Sammon作; 胡矇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161184 亡者之謎= Manner of death Sammon作; 胡矇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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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1337 喜歡的東西 猫田リコ作; 張凱倫譯 1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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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易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1412 blanc 中村明日美子作; 木易譯 1版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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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1481 謝佳見: 臨界之地Land Boundary 謝佳見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566 雖然是朋友但很美味 さきしたせんむ作; 熊次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573 宇宙兄弟. 33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634 謝佳見: 臨界之地Land Boundary 謝佳見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1719 雖然是朋友但很美味 さきしたせんむ作; 熊次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726 宇宙兄弟. 33 小山宙哉作; 施凡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1788 愛戀嘉威: 林嘉威個人寫真 林嘉威作; 黃天仁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1818 瀕臨絕種團ResCute 啞鳴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61825 紅皇后= Reina Roja 胡安.高美(Juan Gómez-Jurado)作; 謝琬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1832 沒有名字的人. 3: 失落之城 FOXFOXBEE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1849 Fate/Requiem 星空流星作; Hundreder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856 白色世紀 余卓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1863 白色世紀 余卓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870 白色世紀 余卓軒作 初版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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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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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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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2068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61979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1986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1993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2006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62013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62020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62037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62044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62051 古靈精怪ORANGE☆ROAD(典藏版) 松本泉作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62082 祭品的任務 博士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099 魚乾男偶爾來點辦公室戀愛 春田作; 貝貝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105 長橋= The best we could do 裴芳詩(Thi Bui)文.圖;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2112 日系寫真風格編修術: 活用Lightroom掌握營造作品情境的竅門嵐田大志著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129 愛情躍然紙上 茱迪.皮考特, 撒曼莎‧凡里爾作; 朱崇旻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2143 獎勵要在調教之後 にやま作; AKIRA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150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下 西本ろう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167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上 西本ろう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174 香格里拉之鳥. 2 座裏屋蘭丸作; 田心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266 愛戀 林嘉威: Wico Line Photobook 林嘉威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280 農大菌物語. 9 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10 獎勵要在調教之後 にやま作; AKIRA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27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下 西本ろう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34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上 西本ろう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41 香格里拉之鳥. 2 座裏屋蘭丸作; 田心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389 農大菌物語. 9 石川雅之作; 蔡德襄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440 愛戀 林嘉威: Wico Line Photobook 林嘉威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471 死役所 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2488 Gucci: 精品帝國真實的慾望、愛恨與興衰,時尚黑寡婦驚世駭俗的豪門謀殺案。莎拉.蓋伊.福登著; 金瑄桓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495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2501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2518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2525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62532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62549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62556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62563 三隻眼(典藏版) 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62570 王牌酒保6stp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漫畫;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2587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62594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62600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62617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162624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162631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3162648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3162655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6263162662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6263162679 三國志(典藏版) 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6263162693 彩虹小馬. 11, 喜樂佳節 路易絲.亞歷山大(Louise Alexander)作; 朱崇旻翻譯1版 精裝 1

9786263162709 禍國: 歸程 十四闕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162716 禍國: 歸程 十四闕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162723 第五證人 寧悅淩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730 緋紅天空下= Beneath a scarlet sky 馬克.蘇立文(Mark Sullivan)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747 睿智賈老傳奇 孫唯瑄, 葉思佑作 1版 精裝 1

9786263162754 隨生命之流活出自己 山中拓也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2761 人類事評論 約翰.葛林作; 甘鎮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2778 沒有名字的人. 4: 末日審判 FOXFOXB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2785 冰雪奇緣: 聖誕派對(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 安瑞雅.派史納桑切斯(Andrea Posner-Sanch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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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2792 料理鼠王: 大塊起司(迪士尼雙語繪本STEP 2) 愛波.喬登(Apple Jordan)作;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Sabrina Liao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162808 圖解 零基礎速效攝影講座 河野鐵平攝影.文字; 萩原まお繪圖;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815 微波爐男孩的假期: 別樣旅行紀實 WeTV, 結果娛樂著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822 <<苡見鍾情>>巫苡萱寫真書 巫苡萱作; 莉奈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2839 <<與你襄遇>>林襄寫真書 林襄作; 莉奈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2853 喜歡的東西 貓田リコ作; 張凱倫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891 喜歡的東西 貓田リコ作; 張凱倫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2921 空母伊吹 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62938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6263162945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梧原作; 一乃ゆゆ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62952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2969 IDOL: 周予天寫真 周予天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2976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62983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162990 MAO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163003 怪物王女. 惡夢篇 光永康則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3010 紅皇后 胡安.高美(Juan Gómez: Jurado)作; 謝琬湞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041 這份喜歡是真的。 たき猫背作; 張凱倫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065 白色世紀. I 余卓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072 白色世紀. II 余卓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089 白色世紀. III 余卓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096 Fate/Requiem. 2 星空流星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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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63119 亡者之謎Manner of Death. 上 Sammon作; 許瑤蓉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164 花嵐的血族 夜光花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171 烈火的血族 夜光花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188 明天請和我談戀愛!. 5 山本小鐵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195 鳴鳥不飛. 7 ヨネダコウ作;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201 微波爐男孩的假期 WeTV, 結果娛樂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249 白色世紀. I 余卓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256 白色世紀. II 余卓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263 白色世紀. III 余卓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270 Fate/Requiem. 2 星空流星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3287 這份喜歡是真的。 たき猫背作; 張凱倫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294 紅皇后 胡安.高美(Juan Gómez: Jurado)作; 謝琬湞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362 花嵐的血族 夜光花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379 烈火的血族 夜光花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3386 微波爐男孩的假期 WeTV, 結果娛樂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393 鳴鳥不飛. 7 ヨネダコウ作;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409 明天請和我談戀愛!. 5 山本小鐵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3423 執狼之耳= I hold a wolf by the ears 勞拉.范登伯格(Laura van den Berg)作; 甘鎮隴譯1版 平裝 1

9786263163430 擺脫新手趁現在!Minecraft 2022達人指導打好基底實戰570+招GOLDEN AXE作; 盧品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3447 救了遇到痴漢的S級美少女才發現是鄰座的青梅竹馬謙之字作; Kyo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3454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163461 關於我靠前世所學讓底層職業的馴魔師大翻身這檔事可換環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3478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Jaki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3522 第一次不愛你就上手 夢若妍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3539 你的右手有蜂蜜香 片岡翔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3546 彩虹小馬. 12, 可愛奇兵 麥格諾莉亞.貝拉(Magnolia Belle)作; 朱崇旻翻譯1版 精裝 1

9786263163553 月光變奏曲 青浼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3560 月光變奏曲 青浼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63577 月光變奏曲 青浼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163591 蜘蛛人與驚奇之友: 三人之力,無所畏懼= The power of three (Marvel spidey and his amazing friends)史蒂夫.貝林(Steve Behling)作; 劉銘廷譯 1版 精裝 1

9786263163607 從沒碰過的玩法PLUS版!Minecraft金牌密技大全集2022最新版對應[麥塊職人組合]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3621 David Bowie: 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 瑪麗亞.艾塞(María Hesse)作 1版 精裝 1

9786263163638 今天的天氣適合辭職 朴秀真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3645 我的Minecraft DIY大事典: Nintendo Switch版完全攻略麥塊職人組合作; 盧品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63652 原創星球作品集. 2022: 星球爭霸戰史記 尖端小說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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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626316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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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6263163676 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 EROKI原作; 斑鰶幼魚漫畫; 蔡柏頤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3690 總之就是很可愛 官方FANBOOK 結婚金言集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3706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影像書 TVBS、史坦利國際傳媒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3713 死役所 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3720 死役所 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3737 密室的鑰匙借給你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744 朝密室射擊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751 完全犯罪需要幾隻貓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768 不適合交換殺人的夜晚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775 請勿在此丟棄屍體 東川篤哉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3782 好想趕快成為名偵探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799 我討厭的偵探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805 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812 少女不十分 西尾維新作; 林香吟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63829 沒有名字的人. 5 FOXFOXBEE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3836 春天的幻影 王少杰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3850 北極星灑落之夜 李琴峰作.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63867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一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6263163874 我們的重製人生 木緒なち作; 陳冠安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63881 阿爾蒂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163904 那日是戀情的終結 屑人作; 貝貝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3911 我最討厭的學長(全) 春山モト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3928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 Fly, 千田衛人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63935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63942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真銘譚 長月達平, 大塚真一郎, 野崎つばだ作;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3959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長月達平, 大塚真一郎, マツセダイチ作;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63966 殺手寓言 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3973 殺手寓言 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4000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63997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64017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Jaki原作; Yamorichan漫畫; 郭子菱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4024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164048 掌心創世記 小川麻衣子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64055 國王排名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164062 明天請和我談戀愛! 山本小鐵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64079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4086 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原作; 黑瀨浩介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164109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 高久尚子著; H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164116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松本ひで吉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164123 流汗吧!健身少女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164130 日向的青空 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64147 偵探已經,死了。 二語十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164154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小林湖底作; 楊佳慧翻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164161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作; 楊佳慧翻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164178 回到華燈初上時 張哲生, 報時光UDNtime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4185 ADAM: 林冠宇同名寫真 林冠宇Adam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4192 文具整理術: 用得順手、方便收藏!文具控一定要知道的整理收納法福島槙子作; 林琬清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4208 結與書系列. 1, <>的專情 野村美月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4215 結與書系列. 2, 最後一間書店 野村美月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4222 人類事評論: 漫談這顆以人類為主的星球(<<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作者最具影響力五星Podcast選集)約翰.葛林作; 甘鎮隴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239 緋紅天空之下 馬克.蘇利文(Mark Sullivan)作; 甘鎮瓏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246 隨生命之流活出自己(米津玄師盛讚!THE ORAL CIGARETTES主唱寫真散文集)山中拓也作; 李惠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253 第五證人 寧悅淩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260 阿神帶你進入YouTube影音網紅金殿堂 阿神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284 擺脫新手趁現在!Minecraft 2022達人指導打好基底實戰570+招GOLDEN AXE作; 盧品霖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291 國王排名. 9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07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2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14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3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38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1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45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8 衣笠彰梧原作; 一乃ゆゆ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52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影像書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69 GUCCI：精品帝國真實的慾望、愛恨與興衰，時尚黑寡婦驚世駭俗的豪門謀殺案。莎拉.蓋伊.福登(Sara Gay Forden)作; 金瑄桓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76 君戀. 社會人篇. 2 波真田かもめ, 冬乃郁也, はぜはら西 , イシノアヤ, 蔦森結, 我守丸, 青山マヲ, 霜月かいり, 村崎ユカリ, 中田アキラ作; 熊次郎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83 君戀. 社會人篇. 3 中田アキラ, 冬乃郁也, はぜはら西, 波真田かもめ, 霜月かいり, うまのほねこ, 緒花, カネキ, 晴野ヤコ, 斑目ヒロ, 夏糖作; 熊次郎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390 君戀. 學生篇. 2 カシオ, 仔縞楽々, 束原さき, WELL DONE山田, 高木ユーナ, Maria, 如月あい, 茶渋たむ, 貓野まりこ, 栗戶なつ, 阿部はちた作; 貝貝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06 君戀. 學生篇. 3 田倉トヲル, エヌオカヨチ, 貓野まりこ, 束原さき, 如月あい, 高木ユーナ, 七ノ日, カシオ, 栗戶なつ, 阿部はちた, Maria, 茶渋たむ作; 貝貝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13 國王排名. 9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20 人類事評論: 漫談這顆以人類為主的星球(<<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作者最具影響力五星Podcast選集)約翰.葛林作; 甘鎮隴譯 其他 1

9786263164437 緋紅天空之下 馬克.蘇利文(Mark Sullivan)作; 甘鎮瓏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44 隨生命之流活出自己(米津玄師盛讚!THE ORAL CIGARETTES主唱寫真散文集)山中拓也作; 李惠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51 第五證人 寧悅淩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68 阿神帶你進入YouTube影音網紅金殿堂 阿神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82 擺脫新手趁現在!Minecraft 2022達人指導打好基底實戰570+招GOLDEN AXE作; 盧品霖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499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2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05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3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29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1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36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8 衣笠彰梧原作; 一乃ゆゆ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43 女兵日記.女力報到影像書 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50 GUCCI：精品帝國真實的慾望、愛恨與興衰，時尚黑寡婦驚世駭俗的豪門謀殺案。莎拉.蓋伊.福登(Sara Gay Forden)作; 金瑄桓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67 君戀. 社會人篇. 2 波真田かもめ, 冬乃郁也, はぜはら西, イシノアヤ, 蔦森結, 我守丸, 青山マヲ, 霜月かいり, 村崎ユカリ, 中田アキラ作; 熊次郎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74 君戀. 社會人篇. 3 中田アキラ, 冬乃郁也, はぜはら西, 波真田かもめ, 霜月かいり, うまのほねこ, 緒花, カネキ, 晴野ヤコ, 斑目ヒロ, 夏糖作; 熊次郎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81 君戀. 學生篇. 2 カシオ, 仔縞楽々, 束原さき, WELL DONE山田, 高木ユーナ, Maria, 如月あい, 茶渋たむ, 貓野まりこ, 栗戶なつ, 阿部はちた作; 貝貝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598 君戀. 學生篇. 3 田倉トヲル, エヌオカヨチ, 貓野まりこ, 束原さき, 如月あい, 高木ユーナ, 七ノ日, カシオ, 栗戶なつ, 阿部はちた, Maria, 茶渋たむ作; 貝貝譯1版 其他 1

9786263164604 自然夜景攝影技巧入門 田中達也著; 周明憲譯 1版 平裝 1

9786263164857 解憂禪語錄: 不再預支煩惱與焦慮,掃除心靈垃圾的生活練習細川晋輔著; 葉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4864 解憂禪語錄: 不再預支煩惱與焦慮,掃除心靈垃圾的生活練習細川晋輔著; 葉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4895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8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901 與你共度今夜. 第一章 木下けい子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7155 與忠犬男友的相愛步驟 水名瀨雅良作; 野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918 好想趕快成為名偵探(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4925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7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932 與你共度今夜. 第二章 木下けい子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949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1Jaki原作; Yamorichan漫畫; 郭子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956 不適合交換殺人的夜晚(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4963 少女不十分(全新插畫版) 西尾維新作; 林香吟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4970 自我中心的KISS TOWA作; 貝貝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4987 完全犯罪需要幾隻貓?(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4994 我討厭的偵探(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007 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014 密室的鑰匙借給你(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021 朝密室射擊!(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038 請勿在此丟棄屍體(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藍云辰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052 怪物王女. 惡夢篇. 2 光永康則作; 游若琪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069 救了遇到痴漢的S級美少女才發現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3謙之字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076 春天的幻影 王少杰作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083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9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090 阿爾蒂. 13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106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2Jaki原作; Yamorichan漫畫; 郭子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113 David Bowie: 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 瑪麗亞.艾塞(María Hesse)作; 陳小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120 你的右手有蜂蜜香 片岡翔作; 黃涓芳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137 與你共度今夜 最終章(全) 木下けい子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144 不適合交換殺人的夜晚(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151 少女不十分(全新插畫版) 西尾維新作; 林香吟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168 好想趕快成為名偵探(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175 自我中心的KISS TOWA作; 貝貝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182 完全犯罪需要幾隻貓?(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199 我討厭的偵探(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205 要是沒有偵探就好了(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212 密室的鑰匙借給你(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229 朝密室射擊!(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張鈞堯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236 與你共度今夜. 第一章 木下けい子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243 與你共度今夜. 第二章 木下けい子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250 與你共度今夜完 木下けい子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267 請勿在此丟棄屍體(全新插畫版) 東川篤哉作; 藍云辰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281 你的右手有蜂蜜香 片岡翔作; 黃涓芳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298 救了遇到痴漢的S級美少女才發現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3謙之字作; 許昆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304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7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11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8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28 怪物王女. 惡夢篇. 2 光永康則作; 游若琪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35 春天的幻影 王少杰作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65342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9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59 阿爾蒂. 13 大久保圭作; SCALY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66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2Jaki原作; Yamorichan漫畫; 郭子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73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1Jaki原作; Yamorichan漫畫; 郭子菱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80 與忠犬男友的相愛步驟 水名瀨雅良作; 野慎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397 David Bowie: 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 瑪麗亞.艾塞(María Hesse)作; 陳小雀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403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1Jaki, Yamorichan著; 御門幻流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410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1Jaki, Yamorichan著; 御門幻流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434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2Jaki, Yamorichan著; 許昆暉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441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團聽我號令. 2Jaki, Yamorichan著; 許昆暉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526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電影劇照書 華映娛樂作 1版 平裝 1

9786263165618 純粹 田舞陽數位寫真 田舞陽, Josh, 黃天仁攝影工作室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625 純粹 田舞陽數位寫真 田舞陽, Josh, 黃天仁攝影工作室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922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2 山田羊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939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電影劇照書 華映娛樂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946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電影劇照書 華映娛樂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953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12 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960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12 蝸牛くも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597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 10長月達平作; 柯冠廷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984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 10長月達平作; 柯冠廷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5991 一花一天堂Ooi Choon Liang畫冊 Ooi Choon Li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004 一花一天堂Ooi Choon Liang畫冊 Ooi Choon Li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011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0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28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0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35 天獄. 1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42 天獄. 1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59 天獄. 2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66 天獄. 2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73 天獄. 3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80 天獄. 3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097 天獄. 4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03 天獄. 4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10 天獄. 5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27 天獄. 5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沅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34 天獄. 6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41 天獄. 6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58 天獄. 7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65 天獄. 7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72 天獄. 8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89 天獄. 8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196 天獄. 9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02 天獄. 9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19 北極星灑落之夜 李琴峰作.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226 北極星灑落之夜 李琴峰作.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233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1 椎名橙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40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1 椎名橙作; K.T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57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2 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64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2 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71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3 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88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3 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295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4 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01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4 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18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5 椎名橙作; 雨非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25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5 椎名橙作; 雨非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32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6 椎名橙作; 雨非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49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6 椎名橙作; 雨非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56 我們的重製人生. 4 木緒なち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363 我們的重製人生. 4 木緒なち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370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9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87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9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394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10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400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10 蘇募ロウ作; 泪紫音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417 原創星球NOVEL STAR 2022: 寫作爭霸戰史記 原創星球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424 原創星球NOVEL STAR 2022: 寫作爭霸戰史記 原創星球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431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01) 小林湖底作; 楊佳惠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448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01 小林湖底作; 楊佳惠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455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2 山田羊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462 偵探已經,死了。. 4 二語十作; Ky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479 偵探已經,死了。. 4 二語十作; Ky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486 國王排名. 10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493 國王排名. 10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509 第一次不愛你就上手 夢若妍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516 第一次不愛你就上手 夢若妍作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523 結與書: <<外科室>>的一心一意 野村美月作; HAN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530 結與書: <<外科室>>的一心一意 野村美月作; HAN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547 結與書: <<最後一間書店>>的漫長結局 野村美月作; HAN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554 結與書: <<最後一間書店>>的漫長結局 野村美月作; HAN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561 緋彈的亞莉亞. 35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578 緋彈的亞莉亞. 35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585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真銘譚. 3長月達平,野崎つばた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592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真銘譚. 3長月達平,野崎つばた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6608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3 松本ひで吉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615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3 松本ひで吉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其他 1

9786263166769 3月的夢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6776 3月的夢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6783 邁向溫暖的家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6790 邁向溫暖的家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6806 聽見你的聲音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6813 聽見你的聲音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6820 永恆的幸福的時光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6837 永恆的幸福的時光 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其他 1

9786263167278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1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285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1 水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292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1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08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2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15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3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22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4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39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5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60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3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77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3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84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2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391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2 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421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7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438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6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04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5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11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5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28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4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35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4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42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3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59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3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66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2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773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2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采璇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858 國王排名. 11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其他 1

9786263167865 國王排名. 11 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譯 其他 1

9786263167872 無罪之日 早見和真作; 陳又華譯 其他 1

9786263167889 無罪之日 早見和真作; 陳又華譯 其他 1

9786263167896 黃金神威. 25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902 黃金神威. 25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67933 天獄. 10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9786263167940 天獄. 10 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喬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9834 七大市場力量: 商業策略的基礎 漢米爾頓.海爾默(Hamilton Helmer)著; 李芳齡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05

送存冊數共計：1251

城邦商業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3002 俏麗女主任的肉體色誘戰術行得通嗎?. 1 小武(Xiaowoo)著; Ryu譯 其他 1

9789865583965 跟你做色色的事 きくらげ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83972 動情騷兔 SAVAN作; 堤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037 跟你做色色的事 きくらげ作; 熊次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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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9136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5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43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1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50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 5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67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1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74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2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81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3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198 沈浸魚水之歡的戀人 SAVAN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04 蜜糖般的性活 ユズハ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11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2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28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3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35 沈浸魚水之歡的戀人 SAVAN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42 蜜糖般的性活 ユズハ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59 什麼都別問,讓我抱妳吧: 虛張聲勢處女與別有隱情野狼澤村鞠子作; AKIR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73 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 變態高富帥展露無遺的佔有慾. 1かずいち作; SCALY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80 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 變態高富帥展露無遺的佔有慾. 1かずいち作; SCALY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297 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 變態高富帥展露無遺的佔有慾. 2かずいち作; SCALY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03 自稱男友的愛如膠似漆: 變態高富帥展露無遺的佔有慾. 2かずいち作; SCALY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10 噗咻噗咻潮水四濺 いつつせ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27 甜蜜榨汁日常 SAVAN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34 噗咻噗咻潮水四濺 いつつせ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41 甜蜜榨汁日常 SAVAN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58 在妳體內綻放的性春 荒巻越前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65 在妳體內綻放的性春 荒巻越前作; HAKU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72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4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89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4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396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5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402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神技. 5 柚樹ちひろ作; Imo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419 粉紅蜜處 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9426 粉紅蜜處 八尋ぽ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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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87044 19-20世紀植物圖鑑: 從200多幅植物剖析掛畫認識植物學的世界安娜.羅倫(Anna Laurent)作; 張雅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7396 Formosan fashion: contemporary fashion design in Taiwan-an overview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4087570 收納櫃設計完全解剖書(暢銷更新版): 好用的櫃子就是要這樣設計!從機能、動線、尺寸和材質開始,讓家住得更舒適!收納從此沒煩惱!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4087655 室內設計公司數位經營革命: 內部管理+外部營銷,數位化轉型迎向成長伊藤謙著; 劉德正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14853 怕熱的樹蛙 余素君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14891 飛越創傷: 蛻變的奧祕= Trauma and beyond: the mystery of transformation烏蘇拉沃爾茲(Ursula Wirtz)著作; 呂曉婷(Kathy Lu), 李佳怡(Ann Chia-Yi Li)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907 袁繽人生隨筆漫畫集 袁繽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14914 祩宏大師老境思維之理論與實踐 陳松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921 等待一個我 Tommy Woo圖.文 精裝 1

9789865514938 沒想到...... 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969 莊子寓言選錄 蘇志誠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14976 為什麼有教會?: 三卷本教程第三卷= Perché la chiesa路易吉.朱撒尼(Luigi Giussani)作; 靖保路(Giuseppe Jing)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514983 高精密度嵌入式軍規遙控模組之研究 何健鵬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麥浩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城邦印書館

送存冊數共計：1

紳士



9789865514990 羶臊味之吻= Allopatric divine kiss 稀客馬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528 鰻: 窺天閣主人全集 散文與詩 陳宗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113004 人類學家遇上南庄頭目 JN小傑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13028 羶臊味之吻 稀客馬尼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13059 阿迪與他的同學們: 要不要說呢? 柯宥璿文; 羅珮瑄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113073 香水人生路 書涵云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13080 咖啡的禮物詩集 千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113103 象徵主義前期與其在中華文化世界中的接受問題: 以迦爾洵、梅烈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為例= Рецепция раннесимволистской эпохи в мире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Гаршин,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Сологуб瓦列格夫(Волегов 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4042 不小心約到上司怎麼辦 希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4059 以你的名字寫一場浪漫 三杏子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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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2360 東溪漫談 李慶雄(逸林)編 平裝 1

9789868972377 小巷舊事 屏東縣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7237 劉永仁: 弧的遠方= The arc from afar: Liú Yung-jen solo exhibition廖倩慧總編輯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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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4203 活用數學會考通. 6(N版) 盧建民, 馬國禎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34210 活用數學會考通. 6(K版) 盧建民, 馬國禎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34227 活用數學會考通. 6(H版) 盧建民, 馬國禎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555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21年17th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992 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生物複習講義 林建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4005 精準制高中資優數學講義. 第1冊 朱正康編著 修訂2版 平裝 1

9789862244029 精準制高中資優數學講義. 第2冊 朱正康編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2244036 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物理複習講義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4043 精準制高中學測國文總複習 嚴月霞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6327 藏思: 在藏身之處思念你,將沒說出口的話語,藏在詩裡林保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思考致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帝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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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2944 走過的路必留下痕跡(夕陽無限好) 林瑤棋作 平裝 1

9789869612951 消失的夢: 蔡慶彰圖繪小說 蔡慶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775 普賢上師言教: 隴千心髓前行要訣 巴智仁波切著; 持明仁增塔欽仁波切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0102 印卡塞隆 凱瑟琳.費舍爾著; 林冠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409 姊妹情聲 瑪莉.卡特著; 林淑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294 穿著PRADA的人魚王子 袁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645 驅魔少女: 九首傳奇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652 捍衛雅各 威廉.藍迪作;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669 空洞的十字架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676 神棄之地 唐納.雷.波拉克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683 異遊鬼簿: 魔女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690 確幸之書 尼爾.帕斯瑞查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06 荊棘之路 羅斯.湯瑪斯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13 沉默的病人 艾力克斯.麥可利迪斯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20 半徑六十六公分的幸福 堀川波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37 時薪三百圓的死神 藤萬留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68 怪奇博物館. 1, 黑色繩索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75 黃泉委託人: 血戰場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82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3: 寶藏. 上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799 命運鐘擺 亞當.哈姆迪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05 雪影迷蹤 泰絲.格里森作;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12 打噴嚏 九把刀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412829 海上牧羊人 C.S. 福里斯特作; 牛世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36 迷宮男 多那托.卡瑞西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43 青銅騎士. II 寶琳娜.西蒙斯作;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50 世界最有趣的企鵝的秘密= 世界一おもしろいペンギンのひみつ : もしもペンギンの赤ちゃんが絵日記をかいたら上田一生(企鵝博士)監修;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67 我的A級秘密= Can you keep a secret? 蘇菲.金索拉作; 牛世竣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874 死亡回聲= Skumtimmen 尤翰.提歐林作;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81 有你說晚安,我才好入眠 洛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898 異遊鬼簿: 死靈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904 禁忌錄: 懷孕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911 怪奇博物館. 2, 人頭魚缸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928 羅斯福遊戲= ルーズヴェルト.ゲーム 池井戶潤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935 怪奇博物館. 3, 座敷靈. 上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942 驅魔少女: 無悔之路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2959 我的櫻花戀人= 桜のような僕の恋人 宇山佳祐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966 神棄之地= The devil all the time 唐納.雷.波拉克作; 林立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2973 青雲之路= As the crow flies 傑佛瑞.亞契(Jeffery Archer)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12980 青雲之路= As the crow flies 傑佛瑞.亞契(Jeffery Archer)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12997 長夜難明 紫金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3000 火花= 火の粉 雫井脩介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017 怪奇博物館. 104, 座敷靈. 下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持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天出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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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藝社



9789577413024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4: 寶藏. 中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031 檢方的罪人= 検察側の罪人 雫井脩介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3048 1920魔幻女孩= Twenties girl 蘇菲.金索拉作; 牛世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055 消失的吹哨人= Force of nature 珍.哈珀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062 超效率學習法= 人生にゆとりを生み出す 知の整理術pha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079 異遊鬼簿. 外傳: 人魚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086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5: 寶藏. 下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093 我知道一個秘密= I know a secret 泰絲.格里森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109 激發最大學習效率的輸入大全= 学び効率が最大化する インプット大全樺澤紫苑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116 時薪三百圓的死神= 時給三〇〇円の死神 藤萬留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3123 第十年的情人節= 素敵な日本人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3147 怪奇博物館. 105, 撈屍匠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154 我和你的半徑之間= ぼくときみの半径にだけ届く魔法七月隆文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161 銀河食堂之夜= 銀河食堂の夜 佐田雅志作;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178 Noel耶誕節= ノエル: a story of stories 道尾秀介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185 不談成功,來說說幸福吧!= 成功ではなく、幸福について語ろう岸見一郎作;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192 命定之人=The one 約翰.馬爾斯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08 黑森林的白玫瑰= White rose,black forest 約恩.丹普西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15 就算從未忘記 Midd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22 愛情總是不經意地開始= 恋はいつもなにげなく始まってなにげなく終わる。林伸次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39 黃泉委託人: 逆天行動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46 暗戀Carzy Misa, Sophia, 笭菁, 晨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53 你沒說的秘密= Everything we keep 凱瑞.朗絲黛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60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6: 妖魔道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277 陰界黑幫 Div著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577413291 棄業醫生的秘密日記= This is going to hurt 亞當.凱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07 銀行家的妻子= The banker's wife 克里斯蒂娜.艾格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14 禁忌錄: 屍變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21 怪奇博物館. 106, 跳龍門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38 磨練靈魂讓夢想如魔法般實現= 魂磨きで魔法のように願いを叶える水紀華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45 愛我,殺了我= Jar of hearts 珍妮佛.席利爾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52 失蹤的孩子= The missing ones 派翠西亞.吉布妮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69 失蹤的女孩= Then she was gone 麗莎.朱爾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76 醫院殺手= Doing harm 凱利.帕森斯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390 夜訪急診室= Life support 泰絲.格里森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06 時空行者= Timeriders 艾利克斯.史卡羅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13 時空行者. II= Timeriders: day of the predator 艾利克斯.史卡羅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20 換身双子= フーガはユーガ 伊坂幸太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37 離開前,我想跟你說......= ぼくが子どものころ、ほしかった親になる。幡野廣志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44 七個謊言= Seven lies 伊莉莎白.凱伊作; 周倩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51 如何過退休生活= 定年をどう生きるか 岸見一郎作;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68 意外的目擊者= I am watching you 泰瑞莎.德瑞斯戈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75 黃泉委託人: 死神印記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82 驅魔少女: 前塵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499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7: 塵世道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512 下個10000小時,你打算怎樣過? 周結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543 花嫁陷阱= The other woman 珊蒂.瓊斯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550 安寧的祝福= サイレント.ブレス看取りのカルテ南杏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604 巧合製造師= The coincidence makers 約夫.布盧姆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611 交通警察之夜= 交通警察の夜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7413628 希望= 望み 雫井脩介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710 致富的秘密= The having: the secret art of feeling and growing rich李叙玧, 洪宙妍作; 牛世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826 七月七日雨 Sophia, 尾巴, 晨羽,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833 財務自由之路= 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 your road map to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a rich, free lifeJL.柯林斯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840 「勇氣」與「財富」的法則= ふがいない僕が年下の億万長者から教わつた「勇気」と「お金」の法則小林昌裕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901 天使在人間= Entertaining angels 茱蒂.杜亞特作; 薛慧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918 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變現的能力 臨公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3925 喜鵲謀殺案= Magpie murders 安東尼.赫洛維茲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212 以眨眼乾杯= ウインクで乾杯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229 夜不語詭秘檔案. 201: 鏡仙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236 火祭殺人預告= The puppet show 麥克.克拉文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243 我的妻子是殺人犯= My lovely wife 珊曼莎.唐寧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540 我們想回家了= 僕たちはもう帰りたい さわぐちけいすけ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557 怪奇博物館. 201, 鬼櫃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663 另一個夫人= The other Mrs 瑪麗.庫碧卡作; 周倩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687 極簡人生= Love people,use things: because the opposite never works約書亞.菲爾茲.密爾本, 萊恩.尼克迪穆作; 牛世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694 逝者=The lost man 珍.哈珀作; 牛世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700 半自白= 半落ち 橫山秀夫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717 夜不語詭秘檔案. 202: 沉溺池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724 來自過世至親的訊息= Signs: 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universe蘿拉.琳恩.傑克遜作; 李麗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731 前男友的遺書= 元彼の遺言状 新川帆立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748 碎片人生= Pieces of her 卡琳.史勞特作;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762 這場戀愛是全世界最美的雨= この恋は世界でいちばん美しい雨宇山佳佑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779 月老 九把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4786 怪奇博物館. 202, 見鬼直播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816 黑城= IL MAESSTRO DELLE OMBRE 多那托.卡瑞西作;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823 跟華倫.巴菲特學投資: 投資大師教你的七大投資秘訣瑪麗.巴菲特, 尚恩.尚赫作; 牛世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830 黃泉委託人: 顫慄之森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847 紅線 九把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14878 與逝者溝通= The light between us: stories from heaven. lessons for the living.蘿拉.琳恩.傑克遜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885 沉默的十字架= The child 費歐娜.巴頓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14908 等一個人咖啡 九把刀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414953 好女兒= The good daughter 凱琳.史勞特作;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3457 光澤美肌保養術 王朝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594 1/2的女主角 宋亞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600 春滿乾坤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617 財神妻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624 花開富貴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631 睡睡平安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648 金玉滿堂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43655 金玉滿堂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43662 齊家之寶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679 夫君壞壞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43761 東方星理學. III, 雙星互聯篇 天乙上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24729 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 一, 活佇地景的詩 林宗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36 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 二, 咱愛行的路 林宗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43 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 三, 靈肉和詩共舞 林宗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50 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 四, 生命的舞蹈 林宗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67 林宗源自選詩集五卷. 五, 活的腳跡 林宗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74 水門簾 藍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781 Liederzyklus: 江自得詩集 江自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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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24804 生態詩選(中英對照)= Selected poems on ecology李昌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811 潮汐的祈禱: 生活劄記 汪啟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828 切片夢境 藍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24842 潺潺水聲 陳富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1

送存冊數共計：123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6106 我也曾想過,殺了過去的自己= 做自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Peter Su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1549 讓發聲發生= Et vous,que pensez-vous? 費鴻芳(Françoise Ferrand)著; 楊淑秀, 陳姿宜, 吳新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345 21世紀汽車革命: 電動車全面啟動,自駕車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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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0369 今年我想這樣生活= #Chill: turn off your job and turn on your life布萊恩.E.羅賓森(Bryan E. Robin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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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4145 迷途 年終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14152 迷途 年終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14367 全知讀者視角 sing N song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0614374 全知讀者視角 sing N song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0614398 迷途01+02(限定版) 年終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6387 海想知道. Vol.4, 基隆作為一種靈感= Ocean knows:林宜萱, 涂佳豪, 黃韋智, 張漢寧, 楊宗翰撰文; 鍾宜庭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846394 海想知道. Vol.5, 異鄉味,家鄉情= Ocean knows: 王昱文, Elvina Lutfitayanti(黎妃娜), Yen撰文; 鍾宜庭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6703 海想知道. Vol.6, 乘著信仰的帆= Ocean knows: 尹德根, 李怡志, 林宜萱, 夏仙, 陳芃諭, 陳虹儒, 陳逸宏撰文; 鍾宜庭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96425 問神達人王崇禮平安生肖運籤農民曆. 2022 王崇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6463 神啊!教我如何扭轉乾坤: 從驚心悚魄、感人肺腑的故事中,教你找到救人與救命的竅門!王崇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6470 壓力: 你一輩子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解開壓力與生理、精神的糾纏關係!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著; 陳思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6494 小蘇打的驚人療效: 臨床實證,從感冒、胃酸過多、氣喘、糖尿病、高血壓到癌症,都能神奇治療!馬克.史克斯(Mark Sircus)著; 祁雅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6579 救命聖經.葛森療法: 史上第一個成功的癌症療法= The Gerson therapy夏綠蒂.葛森(Charlotte Gerson), 莫頓.沃克(Morton Walker)著; 姚念祖, 鄧捷文, 陳師蘭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496586 糖尿病有救了: 完全逆轉!這樣做效果驚人(10年紀念版)尼爾.柏納德(Neal Barnard)著; 洪淑芬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496692 壓力: 你一輩子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解開壓力與生理、精神的糾纏關係!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著; 陳思含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330 貓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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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0451 活版印刷三日月堂. 第四部, 雲日記 星緒早苗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6005 洪易星際之旅= Hung Yi Galaxia Hung 2020-2021洪易[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星巡文化

是日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忍文創美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柏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柳橋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1660 當代臺灣兒童托育服務析論 王順民, 陳麗芬, 林昕暐, 游佳靜, 林淑女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0641677 兒童文學讀寫導論 劉瑩, 楊淑華, 林素珍, 劉君[], 許建崑合著; 劉瑩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684 臨床佛學與安寧療護: 佛教宗教師的靈性照顧= Clinical Budddhology and hospice: Buddhist chaplain based spiritual care陳慶餘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580 字句鍛鍊法(定稿本) 黃永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743597 瘂弦回憶錄 瘂弦口述; 辛上邪記錄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603 瘂弦回憶錄 瘂弦口述; 辛上邪記錄 初版 精裝 1

9789576743610 欽天監 西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497 連鎖加盟總部特刊. 2021年 流通快訊雜誌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312 臺東慢食通. VOL.3, 起酵餐桌 郭麗津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484329 臺東慢食通. VOL.4(特刊), 很會餐桌 馮忠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8618 以西結書一瞥: 神榮耀的異象= A glimpse into the book of Ezekiel: the vision of the glory of God陳希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8625 以西结书一瞥: 神荣耀的异象= A glimpse into the book of Ezekiel: the vision of the glory of God陈希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8632 以西結眼中的聖殿: 教會建造的藍圖= The temple of Ezekiel's sight: the blueprint for building up his church陳希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08649 以西结眼中的圣殿: 教会建造的蓝图= The temple of Ezekiel's sight: the blueprint for building up his church陈希曾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6150 我願意為妳朗讀 徐林克作; 姬健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6754 告別你的全世界 伊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6785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稱圖書委員. V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089 法式甜點幸福堂書店 秦本幸彌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096 日子如光,愛你如常 旎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102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稱圖書委員. V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218 羊男的迷宮 吉勒摩.戴托羅, 柯奈莉亞.馮克著; 呂玉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225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8 岬作; 簡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232 少年陰陽師. 52, 悲鳴之泣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337249 一不小心就和魔法師契約結婚了. 2 三萩千夜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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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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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流通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津和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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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338352 竊取本書者將會... 深綠野分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369 合境平安 楊富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376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五部, 女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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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 女神の化身. 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383 迷宮中的將軍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413 天鵝與蝙蝠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420 天鵝與蝙蝠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338451 如果它流血= If it bleeds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8468 春天的第一天= The first day of spring 南西.塔克(Nancy Tucker)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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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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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ift 哈菲茲(Hafez)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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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帕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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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021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程式語言與設計何敏煌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4023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製圖實習. 下冊鄭光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1048 以太陽為指南針= The sun is a compass 卡洛琳.范.希莫特(Caroline Van Hemert)著; 吳侑達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6445 討厭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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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14681 商用統計學= Statistical techniques in business & economicsDouglas A. Lind, William G. Marchal, Samuel A. Wathen作; 陳乃維編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3414698 Probability,random variables,and stochastic processesby Athanasios Papoulis, S. Unnikrishna Pillai 平裝 1

9789863414704 Machine learning by Tom M. Mitchell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4

盈記唐人工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育旺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紅動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樹林出版



9789863414728 作業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William J. Stevenson作; 何應欽編譯 八版 平裝 1

9789863414735 作業管理(精簡版)= Operations management William J. Stevenson作; 何應欽編譯 八版 平裝 1

9789863414742 Kinematics and dynamics of machines by George H. Martin 平裝 1

9789863414759 電影藝術: 形式與風格第= Film art: an introductionDavid Bordwell, Kristin Thompson, Jeff Smith著; 曾偉禎譯五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3414766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PE祕笈 林盈達, 黃世昆, 楊昌彪, 葉正聖, 謝育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4780 繁榮的背後: 財富如何形塑世界,跨越千年的富饒之旅(經典紀念版)= The birth of plenty: how the prosperity of the modern world was created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著; 潘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4797 海龜交易法則: 100%公開!頂尖海龜交易員的致富秘訣= Way of the turtle: the secret methods that turned ordinary people into legendary traders克提斯.費斯(Curtis M. Faith)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14803 管理會計= Managerial accounting: creating value in a dynamic business environmentRonald W. Hilton, David E. Platt著; 林文祥編譯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879 郵學演講集. 二0二一年度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5032 麻躐之洋: 瑪塔巴 蔚宇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444 秋風寶劍孤臣淚: 蔣總統胡璉將軍八二三手札 劉國青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3195 蒼茫追憶 文釗著 平裝 1

9789865573201 穹宇涉獵 文釗著 平裝 1

9789865573218 星際尋覓 文釗著 平裝 1

9789865573232 拉拉山林打工記 林家亨著 平裝 1

9789865573249 圓與緣: 探索生命的奧秘 錢剛鐔著 平裝 1

9789865573256 消失中的臺語: 阿娘講的話 陳志仰作 平裝 1

9789865573263 消失中的臺語: 偕厝邊頭尾話仙 陳志仰著 平裝 1

9789865573287 旅途不孤獨: 旅行是行走在對遠方的渴望 李茂樟著 平裝 1

9789865573294 刑法各罪與訴訟實務教範(犯罪構成要件暨訴訟書狀撰寫)王健驊著 平裝 1

9789865573317 略述台灣太歲信仰之歷史沿革 蘇原裕著 平裝 1

9789865573324 基督教與生命關懷 戴東清著 平裝 1

9789865573355 圓與緣: 探索生命的奧秘 錢剛鐔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54209 日本語大好き: 愛學日本語 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材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754216 用手機輕鬆學: 日語入門 致良日語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230 日台文化交流對談集 小室敦彦編著; 吳國禎翻譯; 謝良宋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308 『晩鐘』に心寄せて 蔡永興, 蔡賴淑美著 精裝 1

9789860754315 おはよう日本語進階教材(手機版) 孫寅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54322 給大專生的工商實用日語(手機版) 王敏東, 黎立仁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5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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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二刷 精裝 2

9789860754346 光影之間 陳竹奇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360 探究式閱讀與日語閱讀素養 封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377 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Japanese linquistics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54391 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Japanese linquistics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54384 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Japanese linquistics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0754407 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 上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4414 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 中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4421 日本語言語学研究入門. 下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中華集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耶魯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出版



9789860754445 日本の鉄道社会: パラダイムの実践と応用 劉伯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476 儒教思想の研究 伊藤幹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54483 給設計系學生的初級日語. II 王敏東, 王文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9652 通識教學創新、跨域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2021樊祖燁, 游雯絢, 陳明郁, 彭建文, 趙麗萍, 莊仁玲, 鄭靜怡, 黃淑芬, 陳建文, 曾育峰, 簡詩穎, 林健群, 王璟, 蔡知臻, 吳俐雯, 林原宏, 易正明, 林銘福, 呂紹勳, 凃玟妤, 楊淑如, 吳宗翰, 羅文星, 陳穎慧, 曾淯琪, 陳莉榛著; 毛嘉莉主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914 盧澔化學: 影音教戰守策. 必修篇 盧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7235 苗栗縣鯉魚潭巴宰族古文書 張素玢編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502 東之島生存記: 竹南端午祭典之洗港祭江 張海翎文; 陳一嫺, 翁振予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50523 matitaukat說道卡斯語: 道卡斯語基礎教材 劉秋雲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625 漢聲精選世界兒童數學叢書. 第三輯 大衛.愛德樂(David A. Adler)等作; 漢聲雜誌社譯 精裝 全套 1

9789575885632 漢聲精選世界兒童數學叢書. 第四輯 克萊德.華特生(Clyde Watson)等作; 漢聲雜誌社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60381 擁抱焦慮,親愛的你會好好的: 運用心理療法撫平焦慮、改變想法,開始真正接納自己的療癒自助手冊吉兒.P.韋伯(Jill P. Weber)著; 李函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60886 分手生存戰 赫莉.艾肯頓(Helly Acton)著; 羅慕謙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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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62552 目光 陶勇, 李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644 過得還不錯的謊言 金利律著; 朴雲音繪; 陳姿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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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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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tol, DT GoodNote作;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750 且試天下 傾泠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2774 且試天下 傾泠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2767 且試天下 傾泠月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62804 你好,鸚鵡夫君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828 殺死彼得兔= 피터 래빗 죽이기 李讚英著; 黃莞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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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羅米(K Roméy)圖;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903 地獄門高中 陌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958 一個人,剛剛好 梁知夏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2972 喜歡你暗戀我的樣子 烏雲冉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2989 喜歡你暗戀我的樣子 烏雲冉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茂喜文創整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巴宰族群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9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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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



9789865063009 衰爆大歷史: 比水逆更悲劇,地獄倒楣鬼們歡樂又悲慘的365天大事紀= Bad days in history: a gleefully grim chronicle of misfortune, mayhem, and misery for every day of the year邁克爾.法庫爾(Michael Farquhar)著; 古路里亞.吉吉尼(Giulia Ghigini)繪; 黃婕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023 一往無前: 雷軍親述小米熱血10年 范海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054 唐朝人在忙什麼?: 文人墨客的社畜日常X盛世王朝的江山風雨青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061 Notion人生管理術: 從0開始,打造專屬自己的All in One高效數位系統牧羊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085 精進. 2: 解鎖萬物的心智進化法 采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092 親愛的楚楚動人 夜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3108 親愛的楚楚動人 夜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3122 上山吃麵!: 平底鍋+調理盆,變出80道澎湃的山岳麵食料理登山料理研究會編著; 夜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146 影帝的公主 笑佳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3160 影帝的公主 笑佳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3153 影帝的公主 笑佳人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63191 心態的力量: 微笑是一種態度,生活是一種選擇何權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207 人性追兇: 全球15個絕對真實的犯罪疑案分析紀實何襪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221 元宇宙: 科技巨頭爭相投入、無限商機崛起,你準備好了嗎?崔亨旭著; 金學民, 黃菀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245 未來食物大預報: 後疫時代的食品優化、新時代包裝、烹調體驗與數據結合AI應用趨勢田中宏隆, 岡田亜希子, 瀬川明秀作;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252 白日夢我 棲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3276 白日夢我 棲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3269 白日夢我 棲見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063290 怪奇孤兒院第二部. 3, 荒漠之城 蘭森.瑞格斯(Ransom Riggs)著; 陳思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306 致富信念: 重建理財思維,及早執行靠利息輕鬆生活,加速FIRE= Der Weg zur finanziellen Freiheit柏竇.薛佛(Bodo Schfer)著; 張淑惠, 蔡慈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368 我的世界級榮耀 烏雲冉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3375 我的世界級榮耀 烏雲冉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63399 財富關鍵字: 看財經新聞學知識,股票、納稅、資產管理等268個幫你賺錢的必懂術語= 부자는 매일 아침 경제기사를 읽는다任賢宇著; 蔡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412 男人不是修一修就能用: 42個戀愛狀況題大解析,提升妳的擇愛勝率李明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429 長公主 墨書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63436 長公主 墨書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63450 工作焦慮: 這個世代的上班族七成心裡都有病,解決壓力與倦怠的8個方法= Anxiety at work: 8 strategies to help teams build resilience, handle uncertainty, and get stuff done艾德里安.高斯蒂克(Adrian Gostick), 切斯特.艾爾頓(Chester Elton)著; 曾琳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474 草莓印 不止是顆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63481 草莓印 不止是顆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63559 元宇宙大未來: 數位經濟學家帶你看懂6大趨勢,布局關鍵黃金10年于佳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573 自殺橋 泰勒.亞當斯(Taylor Adams)著; 蕭季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63597 溫柔有九分 唧唧的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63603 溫柔有九分 唧唧的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1583 現代中國佛教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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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佛教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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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3064 迦陵各體詩文吟誦全集 葉嘉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3088 K-pop征服世界的祕密: 從偶像到藝術家的深度解析= 지금 여기의 아이돌-아티스트金榮大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9405 琺瑯藝術入門: 色彩與溫度的對話= The art of enameling: color and temperature吳竟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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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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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92797 反派的戀愛之路 陌穎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803 任俠行 東南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810 雨夜送葬曲(完全修訂版) 林斯諺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827 漫遊星河奮鬥錄 花鈴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834 與你談場永不分離的戀愛 倪小恩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841 緝毒犬與檢疫貓: 獸人推理系列 沙承橦.克狼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940 DNA殺手 佘炎輝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957 卡術師 軸見康介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964 你總會燦爛如昔 青茶無糖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971 藥師偵探事件簿: 請保持社交的距離 牛小流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988 男主角養成法則 陌櫻晴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6992995 空繭 游善鈞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08 假如兇手是月亮 葉桑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15 唯一無二 自初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39 愛上你的每個瞬間 恬緣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46 追跡 許信城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53 我在這首歌的盡頭,等妳 東澤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60 我的地基主室友 終燦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091 我所不存在的未來 楓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145 狼男友的馴養法則 花鈴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152 記憶裡的陌生人 摸西摸西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169 神隱 A.Z.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176 在輪迴與未來之間 沫淺唯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7058183 我所不存在的未來 楓雨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206 神隱 A.Z.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213 記憶裡的陌生人 摸西摸西著 一版 其他 1

9786267058220 狼男友的馴養法則 花鈴著; Jeannn繪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5647 湧動墨潮: 國際當代藝術交流展. 2021= 2021 Surging Wave: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Exchange Exhibition陳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8521 活好: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和自己呼吸合拍的生活黃惠如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48545 離開,或許才是真幸福 蔡佳芬作 一版 平裝 1

9786269548569 四時瑜伽: 一個工作狂的休息筆記 柯采岑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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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4302 舌尖上的攝影師: 百飲募集-100間美食攝影實錄= The 100 food photography李皓翔Nick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35546 FOOD超人我的ABC歡唱歌謠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553 我會念弟子規有聲學習書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577 幼幼雙語益智遊戲: 恐龍拼圖書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面白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陌上商行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迪傑魔



9789862235584 幼幼雙語益智遊戲: 公主拼圖書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591 幼幼雙語益智遊戲: 動物拼圖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607 幼幼雙語益智遊戲: 交通拼圖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5706 ABC歌唱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13 ABC有聲互動學習書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20 台語歡唱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37 我愛唱歌小鋼琴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44 我會嗯嗯有聲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51 鈴鈴鈴!Baby手搖鈴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68 兒歌歡唱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75 FOOD超人幼幼音樂手機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782 我會刷牙有聲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812 閃閃發光童謠鋼琴繪本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829 Food超人ABC錄音魔法有聲書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836 我的幼幼認知有聲學習書. I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843 0-6歲Food超人點讀認知圖鑑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精裝 1

9789862235935 小鼓手!咚!咚!鏘!= Little drummer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942 太鼓!咚!咚!咚!= Dong!!dong!!dong!! 風車編輯群作 精裝 1

9789862235959 Baby趣味學習貼貼書: 交通工具 風車編輯群作 其他 1

9789862235973 Baby趣味學習貼貼書: 有趣形狀 風車編輯群作 其他 1

9789862236000 Baby趣味學習貼貼書: 我會123 風車編輯群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8300 設計師的機智工地生活: 和師傅溝通一次OK 柯竹書, 楊愛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8317 最強萌設計: 熱門吉祥物5大IP畫創作要點 Sendpoints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8324 金庸江湖裡,你該讀懂的職場生存學 南小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5036 風球詩人選集: 海圖 王信益, 王群越, 王士堅, 周駿安, 林宏憲, 施傑原, 洪國恩, 陳琳, 曾貴麟, 蔡維哲, 蕭宇翔, 謝銘作; 何佳軒, 陳明禜總編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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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29705 老舍作品精選. 8, 茶館 老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9835 苦竹雜記 周作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89356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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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89349 三國奇變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589547 飛燕驚龍(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9554 飛燕驚龍(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89561 飛燕驚龍(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9578 飛燕驚龍(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89585 玉釵盟(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9592 玉釵盟(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89608 玉釵盟(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9615 玉釵盟(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589707 絳雪玄霜(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89714 絳雪玄霜(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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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風球文化創意企業社



9789865589721 絳雪玄霜(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89738 絳雪玄霜(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6267025093 好兵帥克 雅洛斯拉夫.哈謝克著; 張蔚鄉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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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25154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7025161 替天行盜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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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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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25321 魯迅雜文之偽自由書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5338 狂風沙(風雲三十紀念版) 司馬中原著 修訂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25345 狂風沙(風雲三十紀念版) 司馬中原著 修訂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7025369 三國疑雲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25376 三國疑雲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25383 三國疑雲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7025390 三國疑雲 水的龍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7025482 最後一個匈奴 高建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5567 替天行盜.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25574 替天行盜.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25581 替天行盜.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3冊 1

9786267025598 替天行盜. 第二輯 石章魚著 平裝 第4冊 1

9786267025741 老舍作品精選. 9, 牛天賜傳 老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3506 小熊和青鳥的城市歷險 謝欣芷, 周羿辰文; 咚東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6237 非常正義. 2= Unusual justice. 2 冷絕原著; Akoln漫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976275 傀儡花 陳耀昌原著; 飛西啟漫畫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976299 開台王顏思齊= Pedro Chino legend 仲魔六六六編劇; 楊承達漫畫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7290 蛋糕教室 許正忠, 林倍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12 麵包教室5度C冰種的美味 許正忠, 柯文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150 細說北方菜: 咀嚼北方飲食文化的轉變 郭木炎, 岳家青作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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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2198 無油煙烤箱菜輕鬆做: 只需一台烤箱,海鮮肉類X主食X點心豐富上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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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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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42

風潮音樂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魚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首席經典名品



9789860683127 共讀美好的對話: 在知性與感性交流中成長 方隆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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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4951 YQ: 21世紀創造成就的重要籌碼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4968 超級昌盛密碼= Super prosperity secret codes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4975 福星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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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4509 願時間善待我們的不期而遇 崩井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4523 願時間善待我們的不期而遇: 台灣風景.你我相遇(崩井心情卡4款典藏版)崩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2010 品味故宮.陶瓷之美 張敬昕文字編撰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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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9578 雅思寫作聖經: 大作文 Amanda Chou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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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5620 台灣傳統彩繪重要文化資產: 劉家正善財五十三參壁畫鉅作= Important cultural assets of Taiwan's traditional painting劉映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815 說時依舊: 林淑雅金屬工藝創作集 林淑雅作 平裝 2

9789574397822 歷歷: 林淑雅金屬工藝創作集 林淑雅作 平裝 2

9789574397839 舞金: 林淑雅金屬工藝創作集 林淑雅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115 日日是好日: 客家諺語有意思 涂春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149 水漾畫情: 高聖賢水墨創作展= The Amorous Feelings of Water: Kao Sheng-hsien Ink Painting Exhibition高志遠, 葉玫艷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702 milimilingan na seludja安平部落傳說故事 ljigiyan pavavaljung高玉枝, giljegiljav agilasay pakawyan林志興編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亮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聖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玉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淑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涂春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劉家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280 田文筆-向百位當代藝術家致敬雕塑巡迴展 田文筆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527 憲法精要 董保城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432 逸筆藝趣. 2021= Epic each: painting collections 陳文輝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012 愛台灣更要愛台灣人 大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237 島嶼傳說: 黃淑卿作品集2021= Tales of the island: the art works of Huang Shu-Ching黃淑卿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937 靜謐: 劉國正油畫創作= 2021 Liu, Kuo-Cheng painting creation劉國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273 瀟湘王本富水墨彩瓷作品集 王本富著作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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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8950 舒心墨痕: 阮威旭書法創作展. 二0二二=2022 Juan Wei-Hsu calligraphy exhibition阮威旭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962 白鷺鷥與鄰居攝影集 郭王寶梅, 郭英雄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98591 千嬌百態玫瑰花攝影集(No.2) 郭王寶梅, 郭英雄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067 易經注譯 廖慶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98515 易經研究 廖慶六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4398522 萬萬齋文集 廖慶六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淑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國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文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繼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文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董保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廖慶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阮威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本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033 真相228 228真相 張清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140 土壤力學試題精選 施國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98157 基礎工程試題精選 施國欽編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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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瓊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156047 人生與錢財 六叔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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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79538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21 陳宥潞編著 平裝 2

9789574393299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22 陳宥潞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351 台中藝術家俱樂部50週年美展專輯= Official exhibition catalogue for the 5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artists' association台中市藝術家俱樂部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677 五會神咒淺說 釋惟全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574359677 五會神咒淺說 釋惟全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574398508 無量義經說法品淺說 釋惟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547 高齡者基本照護與實作: 外籍照顧服務員= Practice of Basic skills for Older Adult湯麗君, 湯曉君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828 追愛臺中 楊懿倢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514 草地上的午餐: 2021全國寫生日鹿草場次作品集鄭炳煌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清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阮麗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惟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游本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宥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宜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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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際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湯麗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寶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419 茶甘墨香: 戀戀風城: 一茶一墨書友聯展作品集羅際鴻等32位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119 內經專題. 卷五, 輸穴學 莊宏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189 The Taiwan anthology of the global HAIKU and TANKA (English version. Vol.1)Chiau-Shin NGO(吳昭新)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112 蛻.變: 黃珮萱纏花創作個展作品集 黃珮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228 山海無雙: 國家公園替代役的山野紀行 楊政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504 賴振輝版畫創作集. 2020-2021= Lai Cheng Hui 2020-2021賴振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521 太極洗髓功 陳振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5538 聯對寫作 陳振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5637 陸友亮書法 陳振順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5941 筋骨疾病臨床診斷 陳振順著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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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6078 呵呵三動 謝里法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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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of flowers: the present on my 88 birthday李增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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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慧法師註解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宏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廖高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里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振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振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珮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政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增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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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6894 高平范氏族譜: 范朝亮公台灣大族譜 范福堂編纂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218 躪生 李穆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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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496 傳統建築裝飾位置 王慶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93336 傳統建築交趾研究 王慶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669 八字奧秘三十天快譯通 於光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471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新解 老子原著; 宋守正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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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7204 Beginner companion to xiangqi(Chinese Chess) from Xqinenglish.comby Jim Png Hau Cheng 平裝 1

9789574397686 Xqinenglish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xiangqi (Chinese chess)by Jim Png Hau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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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偉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美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范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榮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於光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守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決明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慶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志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芳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863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與相關法規彙編 陳芳振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852 探索繽紛萬金石 李鴻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85 時空萬花筒 蓮花生大師原著; 依喜措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326 蓮師在不丹: 伏藏傳奇-不丹覽勝(不丹中英合訂本)葛多杰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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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9543 牙科經濟工程學和創新創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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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1936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故事彩色叢集繪本= Binnrwan nqu pqzwan qqalang binkesan Taywang= Taiwan aboriginal tribe culture story collection series陳勝榮Yukan Batu文字; Lesa.Yukan(陳約翰)插圖初版 其他 1

9789574397716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故事彩色叢集繪本. 二= Binnrwan nqu pqzwan qqalang binkesan Taywang= Taiwan aboriginal tribe culture story collection陳勝榮文字; 陳約翰Lesa.Yukan插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133 學測英文強化解題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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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8973 文字構成中的實踐: 徐華謙表演創作報告 徐華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760 年少 每一朵紅都是詩= With youth, every blossom in red is a poem蔡惠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6573 寒月 蔡惠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712 藍色溫室: 天空、海洋與我們的島: 劉子平. 2021= Blue greenhouse: sky, sea & our island: Liu, Zi-Ping劉子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787 醉筆書影 党象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3794 醉筆書影 党象萊著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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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劉興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勝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鴻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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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慧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貴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惠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子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華謙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447 當你想起時 黃千芮文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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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7785 思考人生= Thinking about life 洪溫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569 司法通譯: 譯者的養成與訓練 陳允萍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580 密教大圆满= 밀교대원만 卢胜彦制; 丁肇春译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009 我說德國,你說台灣= Ich erzähl dir von Deutschland, erzähl du mir von TaiwanYing-Hsuan Chou著; Ying-Hsuan Chou, Yu-Shan Wu, Pah繪; Jill Heather Schmidt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893 藝海揚芬: 名家書畫珍藏集= The zenith of art: the collections of cherished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paintings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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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8355 警察法規專輯 鄭家強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98362 警察法規專輯 鄭家強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251 飛羽攝影. 2, 花鳥 謝正英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258 光籟太陽卡= Sun power 賴俞伶Arianna, 蘇慧棉Susu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660 飾品專題製作理論與呈現方式 楊貴媚編纂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肇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盈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溫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允萍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千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連純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貴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謝正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慧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敬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家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903 阿里山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5927 平安夜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334 語助詞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341 字紙簍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358 沒事找事做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365 二行詩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372 金箍棒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389 給你的情詩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396 給我的情詩 許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402 給自己的情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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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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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6658 念佛心要: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歷代註解林中華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020 唯識心要: 憨山大師之性相通說 (明)憨山德清著;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051 唯識心要: 憨山大師之性相通說 (明)憨山德清著;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249 雀舌黃楊 栽培管理與盆景製作 黃泗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955 血液透析技術薈萃 蔡佳璋, 陳建文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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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624 覺性中宇宙文明是內心世界 李國欽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397631 覺性中宇宙文明是內心世界 李國欽作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368 金闕玉皇真經(新編注音版) 謝耀德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774 自在格言: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初探 王宣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6474 王宣曆詩集. II: 二行詩是世界的尺度 王宣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129 王宣曆詩集. Ⅲ: 敘事力:當二行詩成為故事 王宣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846 王宣曆詩集. IV: 老君也寫二行詩 王宣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9611 王宣曆詩集. V: 戰火在烏有之鄉 王宣曆著 初版 平裝 1

許玉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耀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佳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佩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林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黃郁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宣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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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7099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李宇珊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97105 玉皇宥罪錫福寶懺 李宇珊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433 金門衛生兵的非日常= Unusual days of combined-logistics Kinmen-field-hospital medicA士執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6642 高科技創業與營運 蔡仁松著 其他 1

9789574387144 高科技創業與營運 蔡仁松著 其他 1

9789574387991 6小時從零到一: 高科技創業入門 蔡仁松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153 弗迪的長笛旅程= Flutti's flute journeys 蔡涵羽作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429 詩有一種殘酷的溫柔 徐心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431 繁體中文寫作基礎教材: 華語1183(全)拼音、單字、造詞(中英對照)(附30個生活專題、中英文造句/拼音故事、劇作詞譜)Elizabeth Yueh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699 路遙草書千字文 蕭世瓊作 平裝 1

9789574398942 路遙行書千字文 蕭世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495 臺灣特色觀賞魚產業利用: 技術指南 黃之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999 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Unity入門講義盛介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9369 肚子裡的秘密 梅子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721 語言地理學導論: 城邦社會文字史論 歐崇敬著 平裝 2

9789574392063 超越而上與自覺層次 歐崇敬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蔡涵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心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葉文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仁松

李宇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顧淑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崇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之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盛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岳淑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瑪琍



9789574392971 社會地理學導論: 古代中國社會的認識傳承 歐崇敬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484 西遊記之修行義趣白話註解. 第二冊, 第31回至61回寶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8720 地藏本願經法藏釋義 寶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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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49859 往後餘生 悍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49866 第一次告白: 短篇小說集= First love con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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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0473 單簧管幻想曲研究: 「夏日幻想」葉明和單簧管獨奏會樂曲分析與詮釋理念= A study on clarinet fantasies: interpretive analyses of Min-Ho Yeh's Clarinet recital program: Fantasies in the Summertime葉明和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118 年月日 王艾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238 文化人類學: 104-110年高考、地特三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96245 本國文學概論(含概要): 104-110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96252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104-110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96269 藝術概論(含概要): 104-110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96276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概要): 104-110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96283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104-110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97976 體育行政與管理: 101-110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97983 世界體育史: 101-110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97990 運動社會學: 101-110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98003 體育原理: 101-110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98010 運動自然科學: 101-110年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162 正向教養學前教育講師訓練手冊: 為喜愛與從事幼兒相關工作者所寫的正向教養技巧與概念= Positive disciplin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positive discipline skills and concepts for those who love and work with young children簡.尼爾森(Jane Nelsen), 雪柔.埃爾溫(Cheryl Erwin), 史蒂芬.佛斯特(Steven Foster)著; 姚以婷, 駱郁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436 吳越道文書畫集 吳道文著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047 共存的邊界: 後疫情時代的空間韌性 沈揚庭, 林煌迪, 陳恥德, 林軒丞, 鄭方哲, 廖士豪, 呂武隆, 盧紀邦, 張庭嘉, 許家茵編著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艾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怡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悍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葉明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侯劉昆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世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沈揚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姚以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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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6092 族群記者之眼 許志明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731 蘭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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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6344 曾德堂平凡的人生: 公益與正義 曾德堂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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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87069 職業工會運作之見解與論述集 胡和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586 啟程,我的旅行人生 曾品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7755 偵探攻略: 寫作推理小說必備的51堂課 紀灃酌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417 心裡不正常的幻想常常使我忘記呼吸 張永騰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8851 Tales in a shadow author Boney Lee Kross 1st ed.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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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志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子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櫳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灃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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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品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德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振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素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oney Lee Kros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友聰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254 蔡素琴八秩書畫集 蔡素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89605 故鄉情 藝游夢: 高素娟書畫展 高素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163 我的前世是林默 高薛琳姬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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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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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4876 日本文化講義 許錦華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0809 GREP Tricks: InDesign自動化的極致,快速搞定瑣碎繁冗的編排流程陳吉清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801 專利檢索實作講義. 基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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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1301 橘子.虎斑.巧克力 致怡ZE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455 石藝瓷情: 簡森林收藏展 廖建雄, 朱文宗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1424 輔大男足參與106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體育成就競賽實務報告邱奕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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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1837 保證取物 663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薛琳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欣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素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森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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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怡ZEI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錦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火星頑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金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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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2070 生活教育經絡學 林美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216 中醫肺與大腸的生理和病理關係之探討 林莉華, 陳汶吉, 周珮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179 閒雲、落葉、人: 存在之謎 邵國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186 家.團圓: 臺灣家書郵遞藝術展= Family reunion: the Mail Art Exhibition of Letter to Taiwan方曉瑋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254 管大立.隴上兒童笑= Ta Li Kuan. innocent smiles of farm children in Gansu China管大立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322 田園逍遙遊: 温惠珍2021創作專輯 温惠珍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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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品嫻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2674 能量療癒 楊良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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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2735 故宮奇玉記 施博元, 常恩維, 陳柏翰, 辜榮聖, 蔡沛君, 鄭价萍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邵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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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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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惠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尊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曉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管大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价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俞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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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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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3145 大貓族再見廟東 林盈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206 郭韻玲詩集 郭韻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374 服裝版型與立體裁剪的奧秘= The mystery of clothing pattern and three-dimensional cutting盧玉華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381 移動式醫護空間之設備系統雛形開發= Prototype development of equipment system in mobile medical space潘振宇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466 目送青春= Watch youth 洪文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3619 艾爾先生的私公仔= Mr. Al's clay figure 艾爾先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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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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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德, 林庭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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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盈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鴻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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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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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恭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文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振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李水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081 A Nobody的隨意人生 黃榮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104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王又鵬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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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210 那時只剩下烏雲 蕭立雯文; 黃翊寧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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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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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4265 周欣慧作品集 周欣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234 如果我不是一隻貓 Licca Jennifer蘇子喬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94616 If I were not a cat author & illustrator Licca Jennifer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326 物外琦寚 退密齋主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302 旅行不是收穫 旅行是播種: 高二休學去看世界高乙龢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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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又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慧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榮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退密齋主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乙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欣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子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立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儒瑤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364 浮生的理由 王明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395 大武山麓的傳說 華加志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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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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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4517 這「疫」片被壟罩的天空: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王雅慧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593 打造無憂的老後 黃癸楠著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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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4722 沒有城堡的人 陳煦(Elmahssu)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784 療癒之旅 逐日而行 Tina Yang文字.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838 嚴家祺回憶錄: 命運交響樂 嚴家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4883 島嶼印記: 臺灣人文鄉土紀實創作= Formosa impressions陳蒼榜撰寫 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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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雅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癸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明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佳穎(臺北市)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明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加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蒼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龍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ina Ya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嚴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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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煦



9789574394906 淡江金探子拍翼機之設計製作 楊龍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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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5002 不畏逆境.勇敢逐夢: 吳仁健校長回憶錄 吳仁健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057 從「實業計畫」到「一帶一路」 周陽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064 IV I小提琴教學法: 入門基礎音階= For the violin IV I scale studies林軾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088 吳學孟畫集: 不染塵埃。吳學孟花甲水墨創作展吳學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156 我的補教人生: 補教大小事,人生多少愁 陸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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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5231 Know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uthor Ya-Ming Lee(李亞明)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262 重編: 古文客語讀本 李盛發原著; 莊蘭英主編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279 網球競賽實務報告書: 以2014年第17屆韓國仁川亞洲運動會中華隊男子單打為例張凱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軾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學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仁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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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張凱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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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亞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蘭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魯啓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316 心影采記 張之嵐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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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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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5323 徐雁影詩集作品選 徐雁影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415 我的世界醫療保健宣言 李文雄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439 中華養生 周君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6290 中華養生 周君山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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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宇宙觀論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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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5668 靈數的魔力 吳太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張之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文雄(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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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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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蘇清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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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太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介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736 政大生態筆記+政大星空&晚霞筆記 蔡在田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767 21世紀初詩詞 林志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750 月是故鄉明 郎大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743 宅宅熊 陳雯祺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880 台式修腳教學 陳俊吉口述; 鄭清婉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897 Fun patch: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litary emblem book劉聲宇, 王庭萱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934 愛.簡單 李秀珍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5989 邂逅山城碧絡角: 三灣老街人文故事輯 溫心榆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061 心的溫暖魔法 莊諺涵, 張育翎故事編寫; 莊諺涵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139 爬蟲視域: 洪國為作品集 洪國為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122 百國旅遊攝影集 陳清廣, 陳蔡榮美攝影.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146 科技管理案例集 黃月桂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志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秀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溫心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清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庭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郎大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雯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月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育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184 陳玉鈴書法藝術展集: 福虎生豐 二0二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陳玉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214 太魯閣族語初級語法詞彙教材(修訂本)= Patas ttgsa kari cinun pusu kari TrukuIyuq Ciyang金清山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337 Legend blade Amadeus Rockefeller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320 走進桃花塢: 桃園的驛聲一視 翁珮甄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405 美學新視野. 2022= Vision of aesthetic dentistry 莊政洲, 康建明, 廖哲葦, 賴宏昇, 林昱佑, 陳永曄, 都本暉, 胡琨, 林聖淼, 鄭勝, 曹天檑, 彭小龍, 許家和, 柯子揚, 李承儒, 江長偉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443 新社.新色: 丘陵上的家 賴佳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528 相遇: 辜筱恩棉紙撕畫作品集2021= The chigirl-e works by Hsiao-en Ku 2021辜筱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511 吳豐山遊戲彩墨自嗨風雅集之一 吳豐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566 流轉 陳騰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559 逆襲: Masaw Akit彭密成傳記: 木瓜溪流域太魯閣族Mhiyang住區家族四百年史旮日羿.吉宏Kaji Cihu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634 卻讓幽蘭枯萎 張錦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玉鈴(新竹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清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辜筱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政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佳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珮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錦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格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騰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旮日羿.吉宏



9789574396641 你還不知道的閱覽桌= A tale of reading tables 陳格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672 戴上知更鳥 江俊億, 陳思綺, 張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733 田: 給田啟元,也給小劇場 廖毓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931 伴= be together CIH(朱慧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6948 Discovering Taipei on foot Scott Weaver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075 刻在心版上的詩 蘇真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600 冰河文集 李子介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235 國際/跨國環境法. 一: 國際法、國內法及其交錯廖宗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457 桌球技巧新學習: Y字打法("Y-shoot") "擊球軌跡"學習法= A new way of acquiring table tennis techniques俞金厚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525 在家自學這樣學 黃淑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549 食品創新研發實作與食品衛生安全實務課程教學代表成果吳雅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570 milimilingan na seviljauljaur比魯部落傳說故事 kalesekes tjuljapalas(曾金枝)口述; giljegiljav agilasay pakawyan(林志興), ljigiyan pavavaljung(高玉枝)編著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俊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毓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宗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俞金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真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子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慧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cott Weaver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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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貞(臺東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雅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761 我居然是神明大人嗎. 一 Revrijcq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747 歡迎光臨徜徉回憶= Welcome To wander memories木炎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97914 有一種瘋狂叫青春 木炎御S.T.Y.G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7891 Short-term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operation system for EFL student teacher training in Taiwanauthor Lim Ha CHA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584 張坤樹書法展 張坤樹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904 同儕師徒制應用於課程與三創競賽之教學方法探析樊祖燁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8911 入中論疏抉擇了義 絨敦釋迦獅子著; 堪布洛桑滇增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9208 水上救生通論= Introduction of lifesaving 陳翊吟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99192 花園包裹 李苡溱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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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5828 疑案辦: 血色芙蓉 唐嘉邦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7474 天門 竹下寺中一老翁著 平裝 1

9789869937481 覆水 竹下寺中一老翁作 平裝 1

9789869937498 我心安處 覆水傾墨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炎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念霞

黃詠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苡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洛桑滇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翊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坤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樊祖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雲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7917 烽火牧羊人 楊心怡圖.文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0797 周易术数入门 梁忠着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02 闻香说香 一明山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19 兵家七书领略 童昌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26 论道老庄: "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文集精选. 第三辑王维生主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33 研易阐微: "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文集精选. 第四辑王维生主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40 暗流 何也着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03057 暗流 何也着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0603064 台湾历史拾遗 王伟青着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71 梓柯树 何也阿木着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88 故海寻宝 陈宗厚总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03095 联海拾贝 陈宗厚总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9808 谜海觅珠 陈宗厚总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9815 语海淘金 陈宗厚总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9822 溯源 陈宗厚总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9846 周边视野下的东南亚: 区域合作与政治发展 李一平, 陈世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689853 通仙茗 陈忠坤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9569 小蛇古斯想要腿 湯瑪士.莫爾加 (Tomáš Murgaš)作; 瑪塔.梅薩羅薩娃(Marta Mészárosová)繪; 黃筱茵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949576 誰?哪裡?為什麼? 丹尼爾.斯帕切克(Daniel Špaček)作; 賴毓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49583 動物麵包店 佐藤芽實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2295 這些藥,不能一起吃: 遠離藥物交互作用110例 花蓮慈濟醫院藥學部團隊合著 增訂一版 其他 1

9786269517589 對話: 大郭醫師的癌症診間微光故事 郭于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9216 脊髓損傷排尿照護居家寶典 郭漢崇, 蔡昀岸, 廖俊厚, 王炯珵, 鄒頡龍, 江元宏, 黃玉慧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9278 對話: 大郭醫師的癌症診間微光故事 郭于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9285 許明輝頂級食尚法式風精品麵包學= The ultimate handcrafted bread許明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9292 鎂日健康: 抗發炎與過敏、改善失眠、防血栓、保護心臟與血管、調控血壓與血糖、遠離癌症= Die erstaunliche Wirkung von Magnesium: Über die Bedeutung von Magnesium und Probleme bei Magnesiummangel安娜.瑪麗亞.拉尤斯提西亞.貝爾嘉沙(Ana Maria Lajusticia Bergasa)著; 許秀全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2550 增肌減脂 低GI自煮訓練: 人氣爆棚營養師團隊教你靠吃就能瘦林敬鈞, 陳怡儒, 蘇雅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4330 李志豪嚴選之味日式手感麵包 李志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4347 李志豪法式香甜維也納菓子麵包 李志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4209 我的幸福我決定: 凍卵增加卵實力,凍結青春美好曾琬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0949 地獄遊行. 1 布克著 其他 1

9789860675474 為了愛上春天 吳宇實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9005 宅男打籃球= The underdogs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6267059029 寶總監西行記. 2, 扒開美國夢= Bao director westbound. vol 2, break the American dream寶總監漫畫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9043 失重 NIN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59050 監獄有鬼 好故事工作坊原著編劇; 李晴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59067 棄形記 袁建滔原著; 薪鹽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59074 最軟!東京人夫日記 米奇鰻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7059111 無罪之聲 吐崽子作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6267059135 雨帥. 5: 滿蒙風雲 艾姆兔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剛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原水文化

凌群漫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凌零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原動力



9786267059166 捲兔的台灣裸湯. 北部篇 捲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9173 婚禮大作戰 Jiji吉吉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9180 永夜山 黃踹漫畫; 食夢蟹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9197 魔法阿媽: 豆豆的夏天 王小棣文; 查理小姐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59234 獅子藏匿的書屋 小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7059258 墨厭 小G漫畫; 食夢蟹編劇 初版 平裝 上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84021 有故事的中國美術欣賞課：看懂國寶，有方法，腦補歷史、入門經典的快速鍵馬菁菁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242 語言與文化 呂承儒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1225 Student's book. step 7 writer Freddie Sizer, Jeffery Sloop 平裝 1

9789860651232 Workbook. step 7 writer Mark Rogers 平裝 1

9789860651249 Super skills book. step 7 writer Tom Woodhouse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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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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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68923 質性研究方法學之理念與實踐: 從技職體系研究生之視角張宏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3669 歡迎來到百鳥國 張冬梅作; 童畫小巫繪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99201 JET閱讀養成秘笈. A = JET Reading builder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218 JET聽力養成秘笈. A = JET Listening builder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263 新多益制霸題庫 Andrew Betsis, Lawrence Mama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317 KITE Syllabus(單字句型手冊)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324 閱讀養成秘笈. B = JET Reading builder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599348 閱讀養成秘笈. C = JET Reading builder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99409 JET聽力養成秘笈. C = JET Listening builder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599416 JET聽力養成秘笈. B = JET Listening builder 邱靖媛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99423 全民英檢初級全真題庫 孟慶蓉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99485 一次通過新多益550分 文之勤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展元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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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晟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恩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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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4692 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 曾彥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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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14995 遇見365位聖經名人= Face to face with 365 people from Bible times賴英德.布魯斯馬(Reinder Bruinsma)作; 方錦榮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0917 我們最終的盼望: 寫給動盪世界的三大信息= The final hope: three messages for an anxious world克里夫德.戈德斯坦(Clifford Goldstein)作; 張琛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0924 不忘初心: 復臨運動使命與精神= Getting back to the heart of adventism傅博仁(Robert Folkenberg Jr.)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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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2277 隱秘的秩序: 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密碼 李乃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8388 泰語กจด. II: 掌握泰語,這本就夠= Thai กจด. II: master Thai, this is enough= ไทย กจด. II時時泰泰語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9789869948395 泰語手札: 提高你的泰語閱讀力= Thai reading note: increase your reading ability= อา่นภาษาไทย時時泰泰語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5506 讀曆書店 阿滴, 滴妹, 陳慶祐, 王姿雯, 包冠涵等人作; 生鮮時書編選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83194 不要羨慕別人花開得早,要努力讓自己花開得好!關韶文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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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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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85495 大明長歌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86126 初戀 伊凡.屠格涅夫著; 駱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133 初戀 伊凡.屠格涅夫著; 駱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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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86928 麻煩主管,請不要再找我碴!: 說服、超前、力推、換位、跳脫,用五招「出色溝通」管理你的頂頭上司莊舒涵（卡姊）著 一版一刷 其他 1

9789571387192 每天吸點貓德勒: 獻給為人際關係苦惱的你,最強最萌的心靈養護術宿南章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390 我每天吃十四顆藥，依舊相信會得到幸福 劉力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550 文案的基本修煉 東東槍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1387840 白鯨記 赫曼.梅爾維爾著; 馬永波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7864 文藝少女的矽谷進擊：育兒、寫小說、當工程師，我全都要！王文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205 訂製韓國咖啡店的人氣甜點: 來自首爾Room for cake烘焙教室的原創配方大公開朴志英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8922 你怎麼可能交不到女朋友 Mr.P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8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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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89271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許佳譯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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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兆

送存冊數共計：10

悅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書數位內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時泰工作室



9789571390116 夏的故事 川上未映子著; 陳嫺若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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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0895 變形記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方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1281 紙上律師:創業有辦法 周念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2042 百鬼夜行誌. 怪談卷 阿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3391 開箱人生: 從哲學看生活的一百六十種面貌= Life: a user's manual philosophy for (almost) any eventuality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 安東尼雅.麥卡洛(Antonia Macaro)著; 盧思綸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3483 春潮 伊凡.屠格涅夫著; 駱家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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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3865 尼采與哲學 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撰寫; 王紹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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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4169 最後一個人 金息(김숨)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183 最後一個人 金息(김숨)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4299 成為甘霖 張正駿, 謝瑤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4718 南渡北歸: 離別. 第三部 岳南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139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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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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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139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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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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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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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5081 親愛的圖書館 蘇珊.歐琳(Susan Orlean)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5128 沙漠化為一口井：我所知的三毛的撒哈拉 蔡適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5142 2022虎年開財運賺大錢 陶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173 澳洲認真使用須知: 一枚資深澳客的真情分析與隨興採樣二花小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5203 澳洲認真使用須知: 一枚資深澳客的真情分析與隨興採樣二花小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491 歲月,莫不靜好 蔣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289 歲月,莫不靜好 蔣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6453 歲月無驚 蔣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296 歲月無驚 蔣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5401 太陽.行星 上田岳弘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418 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王鷗行著; 何穎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5487 四遊記 蕭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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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5609 漢代玉雕綜論 劉嶔琦, 方勝利作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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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5746 研之有物: 見微知著!中研院的21堂生命科學課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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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二二壬寅年 謝沅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784 德意的一年 賴以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5807 德意的一年 賴以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5821 德意的一年 賴以威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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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減壓的BMW身心自療法: 哈佛醫學專家教你重新設定身心狀態,對抗疼痛、焦慮與自律神經失調蓓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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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6002 未來的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 提升能量,用愛與平靜把自己找回來的365個療癒練習= The daily meditation book of healing: 365 reflections for positivity, peace, and prosperity沃西.史托克(Worthy Stokes)著; 蘇楓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019 你看事情的角度,決定了幸福的長度: 21個切換視角的練習,辛苦也能是幸福翡翠小太郎作; 張佳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6026 危局: 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4大政經危機,我們選擇戰鬥或逃避?= Ten years to midnight: four urgent global crises and their strategic solutions布萊爾.謝帕德(Blair H. Sheppard)著; 吳書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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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6064 婚姻生活 塔雅莉.瓊斯(Tayari Jones)著; 彭玲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088 <<歲月,莫不靜好>> + <<歲月無驚>>套書 蔣勳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396095 婚姻生活 塔雅莉.瓊斯(Tayari Jones)著; 彭玲嫻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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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6125 千年美人 孟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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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6156 千年美人 孟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170 千年美人 孟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248 中美爭鋒: 誰將左右世界領導權 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著; 洪祖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255 都柏林人 詹姆斯.喬伊斯著; 辛彩娜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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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6286 中美爭鋒: 誰將左右世界領導權 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著; 洪祖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309 都柏林人 詹姆斯.喬伊斯著; 辛彩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316 群眾瘋狂: 性別、種族與身分,21世紀最歧異的議題= The madness of crowds: gender, race and identity道格拉斯.莫瑞(Douglas Murray)著; 王惟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323 朕說歷史, 春秋篇 黃桑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330 我真的好想贏 賽門.菲利浦(Simon Philip)文; 露西雅.嘉吉奧提(Lucia Gaggiotti)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6347 我真的好想吃蛋糕 賽門.菲利浦(Simon Philip)文; 露西雅.嘉吉奧提(Lucia Gaggiotti)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6422 朕說歷史. 戰國篇 黃桑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439 像我這樣的女人,有時優雅,偶爾帶刺: 365日絕世女子時光誌凱特王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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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惟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514 在你的眼裡看見自己 白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545 朴贊郁的蒙太奇 朴贊郁(박찬욱)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552 朴贊郁的蒙太奇 朴贊郁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569 朴贊郁的蒙太奇 朴贊郁(박찬욱)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6576 花開小路三丁目的騎士= 花咲小路三丁目のナイト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583 再會貝多芬= もういちどベートーヴェン 中山七里著ㄤ;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668 悲傷吧,沒有關係 孫嘉蕊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6712 宅創業: 內向者的時代來了!不必依附公司,宅在家也有出頭天!= もう内向型は組織で働かなくてもいい: 「考えすぎるあなた」を直さず活かす5ステップ井上ゆかり著; 莊雅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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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6743 說故事與親子共讀: 從零開始,讀出孩子的學習力與成長力林美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842 往事並不如煙 章詒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96859 往事並不如煙. 續篇 章詒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866 一起走過愛的蠻荒 文國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6873 法窗輕拍案: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法庭博弈 常照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965 膽小別看畫. II: 西洋名畫中恐怖又迷人的秘密故事與闇黑歷史中野京子著; 陳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6972 溫柔靠岸: 第四十二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盧美杏主編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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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7054 傾聽.我說: 穿透躁動不安、孤獨迷茫的空谷回音吳懷堯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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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97078 歲時律動: 智慧四千年的二十四節氣 馬以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184 獨處練習 伊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191 Hydrogen immunotherapy makes cancer disappear by Junji Akagi 平裝 1

9789571397245 敬,那些沒有白走的路: 所有的挫折與驚喜,都值得感謝張允曦(小8)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252 在黑暗的日子裡,陪伴是最溫暖的曙光: 大熊貓與小小龍的相伴旅程= Big panda and tiny dragon詹姆斯.諾柏瑞(James Norbury)著; 鄭煥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7405 死囚: 施明德回憶錄. I, 一九六二-一九六四 施明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412 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美麗島軍法大審最後答辯狀施明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429 理直氣壯的走彎路,每一步都值得眷顧 尹維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450 人生五大問題: 法國傳記文學大師剖析愛情、教養、友情、社會與幸福的奧祕= Sentiments et coutumes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作; 傅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467 入境大廳 陳偉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498 第一人稱說謊家 理查.費納根(Richard Flanagan)著; 張玄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504 約定之地: 24位在台灣扎根的日本人 馬場克樹著; 亞麻仁子翻譯統籌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7511 今天= Today is the day 張梓鈞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7542 圖解男女對話辭典 男女大不同檢証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559 無懼駭浪: 謝志堅堅忍圖成45年的海運生涯 謝志堅口述; 張佩芬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566 數位監控: 我們如何拿回均衡的科技生活 羅布.基欽(Rob Kitchin), 阿里斯泰爾.弗瑞瑟(Alistair Fraser)著; 黃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641 溫馨提醒:洗衣服請記得拿: 我和萬秀的成長故事!張瑞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7658 骨科延壽密碼 戴念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702 創造世界觀: 感性與知性並用的工作術 水野學, 山口周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740 有一種豁達,叫「蘇東坡」: 賞讀詞人的快意人生蘇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757 廊橋都知道 張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764 勇闖大蘋果!紐約的「受挫力」養成課 翁琬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788 決戰前: 大迫傑東奧訓練紀事(附大迫傑跑步訓練日誌)大迫傑著; 涂紋凰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7825 逆襲者的求生筆記: 你可以不腹黑,但別讓自己活得太委屈莎莉夫人(Ms. Sal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856 一根菸的時間 追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863 鉤引行銷: 在訊息爆炸的時代運用鉤引點,只要3秒鐘就能突圍而出布蘭登.肯恩(Brendan Kane)作; 陳映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7986 虎爺in台灣: 土地公王興廟記 楊蓮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013 懶系投資實戰攻略: 打造多元現金流,悠閒換取報酬極大化風中追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044 時間畢竟 嚴忠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051 投宿中國精品旅館: 體驗新、舊交融的極上之宿黃宏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8068 最後書: 苦苓的餘生日記 苦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075 美麗的約定 亞蘭.傅尼葉(Alain Fournier)著; 李棣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8082 怪奇事物所. 2 怪奇事物所所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8181 湖骨 陳泓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198 十方如意: 星雲大師十方行誼與我卅載佛光緣 陸炳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242 小年獸出任務 蠟筆哥哥文; 郭建成Raph.K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8259 政戰風雲路: 歷史 傳承 變革 王漢國, 陳東波, 柴漢熙, 程富陽, 謝奕旭, 王先正, 祁志榮編撰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266 沉默的希臘少女 派特.巴克(Pat Barker)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358 我依然是我= Still me 喬喬.莫伊絲(Jojo Moyes)著; 歸也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365 周恩來: 毛澤東背後的力量= Zhou Enlai: the enigma behind chairman Mao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著; 何啟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433 學霸養成記: 歷代學子的逆襲之路 韓明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464 民國軍閥檔案,重建中 江仲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518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98563 靜靜的生活 大江健三郎著; 張秀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8600 長樂路: 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史明智(Rob Schmitz)著; 葉佳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8617 吉本芭娜娜解答交朋友的煩惱 吉本芭娜娜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679 智慧之父與叛逆之子: 佛與禪 金木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686 引領瘋潮: 七大策略,讓新觀念、新行為、新產品都能創造大流行= Change: how to make big things happen戴蒙.森托拉(Damon Centola)著; 林俊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747 週末改造計畫: 讓身心關機2天,打造快樂的365天= The weekend effect: the life-changing benefits of taking two days off卡特里娜.翁斯塔(Katrina Onstad)著; 胡琦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8754 從弘法寺到天后宮: 走訪日治時期臺北朝聖之路王曉鈴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8846 危機解密: 從預防到修復的實戰管理 王馥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8921 品味,從知識開始: 日本設計天王打造百億暢銷品牌的美學思考術(暢銷紀念版)水野學作; 葉韋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8976 後山怪咖醫師與那些奇異病人 李惟陽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8983 職場神獸養成記: 社畜必死,變身神獸一輩子有錢賺= Work as life白慧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9065 讀女人 陳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157 從文化到文創: 迎向數位、佈局全球的文化政策與文創產業洪孟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9201 女神狀態 文飛(Dan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218 漫遊歐洲一千年: 從11世紀到20世紀改變人類生活的10個人與50件大事= Centuries of change: which century saw the most change and why it matters to us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胡訢諄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99232 解鎖未來教育 簡志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256 我喜歡你的奇奇怪怪 原來是柒公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300 時間的節拍 鄭智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317 臺灣名人傳記漫畫: 巴克禮(臺文版) 蠢羊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331 投宿大師極上之宿A to Z 黃宏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9348 從傢俱學會風水: 利用傢俱打造風水好宅,架設屬於自己的豪宅,財運、桃花、事業、健康,各種好運樣樣來!詹惟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355 給總是認為自己不夠好的妳: 女人值得更多掌聲,別讓冒牌者症候群壞了妳的人生伊麗莎白.卡多赫, 安娜.德蒙塔爾洛作; 黃琪雯, 王浩永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454 走路: 獨處的實踐 龍應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461 走路: 獨處的實踐 龍應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9478 走路: 獨處的實踐 龍應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99539 正面迎擊人生大魔王: 每個磨難,都是祝福的證明= Misfortunes define fortunes黃昭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99553 度: 聖嚴師父指引的33條人生大道 張光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652 我和我私奔 陳怡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744 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 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皮國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99751 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 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皮國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9843 打造一個家= Building a home 波莉.法伯(Polly Faber)作; 克拉斯.法蘭(Klas Fahlén)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99966 十四歲的十四個重要對話: 孩子上高中前的必要關鍵對話,有效溝通說了才算米雪兒.伊卡德作; 陳柚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350052 蘭花賊 蘇珊.歐琳(Susan Orlean)著; 宋瑛堂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350069 波赫士談詩論藝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著; 陳重仁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350083 奔向戰場: 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 張登及, 左正東, 李大中, 黃介正, 何思慎, 王冠雄, 譚瑾瑜, 林祖嘉, 魏艾, 帥化民, 高長, 王信賢, 丁守中作; 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6263350601 阿里阿多.謝謝 木下諄一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87

送存冊數共計：192

書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9179 全民英檢中級寫作測驗= GEPT intermediate writing朱森元, 朱森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452 Reading comprehension: developing 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 level Eby 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 Inc. 其他 1

9789574459469 Reading comprehension:developing fiction and nonfiction skills. level Fby Teacher Created Materials. Inc. 其他 1

9789574459476 科技英語與翻譯=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陳定安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4459520 Chicago論文寫作格式: Turabian手冊 Kate L. Turabian著; 邱炯友, 林雯瑤審譯 九版 其他 1

9789574459537 TOEFL Junior考點聚焦&全真測驗 Eric Yamg主編 二版 其他 1

9789574459551 GEPT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 朱森元, 朱森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544 "Becoming women": contemporary assemblages in feminist fictionby Chung-Hsiung Lai 平裝 1

9789574459568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測驗=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intermediate listening洪宏齡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9575 GEPT全民英檢中級口說測驗 洪宏齡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9582 荷馬史詩: 伊里亞德 荷馬(Homer)作; 呂健忠譯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599 舞蹈與當代藝術: 1900-2020年跨域舞蹈史= Danse et art contemporain羅西塔.波瓦梭(Rosita Boisseau), 克里斯提昂.加提諾尼(Christian Gattinoni)著; 連苔嵐, 謝雨欣, 謝淳清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05 邁向操演時代: 展演作為策展策略= Empty stages,crowded flats: performativity as curatorial strategy佛羅里安.馬扎赫(Florian Malzacher), 喬安娜.華沙(Joanna Warsza)編; 白斐嵐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12 發現英語= Wond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王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29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by Pei-Shu Tsai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36 東馬婆羅洲熱帶雨林: 崩落的野生物天堂= A natural paradise in Peril: the Malaysian Borneo Tropical rainforest江柏毅, 李勇毅, 沈競辰, 林元千, 姚奎宇, 容碧霞, 徐歷鵬, 黃祖錢Nelson, 黃齡慧, 楊樹森, 戴舒婷作;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主編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43 The hardest hidden pictures book ever. blue book Highlights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50 The hardest hidden pictures book ever. green book Highlights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67 成功跨領域學科的雙語教育: 西門實小教學卓越典範= CLIL disciplinary subject learning呂翠鈴, 陳慧琴, 鄒文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698 火箭發射: 24位當代馬戲大師的創作方程式= Contemporary circus凱蒂.拉弗斯(Katie Lavers), 路易.派翠克.勒胡(Louis Patrick Leroux), 瓊恩.伯特(Jon Burtt)著; 余岱融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9742 Crossing cinema: the diary film, the essay film, and the voice of Iby Ming-Yu Lee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2027 圖解流通業經營學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2270 最新法國葡萄酒全書 周寶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2287 民法.債編 王惠光, 黃碧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2300 看漫畫學MBA學: 從9部大家熟知的漫畫學習MBA知識入門上野豪著; 張瑜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2362 勞動基準法 陳旻沂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12423 圖解流通業經營學 戴國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12461 民法.物權 莊勝榮著 5版 平裝 1

9789864512492 勞資實務問題Q&A 林定樺, 李傑克, 洪紹璿, 洪介仁, 翁政樺, 洪瑋菱, 張權著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2522 信託登記與稅務規劃DIY 陳坤涵著 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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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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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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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89228 給所有人的摩西五經導論: 歷史、文學、神學的閱讀指引吳仲誠著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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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0846 活出更新的節奏: 4個步驟,擺脫充滿壓力和焦慮的生命瑞貝卡.里昂(Rebekah Lyons)著; 張瓊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76097 開關: 問題的100個答案,99個是創意 郝廣才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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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桑吉塔靜心空間工作室



9789865576226 秘密遊戲 郝廣才文; 林蔚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57 蓋房子! 札維也德諾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88 大老虎 誰不怕 郝廣才文; 李默父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295 邊城 沈從文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5576301 大巨人,小朋友 郝廣才文; 山田和明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76318 沙發薯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皮特奧瓦德(Pete Oswald)圖; 楊雅鈞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5576325 帶衰老鼠死得快: 如何一想就通?轉暗為明,翻轉人生!郝廣才文; 塔塔羅帝圖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76332 更好的彼此 丁彧涵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349 不要叫我小不點! 瑪雅邁爾斯文; 任惠元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356 夏天的規則 陳志勇文.圖; 王欣榆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76363 背影 朱自清文; 克拉迪奧圖 四版 精裝 1

9789865576370 小熊的紅月亮 馬修博吉斯(Matthew Burgess)文; 簡美麟(Cátia Chien)圖; 彭卉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387 媽媽天才不一樣! 菲利浦.邦廷文.圖; 張東君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76394 天才爸爸不一樣! 菲利浦.邦廷(Philip Bunting)文.圖; 張東君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576400 才不可愛! 菲利浦.邦廷(Philip Bunting)文.圖; 張翔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417 布萊梅樂隊 楊雅鈞譯寫; 歐尼可夫(Igor Oleynikov)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424 樹懶桑皮快一點 卡蜜那提(Chiara Carminati)文; 安嘉拉茉(Roberta Angaramo)圖; 楊雅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431 有什麼毛病? 巴貝柯爾(Babette Cole)文.圖; 黃鈺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76448 小西的球 克里斯瑞卡(Chris Raschka)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5576455 熊的新故事 蘿拉邦廷(Laura Bunting)文; 菲利浦邦廷(Philip Bunting)圖; 楊雅鈞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5576462 鯨魚向我們走來 尼克布蘭德(Nick Bland)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6493 路邊的小花 強亞諾羅森(JonArno Lawson)文; 席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圖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9328 滾雪球增強記憶術：學會3種關鍵技術，記憶力將會越記越快，越記越多多湖輝著; 林曜霆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6902 35堂愛兒語文課: 蒙特梭利語文教育 趙義達, 楊美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037 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2022= Art Education Society of Tao Yuan Albums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4201 MSGAMIL大豹風華: 泰雅族大豹群對日抗戰120年紀念特輯傅琪貽總主筆; 林金玉 Wagi Shyac主編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3603 亞靜與哈勇: 霞雲坪遊趣 田金福, 田金祿, 林恩成, 陳青松, 陳秀珍, 陽國強受訪; 林英蘭, 呂芊妤, 呂琦心, 黃恩希採訪; 江淑綺, 林映竹文字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0053 抒心無意: 穆然書會壬寅聯展= 2022 Exhibition of Mu Ra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孫愛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139 2022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30週年紀念特刊 周根源, 王力誠, 杜嘉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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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來幼兒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攝影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市霞雲坪部落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穆然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市泰雅族大豹群族裔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919 海峽兩岸攝影家攝影展. 2021第三屆 桃園觀光雜誌社, 四川省旅遊協會合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3602 Watan kbrus= 騙人的瓦旦 Ayu Payas(蘇秋華)文字; Hac’Ayu(黃紫薇)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6269533619 pinbahuw na yaki mu= 奶奶的農作物 Umas(呂秋琬)文字; Amuy Acay(林沂臻)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4806 健康教會的四個堅持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7431 尋能第4小隊= The 4th force 腦高原作; 爛貨習作漫畫 初版 平裝 2

9789860667486 眾神水族箱: 赤螭之風 大獵蜥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161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論壇論文集. 2021年第六屆張平吾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1227 風力發電20問= 20 Questions about wind power= 風力発電に関する20個の質問周鑑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234 三堂課學會微積分: 教學手冊 周鑑恒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241 小朋友造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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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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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巧」 曾國藩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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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觀光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雅族語言推動組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泰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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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嘉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43 圖解: 道德經 唐譯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67 圖解: 素書 黃石公作; 唐譯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3374 千古食趣: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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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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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24272 你一定想看的非洲史 楊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4296 霍金傳: 與時空對話 楊建鄴, 龔阿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4302 賽局理論: 每個人都在想著怎麼贏你 徐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4319 羅斯柴爾德: 世界上最富有最神秘的家族 陳潤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5217 流星のスペクトル 灰原愛 Ai Haibara 灰原愛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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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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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8352 量子電腦和量子網路= Quantum computing 阿米特.卡特瓦拉(Amit Katwala)作; 翁尚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8369 聽見客戶心聲的D2C銷售模式: 打造特色產品,鎖定特定族群,以優質互動建立客戶忠誠度角間實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8376 大腦之外的思考力: 各領域專家如何運用肢體、環境、人際關係,協助大腦突破思考的局限= The extended mind: the power of thinking outside the brain安妮.墨菲.保羅(Annie Murphy Paul)著; 龐元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629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四冊 李勤岸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75636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八冊 黃勁連總編輯 五版 平裝 1

9789866075643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十冊 黃勁連總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75650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十二冊 黃勁連總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75667 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 第二冊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編撰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75674 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 第四冊 吳秀美, 徐汎平, 徐敏莉, 賴玉英編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75681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二冊 李勤岸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75698 國民小學閩南語. 6(臺羅版) 徐建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704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6 徐建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711 國民小學客家語. 6 吳秀美, 徐汎平, 徐敏莉, 賴玉英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728 國民小學客家語教師手冊. 6 吳秀美, 徐汎平, 徐敏莉, 賴玉英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元宮參贊堂管理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海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涅普頓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9061 戒律= The precepts 真佛宗出版社編輯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135 走出埃及: 深蹲曠野的牧養之路(上) 我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8380 意識原子: 微觀物質生命實相= Conscious atom: the reality of microscopic material life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58397 意識宇宙: 超越理智感官極限= Conscious universe: beyond the limits of intellectual and sensation華才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2901 Good morning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18 Yummy yummy breakfast!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25 Dressing up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32 Tomorrow I will go to school!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49 Do you like vegetables?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56 I don't want to take a nap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63 I can wait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70 I like taking a bath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87 Dinner is ready!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42994 Goodnight Oakley! 秧學教育(kidsden)文; 沐鴒(Mullin)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1204 The whispering of the moon= Qalingas buan= 月語洪文和Tanpilic Balincinan作; 邱中玉, 石明媚, 石志雄, 石紹蓁, 石蕙宜, 洪黃英娥, 洪黃秀玉, 洪宜璇, 余三郎, 何亞孺繪圖; Sean Kao英文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1211 The origin of the Bunun's surname= Balincinan= 布農族卓社群姓氏起源說洪文和Tanpilic Balincinan作; 邱中玉, 石明媚, 石志雄, 石紹蓁, 石蕙宜, 洪黃英娥, 洪黃秀玉, 洪宜璇, 余三郎, 何亞孺繪圖; Sean Kao英文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1228 The melody of the Bunun's "Tultul"= tultul= 布農族卓社群杵音起源說洪文和Tanpilic Balincinan作; 邱中玉, 石明媚, 石志雄, 石紹蓁, 石蕙宜, 洪黃英娥, 洪黃秀玉, 洪宜璇, 余三郎, 何亞孺繪圖; Sean Kao英文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11235 The Bunun's harvest festival= Pasuntamul= 豐收感恩祭洪文和Tanpilic Balincinan作; 邱中玉, 石明媚, 石志雄, 石紹蓁, 石蕙宜, 洪黃英娥, 洪黃秀玉, 洪宜璇, 余三郎, 何亞孺繪圖; Sean Kao英文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681 鈔卷雕板: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21 黃彥達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9601 龐一棉紙撕畫: 紙粹的家2021師生聯展 紙粹的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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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729 33孩子 三之三基金會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真佛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紙文物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紙粹的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秧學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納得資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哪噠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祐安大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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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981 翱翔九秩: 慶祝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立中國旅行社九十周年特刊周維沛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6652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作報告. 109學年度葉欣穎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8861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27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34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數學甲、數學乙.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41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58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65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會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72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89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8696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 110學年度黃璧君, 朱惠文,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6872 新南街風華再現: 大溪中山路街區發展的想像 財團法人大嵙崁文教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730 ITIS產業報告教室 後疫時代如何提升產業韌性熊治民, 黃慧修, 郭大維, 陳怡靜, 紀翔瀛, 劉修銘作 平裝 1

9789862643747 Taiwan cluster mapping. 2021 by Chia-Ju Chen, Ling-Hsin Chiu, Chun-Hao Yueh, Ching-Hung Lin, Yu-Bin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2643754 台湾産業クラスターマップ. 2021 陳嘉茹, 邱翎忻, 岳俊豪, 辻真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726 植物工廠的栽培應用理論與營運操作實務 邱相文, 鄭宇翔, 蘇招德, 羅棣楹, 林意潔, 徐志明, 蔡尚光, 石信德, 呂昀陞, 陳美杏, 蔡致榮作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4485 台灣半導體產業面對國際政經環境變動的挑戰及因應史欽泰, 高長, 金聯舫, 蘇孟宗, 彭茂榮, 江柏風, 黃慧修, 葉長城, 簡錦漢, 王文娟, 陳馨蕙, 白宗城, 葉國俊, 梁凱惟作平裝 1

9789869984492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 5 鄒倫, 林鑫保, 戴佑容, 王順輝, 陳范倫, 張嘉真, 黃欣栩, 周志宏, 許惠卿, 施昀廷, 連振廷, 黃詩文, 李鼎銘, 張絮評, 郭于禎, 姜郁雯, 陳昱綺, 張靜貞, 陳逸潔, 吳成湖, 郭學文, 李國豪, 呂宛慈, 許國恩, 陳文卿, 陳文欽, 梁永瑩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2800 央行數位貨幣之內涵與影響因應研究 黃朝熙, 吳中書, 陳一端, 劉孟俊, 王國臣作 平裝 1

9786269562817 如何深化化工教育之產學合作 楊顯整, 林志龍, 張瑞閔, 林右人, 余芳瑋, 陳蕾伊編撰 平裝 1

9786269562824 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王釿鋊, 劉致峻, 邱炳嶔, 吳再益, 林茂文, 陳建緯, 陳明燕, 江茂雄, 簡于萱, 林俊華, 石瑤階, 洪向民, 趙國華, 呂理安, 林進聰, 高昕瑋, 曹雄智, 吳中書, 彭勝本作平裝 1

9786269562831 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莫冬立, 余志達, 趙家緯, 林泉興, 黃奕儒, 賴靜仙, 楊水定, 黃義協, 陳宗逸, 郭博堯, 郭佳韋作平裝 1

9786269562848 臺灣國際醫療發展走向與促進醫療產業之發展陳世桓, 劉建甫, 許麗卿, 王品心, 林俊希, 劉昱彤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2855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 王正健, 蒙以亨, 吳榮煌, 鄭聖慶, 王自雄, 鄭榮和作 平裝 1

9786269562862 面對國際資金新情勢金融產業之挑戰與對策 周行一, 徐政義, 儲蓉, 林士傑, 賴威仁, 林奇澤作; 陳綠蔚, 吳中書主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857 最強的工廠跨國實戰: 掌握48個成功關鍵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能率協會GOOD FACTORY研究會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925 數位轉型推動手冊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932 智慧製造轉型指引手冊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963 CPC領導與變革: 寧靜變革 跨越20 傳承永續= CPC leading and changing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嵙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技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2653 深層看看日本的文化與歷史. II 林茂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562653 深層看看日本的文化與歷史. II 林茂松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214 親子教育與美好互動 張寶樂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0779 中國醫藥研究叢刊. 第卅三期=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vol.33趙效明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9082 覺無常: 九二一地震慈濟志工口述歷史急難救助訪談紀錄. 二李張貴珠, 張碧珠, 陳明珠, 游麗桂, 紀邦杰, 姚淑娥, 林阿純, 曾錦梅, 呂清音, 李正誠, 連林玉秀口述; 陳麗雪, 王意秀, 張麗雲, 洪素養, 魏玉縣, 林雪花, 張美齡, 章麗玉, 林玲悧, 施金魚整理平裝 1

9789869909099 慈濟宗門足跡: 蔬活夏安居 邱蘭嵐, 胡美蘭, 廖右先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683 為自己、為孩子、好好分手 白麗芳, 李惠娟, 廖致萱, 陳令英編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588690 心情密碼: 爸媽要分手,我該怎麼辦? 白麗芳, 李惠娟, 廖致萱, 吳欣儒, 陳令英, 梁紫庭, 李茜如編輯第1版 平裝 1

9786269554607 當孩子永遠的父母: 離婚親職資源手冊 兒童福利聯盟童心協力合作+編輯 第3版 平裝 1

9786269554614 如何讓孩子知道我們離婚了? 兒童福利聯盟童心協力合作+編輯 第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9108 我行,你也行!: 成年身心障礙者結構化教學教案王富玉, 王雅萱, 古嘉琪, 朱貽莊, 李婉玲, 周惠英, 林思婷, 黃珉蓉, 黃莉芬, 黃珊, 陳怡湘, 陳彥如, 陳姵弟, 陳紫寧, 楊佳偉, 詹純蓉, 劉瑞玲, 蔡沁文, 鄭佳琪, 戴亞琪, 羅晧瑜撰稿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1350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五號: 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平裝 1

9789869921367 評價準則公報. 第十四號: 非金融負債之評價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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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76807 台灣營造產業技術工短缺因應措施探討 郭燿禎撰寫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130 新冠時代下的東南亞新情勢 李明勳, 鐘雲曦, 黃以樂, 巫佩蒂, 吳安琪, 羅惠宜合著; 徐遵慈主編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現代化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醫藥研發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佛教阿含宗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營造業研究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會計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慈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經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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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0818 原來如此系列: 聖經= What about...: the Bible 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25 原來如此系列: 小問答= What about...: the small catechism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32 原來如此系列: 十條誡= What about...: the ten commandments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49 原來如此系列: 使徒信經= What about...: the Apostles' Creed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56 原來如此系列: 主禱文= What about...: the Lord's Prayer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63 原來如此系列: 聖洗禮= What about...: Holy Baptism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70 原來如此系列: 認罪與赦罪= What about...: confession and absolution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87 原來如此系列: 聖餐禮= What about...: the Sacrament of the Altar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0894 原來如此系列: 福音= What about...: the Gospel 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0403 原來如此系列: 路德會會友= What about...: being a Lutheran貝利(A. L. Barry)作; 顧美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20551 工具機產業的精實變革4.0 劉仁傑, 巫茂熾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920568 精實改善108招 石清城著 平裝 中冊 1

9789869920575 臺灣產業行腳地圖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產業顧問群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863 水庫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防洪及水砂運移之影響與對策研擬張倉榮計畫主持; 賴進松, 李豐佐協同主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79315 晃蕩六堆 楊弘彥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90710 薪傳300年: 2021六堆論壇= Liugdui 300 years of foundation: Liugdui forum徐靜如, 陳宏銘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1925 知識寶藏: 第八= ༄༅།།ཤེས་བྱ་ཀུན་ལ་ཁྱབ་པའི་གཞུང་ལུགས་ཉུང་ངུའི་ཚིག་གིས་རྣམ་པར་འགྲོལ་བ་  ལེགས་བཤད་ཡྲོངས་འདུ་ཤེས་བྱ་མཐའ་ཡས་པའི་རྒྱ་མཚོ་ཞེས་བྱ་བ་ལས།  གནས་བརྒྱད་པ་ལྷག་པ་ཏིང་ངེ་འཛིན་གི་བསླབ་པ་རིམ་པར་ཕེ་བ་ལ།  སྐབས་གསུམ་པ་གསང་སྔགས་རྲོ་རེ་ཐེག་པའི་སྲོམ་རིམ་  རྒྱུད་གཙོ་བྲོར་བེྱད་པ་སིར་བསྟན་པའྲོ།  །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編撰; 施心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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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9421 彌撒曲集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樂組編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959438 千縷微風: 丙年主日及節慶日講道集 潘家駿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9445 生命的福音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437 家庭生活品質(易讀版) Robin McWilliam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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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9632 天人炁功聖訓專輯: 民國七十一年至一一0年 天帝教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彙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興工程基金會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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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蘭啟智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帝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化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3105 SEA plateaus計畫選輯. 2019/2020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3

9786269553112 Taiwan NOW 林曼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045 臺灣茶器聯展. 2021 廖小輝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621076 臺灣茶器聯展. 2022 廖小輝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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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芷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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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1607 讀書.考試.一技之長;才能翻轉人生 王世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521 決算法研析與實務= Financial statement act 主計月報社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611 媽祖信仰與北港朝天宮 蔡相煇編撰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47216 松菸世代: 浪擲又浪漫的追夢者 陳玉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4300 放逐: 鄭立禹創作個展= Exile 劉弘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404 恩典依舊: 上帝眼中的失智者 多蘿西.林希康(Dorothy Linthicum), 珍妮絲.希克斯(Janice Hicks)著; 游紫萍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004 忠信見證集 楊高有德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096 保世安民: 增修大龍峒保安宮志 莊宏誼, 范純武, 廖武治, 謝貴文, 蕭進銘撰修 精裝 3

文化臺灣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方圓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山文創園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吳家錄保險文化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主計協進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港朝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道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保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市萬隆基督的教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4923 華佗開講. VIII, 疫情與健康養生 楊志良, 陳亮恭, 楊賢鴻等作; 潘金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4930 傑出大陸台商獎專輯. 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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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8003 臺東天后宮文物誌: 沿革暨文物誌 李建緯, 莊研育, 吳慶泰, 楊朝傑, 李博揚作 初版 精裝 2

9786269538010 臺東天后宮文物誌: 沿革暨文物誌 李建緯, 莊研育, 吳慶泰, 楊朝傑, 李博揚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2240 金融商道. II: 金融人員近身銷售力 輝偉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2264 Stop!老後破產! 大江英樹, 井戶美枝作; 林芬蓉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3402 東港東隆宮溫王爺信仰民俗學術論壇論文專輯. 2020第一屆李豐楙, 謝貴文, 周舜瑾, 沈琮勝, 林安樂, 林思玲, 李茂榮, 陳淑華, 林志龍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3006 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老淡水球場百年風雲 謝德錫, 潘國明, 蘇文魁, 魏玉珍作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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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0113 牧會拾穗 員東路教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76609 用愛行醫四十年: 蘇聰賢醫師行醫紀錄 蘇聰賢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3509 新世代養殖生力軍. IV, 12位養青的奮游人生 林宗善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1957 可傳遞信息. 11, 喜樂的奉獻= How you can experience the adventure of giving白立德(Bill Brigh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1971 6A父母: 成為兒女生命中的英雄= How to be a hero to your kids約瑟.麥道衛(Josh McDowell), 迪克.戴伊(Dick Day)作; 楊家偉, 姚彥懿譯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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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東天后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台灣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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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婦女健康暨泌尿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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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屏東縣東港東隆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1920 微韻.映境: 王俊盛繪畫風華 柯介宜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7553 獅頭山山雲詩書集 徐享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2904 碎小集: 王冠蓁2014-2020壓克力畫布草圖 王冠蓁作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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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644 台灣已邁向政黨選舉的新紀元: 一九八六黨外選舉後援會的綜合報告(復刻版)一九八六黨外選舉後援會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0418 王城西 鄭翔鴻, 周芷茹撰稿; 李悅恩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9287 明聖經故事: 一生受用的26堂經典課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968 本生故事精選繪本(注音版) 巴利文大藏經原著; 黃寶生中文原譯; 釋聖悔編輯修訂; 尹婷繪圖精裝 1

9789579414999 佛陀略传=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bridged version)觅寂尊者(Bhaddanta Santagavesaka)编着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50906 龍潭探驪珠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6269550920 現代高僧大德的行誼 隆迅法師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176 拼貼歷史的缺頁: 陳銘城人權文集 陳銘城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983 芳香族L-胺基酸類脫羧基酶缺乏症照護手冊= Brochure of Aromatic L-Amino Acid Decarboxylase(AADC) Deficiency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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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甸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2

永都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續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仰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平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0261 使徒性婦女: 神對神國女性的恢復計畫= The apostolic woman: God's restorative plan for woman in his kingdom琳達.海得勒(Linda Heidler),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合著; 李素娓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4400 歷史的軸與線 蔡錦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4417 蔡慶和先生重要研究著作手稿 蔡錦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4718 播種好苗: 幼兒及小學生命教育 紀潔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725 一生承諾 張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4732 撒播希望: 青少年生命教育之教學 紀潔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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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76759 噶瑪蘭花蕊綻放中 陳維鸚,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平裝 2

9789869876773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41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76780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 第35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7506 劉峯松全集. 3, 教育.觀護.人權 劉峯松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17513 街頭創意民主台灣的歷史現場 翁金珠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569 食光.時光: Kasavakan飲食記憶誌 卓幸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1729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七屆 孫梓評, 謝麗笙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710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110年版(109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6478727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10年版(109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周聯華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線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金融聯合徵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拓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9789868318366 梵網菩薩戒說戒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8373 梵網菩薩戒說戒儀軌(居士版)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30895 梵網菩薩戒懺悔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00 梵網菩薩戒懺悔儀軌(居士版)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17 戒律勸學彙編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24 戒律勸學彙編: 下三眾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31 優婆夷戒說戒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48 優婆夷戒說戒儀軌: 僧中淨人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55 戒律勸學彙編(初學版)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62 佛說戒消災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79 上果下清三藏法師開示 上果下清律師開示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86 <<五戒表解講要>>講解 上大下修律師宣講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1293 梵網經菩薩戒講記 上性下德律師宣講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1605 八關齋戒授戒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廣化律師編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1612 曼荼羅供養 略說曼荼羅供養法 妙欲雲煙供簡軌合集色麥欽則.釋迦比丘.聖阿旺索巴嘉措作; 惟俊比丘尼彙編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1629 佛像安座儀式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1636 佛歡喜日自恣獻供儀軌 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1643 佛陀真身骨舍利開塔儀式 灑淨儀式 上供儀式合集惟俊比丘尼彙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6815 原舞者30年誌= FISDT 30th anniversary 陳昱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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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29168 新冠疫情對教會的挑戰與啟示= Challenges and messages of COVID-19 to the church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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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83453 一生一事= One thing for a lifetime 林日龍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783460 桃回原鄉: 原住民族環境教育展= Homing Taoyuan林日龍Temu Nokan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1520 小語與小詩: 一日一小詩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537 小语与小诗: 一日一小诗 卢胜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544 當下的明燈: 把光明照向慾念之惑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551 那老爹的心事: 慾望的掙扎與突破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612 一籃子奇想: 一天一小品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51629 一篮子奇想: 一天一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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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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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193170 大學人才培育與價值創造體系之探討 張于紳, 張書豪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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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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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桃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873 GOOD！古的工藝有智慧 王派仁著; 阿喵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880 外帶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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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8897 通往夢想的道路 謝君韜等28名合著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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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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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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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209939 不能隔離的愛 以琳書房讀者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209953 迎向改變= The principles and benefits of change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吳美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209960 智慧的珍寶: 聆聽智慧的聲音= Gems of wisdom邵貴恩(Gwen Shaw)著; 李琳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6018 在祂翅膀的蔭下: 林張嘉禎的見證故事= Under his wings: the story of Florence Lin's life林張嘉禎(Florence L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6025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22= Die Losungen. 2022 摩拉維亞弟兄會編; 盧怡君, 李國隆, 孫雲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6032 音樂芬多精: 專為中高齡設計的樂活音樂課 林瑞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6049 喜樂的祖母= Be a joyful grandma 蘇緋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78692 詩篇: 靈修綱要 黃明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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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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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8587 原始點醫學 張釗漢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9628594 原始點醫學(簡體字版) 張釗漢著 第1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5098 獨眼海盜班班: 眼屎 杜丹故事編撰 平裝 1

9786269562107 嘗試新奇: 冷敷熱敷 杜丹故事編撰 平裝 1

9786269562114 我不舒服: 疼痛表達 歐淑媛故事編撰 平裝 1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基督更生團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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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惟生醫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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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3903 現代論壇時論集: 2021年美日大選後的台灣走向蔡長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624 新北城鄉政策建言. 2020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66476 邁向和平之道: 池田大作物語 前原政之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566759 吾與為樂: 文化尋根創價藝文典藏系列展= To share my joy is a 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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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66896 臺灣跨領域藝術教育先驅者: 王建柱= Pioneer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 education in Taiwan: Wang Chien-Chu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3110 <>.影曆: 2019-2021影像集 余志偉, 楊子磊, 陳曉威, 林彥廷, 鄭宇辰, 陳朗熹, 劉貳龍, 蔡耀徵, 張家瑋, 蘇威銘, 許[]倩, 唐佐欣, 馬雨辰, 黃品維, 曹馥年, 高仲明, 許震唐, 吳逸驊, 曾原信, 謝佩穎, 鄧毅駿, 蘇淮攝影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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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3660 台灣的雙語教育: 挑戰與對策 王力億, 江文瑜, 何萬順, 李佳家, 李振清, 林子斌, 林文川, 林麗菊, 周中天, 邱玉蟾, 胡潔芳, 高實玫, 陳秋蘭, 陳純音, 陳錦芬, 陳碧珠, 張懿茹, 楊文賢, 鄒文莉, 葉德蘭, 羅美蘭, 鍾鎮城作;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2256 臺灣沿海塑膠微粒四季調查: 2021島航普拉斯計畫成果報告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433 落花春泥與新芽: 林游阿妹女士百年誕辰 林亮均林亭均受難四十週年紀念文集慈林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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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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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現代學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林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菜脯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9223 數位思潮的奇幻漂流 陳冲著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9118 頂泰山巖志 張仁甫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177 夢蝶.蝶夢: 埔里蝴蝶價值的轉譯與運用 顏新珠, 何貞青, 廖肇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743 漂流的旅人: 聖經視角下的外方人、移民與難民阮文清(vănThanh Nguyễn)著; 倪淑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750 依納爵式分辨之道: 突破雜音重圍,聽見天主的聲音丹.伯克(Dan Burke)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75083 和自己在一起: 後疫情時代的孤獨 黃嘉慈, 黃苡安, 李碧姿, 鄭碧君採訪撰文; 葉雅馨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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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8302 金融科技發展趨勢解析= FinTech 李震華, 黃仕杰, 賴苡安, 楊政霖, 朱師右, 劉巧玉, 張凱傑, 姚淑雯, 王品雯作平裝 1

9789575818364 自駕車產品、技術與市場趨勢剖析= Self-driving car張家維, 官盛堯, 王自雄, 富士Chimera總研, 日經電子作 平裝 1

9789575818388 虛擬實境應用發展動向與產品、市場分析 林巧珍, 吳柏羲, 富士Chimera總研, NIKKEI ELECTRONICS作 平裝 1

9789575818418 亞洲主要國家5G發展現況分析 鍾曉君, 甘岱右, 鄭凱中, MIC研究團隊, RIC, 富士Chimera總研作平裝 1

9789575818425 5G技術發展與產業分析 徐子明, 鍾曉君, 蘇奕霖, 黃仕宗, 蘇偉綱, 申作昊, 廖彥宜, 柳育林, RIC, 富士Chimera總研, NIKKEIxTREND作平裝 1

9789575818449 5G開放網路架構發展分析 申作昊, 鍾曉君, 李建勳, 蘇偉綱, MIC產業創新研究組團隊作 平裝 1

9789575818494 ICT產業白皮書. 2021. 上: 資訊硬體/消費性電子/智慧行動載具黃家怡, 黃馨, 陳牧風, 廖彥宜, 龔存宇, 徐子明, 蘇奕霖, 劉巧玉, 蘇偉綱作平裝 1

9789575818500 ICT產業白皮書. 2021. 下, 人工智慧/半導體產業/電動車/智慧醫療朱師右, 杜佩圜, 張皓甯, 鄭凱安, 楊可歆, 林育烽, 張軒豪, 張家維, 楊海嵐, 何心宇, 王麗星, 蘇奕霖, 王衍襲, 陳思豪, 黃正傑, Michael Bertha, MIC研究團隊作平裝 1

9789575818548 ITIS產業分析師陪你疫起掌握商機: 資訊硬體業X資訊軟體業X生醫業X食品業X紡織業王義智, 陳霈萱, 謝佩芬, 魏傳虔, 黃馨, 黃家怡, 陳牧風, 朱師右, 孫以倫, 徐郁婷, 李怡蓁, 陳麗婷, 巫文玲, 林建邦, 張慧潔, 鄭宇婷,李信宏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2173 建構高值化農產素材開發與產業鏈結服務計畫: 2021成果彙編手冊蔡偉皇, 郭俊緯, 林恒生, 王彤寧, 喬崇益執行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2180 關係人口經營策略: 農村發展指引手冊. 2 陳玠廷, 王慧瑜, 黃性男, 蘇之涵, 陳品穎, 陳慧蓉, 林媛玉, 吳徐帆, 郭珮甄, 許昊仁文字編輯平裝 1

9789860602197 農田裡的造夢者: 51個築夢踏實的農耕故事= Good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唐祖湘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30618 每日餐桌的#食農關鍵字: 在地文化X鄉村經濟X食農教育林美慧總編輯 平裝 1

9786269530625 農業素材高值化應用驗證量能= To verify higher value-adding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materials洪紹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561 我受不了了: 親子互動遊戲書 林月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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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泰山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祿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農業科技研究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2563 佳山100: 北投文物館建築一世紀= The 100th year anniversary of the architecture's accomplishment of Beitou Museum李莎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5209 畫出大地的愛: 第三十一屆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李昕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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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9486 佛教與人生的關係 竺摩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9493 圓覺經講義 圓瑛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2603 貢噶呼圖克圖心經講演錄(附:般若多羅蜜多心經、 般若心經驅魔除障法)西康貢噶呼圖克圖講授; 慈威上師記錄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2610 佛說阿彌陀經要釋 斌宗老法師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2627 城隍爺傳奇 王汝偉繪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4538 愛語永不止息: 一起經歷在基督裡敬拜的喜樂 區黃明輝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9824545 豐盛健康的禱告詞 葉聖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24552 天上法庭罪孽處理禱告文 平裝 1

9789860789065 為自己禱告手冊= Pray for myself 李月華作 平裝 1

9789860789218 為兒女禱告文 平裝 1

9789860789546 為自己禱告手冊(越文版)= CẦU NGUYỆN CHO CHÍNH MìNH李月華[作] 平裝 2

9789860789553 教牧書信: 與區永亮牧師一起讀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區永亮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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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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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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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5607 在愛中的喜樂 王建煊著 平裝 1

9786269525614 點亮生命 王建煊著 平裝 1

9786269525621 牽手走一生 王建煊著 平裝 1

9786269525638 幫助孩子邁向成功 王建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735 陳土根先生紀念文集 陳玲玉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市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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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偶戲館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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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21263 永遠的祝福: 盲人宣教師廖旺的故事 周佩蓉, 江淑文文; 陳嘉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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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21287 看!美好腳蹤 江淑文, 陳嘉鈴, 余玉玥, 周佩蓉, 盧恩鈴, 林士文, 張倍萁著 精裝 1

9789860721294 祈禱: 跟耶穌學習祈禱 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1300 聖經充滿我 杜佳諭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6709 儒釋道修真伏魔籙: 正氣歌.五公經.太上洞淵神咒經合一篇蓬萊野鶴(王工文)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1061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2= Annual survey on Taiwan industrial trends孫明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7931078 2022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孫明德主編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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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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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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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7812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 第一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829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 第二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83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 第三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978986166784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年. 第四冊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臺灣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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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820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官方說寫練習題. 中級= 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and writing practice test沈冬主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25837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官方說寫練習題. 中高級= High-intermediate level speaking and writing practice test沈冬主編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081 玉丁寧館文存 秦孝儀作 精裝 1

9789868987098 玉丁寧館墨集 秦孝儀作 精裝 1

9786269560608 玉丁寧館留珍 秦孝儀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1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廣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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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9790 耆老的智慧 盧桂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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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4278 追著光,大步前行: 2018震怡文教基金會文化講座選輯梁怡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775 賽德克小書. VIII: 踏尋祖靈橋,參與部落再生2.0劉瑞瓊, 林益謀, 楊素欣, 賴慶明, 李永光, 瑪姮.巴丸, 曉明女中部落服務團, 部落青年作; 白子盈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4105 玄異筆記: 六朝文學選讀本 陳義芝, 陳怡蓁主編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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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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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9063 鴻梅新人獎聯展作品集. 2021 劉信義, 劉鳳鴒, 陳劭彥, 張峻碩, 洪瑄, 梁廷毓, 楊浤淵, 吳軍, 汪正翔, 賴志婷作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5309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年報. 民國109年度= Joint Commission of Taiwan 2020 annual report王拔群總編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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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特的短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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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778138 甜蜜家庭 姚嘉文原著; 魏柏鈞, 林芸合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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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巴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震怡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澤醫學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慧深佛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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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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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醫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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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16001 陳淑女教育講談集 陳淑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2143 照亮解脫道之炬: 前行法之次第導引 二世敦珠仁波切吉札.耶謝.多傑(Dudjom Rinpoche, Jigdral Yeshe Dorje); 蓮師翻譯小組(Padmakara Translation Group)英譯; 楊書婷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174 觀音文化國際論壇紀要. 第一屆= The 1s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Guan Yin Culture高岡秀暢, 釋顯月, 陳清香, 張小玲, Sarbottam Shrestha, Suraj Shakya(蘇睿智)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912181 尼泊爾佛教的神系暨梵典宮佛教寫本插圖集萃立川武藏, 周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4907 曉部五曲: 彩繪部落的樂章 起部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67179 恐龍一億五千萬年: 看古生生物學家抽絲剝繭,用化石告訴你恐龍如何稱霸地球=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inosaurs: a new history of a lost world史提夫.布魯薩特(Steve Brusatte)著; 黎湛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230 時間裡的孩子= The child in time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作; 李斯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0767360 季風亞洲: 二十一世紀的大國賽局與地緣政治衝突=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作;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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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anmar's enemy within: Buddhist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a Muslim other法蘭西斯.韋德(Francis Wade)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407 偷亞提拉馬的男孩= El niño que robó el caballo de Atila伊凡.雷皮拉(Iván Repila)作; 葉淑吟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0767513 奇怪的歷史知識增加了!不能只有我知道的趣味歐洲史Seayu(即食歷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520 我們與動物的距離: 道德、規範與信仰,原來演化自我們無私的基因= The bonobo and the atheist: in search of humanism among the primates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544 巴勒斯坦之殤: 對抗帝國主義的百年反殖民戰爭=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 1917–2017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著; 苑默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551 巴勒斯坦之殤: 對抗帝國主義的百年反殖民戰爭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著; 苑默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7575 別讓大腦不開心: 神經科學家告訴你「快樂」的祕密,讓我們打造更美滿的生活= The happy brain: the science of where happiness comes from, and why迪恩.柏奈特(Dean Burnett)著; 鄧子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7599 尋找藥師佛: 尼泊爾的山居歲月 大衛.克羅(David Crow,L.Ac.)著; 余慧敏譯 四版 其他 1

9789860767681 獵凶= The body reader 安.費瑟(Anne Frasier)作; 林零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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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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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83053 廈門市社科聯年會"廈門經濟特區建設四十周年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的經驗與啟示"研討會. 2021廈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廈門市社會科學院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3060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起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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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璜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3313 砍材.扛材.放材.小份尾在地故事集 許清山, 陳擧琇, 楊萬古, 賴春義, 莊龍生, 陳月娥, 何鍾芹秋, 穆秀環, 陶鏞輝, 葉江水, 王秀, 曾昱勳, 林鈺曄文字; 許清山, 陳擧琇, 賴春義, 楊萬古, 何鍾芹秋, 穆秀環, 陶鏞輝, 葉江水, 王秀, 林陳素, 鍾招蘭, 莊龍生, 曾昱勳, 林鈺曄繪圖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1807 二仁溪的兩道彩虹 李微潤文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8911 蟯港人 茄萣事 邱中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4002 跟著逗豆兄弟去旅行: 梓平藝術跨界農村旅遊紀行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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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7203 山河的守望者: 從獵人的眼睛認識狩獵生活與文化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 謝欣珈, 譚定宜, 陳亭瑾, 施馬懿, 翁家宏, 劉鈺萍撰文; 張正揚總編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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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62602 技藝/記憶: 新樂金工職人錄 林俊宇, 林耕宇, 曾意琇, 蕭清元文字; 曾意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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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65306 無聲的喧鬧: 乾坤詩刊二十五週年紀念詩選 乾坤詩刊雜誌社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381 核醫藥品學= Fundamentals of nuclear pharmacy Gopal B. Saha原著; 丁慧枝編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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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蟯港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梓平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8

高雄市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漢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乾坤詩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攝影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市鹽埕研究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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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660 咒術的日本史= 呪術の日本史 加門七海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2677 場外人生: 運動員送給迷惘的我們20種力量 曾荃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6243 破繭而出的蝴蝶 孫中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6274 速寫老台北 郭麗慧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4308 不能去日本也沒關係!: 偽出國島內SHOPPING,讓你把百樣商品帶回家禾白小三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789 全國商學暨觀光餐旅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16屆= The 16th Business,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Conference健行科技大學民生與設計學院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1010 引體向上: 全方位指南 HOLD STRONG Fitness Team作; Wayne Yang, Lala Chu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82565 關鍵時刻下的13堂投資心法與實作課: 無懼市場波動的不敗投資策略林明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1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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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7012932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高中生的專題研究方法黃春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80048 劇透人性：法官跳脫藍色高牆的正義追尋 林孟皇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80093 感性配享: 美學與政治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著; 楊成瀚, 關秀惠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8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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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180192 大腦逆齡指南: 頂尖神經科醫師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常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著; 陳錦慧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80246 心玲小語= My little notebook 林志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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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180338 企業創生台灣走新路 台灣產業創生平台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376 訊號: (全視覺圖解)決定全球經濟大局的27個關鍵趨勢傑夫.戴斯賈丁斯(Jeff Desjardins)著; 柯文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390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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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玫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3180413 讓提案過: 準確拿下客戶生意、順利向上報告與提升個人價值的關鍵祕技鄭君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529 療癒之島: 在60種森林香氣裡,聞見台灣的力量溫佑君, 楊智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543 Nala's World,最幸福的旅程: 一人一貓的單車環球冒險迪恩.尼可森(Dean Nicholson), 蓋瑞.詹金斯(Garry Jenkins)著; 林紋沛, 陳璽尹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80581 站立喜劇大師從寫作到表演的幽默聖經 茱蒂.卡特(Judy Carter)著; 商瑛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604 破壞性競爭: Apple vs. BlackBerry,H&M vs. ZARA,Bumble vs. Tinder,看巨頭爭霸如何鞏固優勢、瓜分市場!大衛.布朗(David Brown)著; 李立心, 柯文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611 皮膚營養學全書: 減輕過敏發炎、免疫與荷爾蒙失調,優化腸腦皮膚軸的抗老化聖經張立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635 打造超人學習: 科學打造智商10000的自學超能力xdite鄭伊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659 感與知: 讓「心」有意識: 神經科學大師剖析感受、心智與意識之間關係的科學證據= Feeling and knowing: making the mind conscious安東尼歐.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著; 李明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680 隔離: 封城防疫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Until proven saf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quarantine傑夫.馬納夫(Geoff Manaugh), 妮可拉.特莉(Nicola Twilley)著; 涂瑋瑛, 蕭永群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734 酒娘心: 從眷村幸福酒釀開始,每天一湯匙甜酒釀,養生、美容、調整體質,好吃又簡單!龔詠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80758 豐蔬食. 2:超過200道顛覆味覺的美味蔬食介紹= Fong's vegetable. 2田定豐, 林承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765 一流、二流、三流的說話術 桐生稔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796 親愛的,我們還要不要一起走下去? 王慶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80802 當儒家走進民主社會 林安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819 金融數位轉型趨勢與成功方程式: 解析國內外19間企業轉型策略,營運優化、顧客滿意、獲利提升、開創新商機!謝明華, 周樹林, 李震華, 李宜熹, 數位轉型研究團隊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857 <<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創作全書= American girl阮鳳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901 每天10分鐘,皮拉提斯正骨美型消痠痛 卓莉(Lily老師)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80949 理性：人類最有效的認知工具，讓我們做出更好的選擇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其他 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健行科大民生與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諾克



9786263180956 全光譜= Full spectrum 亞當.羅傑斯(Adam Rogers)著; 王婉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963 理性: 人類最有效的認知工具,讓我們做出更好的選擇,採取更正確的行動= Rationality: what it is, why it seems scarce, why it matter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0970 中堅實力. 4: 外部結盟、內部革新到數位轉型,台灣中小企業突圍勝出的新契機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007 關係的刻意練習: 從初識、伴侶到家人,讓你在乎的每一段關係更長久楊雅筑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014 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 FEUER DER FREIHEIT: Die Rettung der Philosophie in finsteren Zeiten 1933-1943沃弗朗.艾倫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著; 溫澤元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069 這世界,是留給膽子大的人 洪雪珍作 平裝 1

9786263181076 讓人才自己來找你: 雇主品牌的策略思維與經營實戰手冊陳佳慶, 鍾文雄, 李魁林作 平裝 1

9786263181106 反疫苗運動: 一個野心勃勃的醫生,一篇只有12位個案的偽科學論文,如何欺騙了全世界,讓英國人付出了一整個世代的慘痛代價!= The doctor who fooled the world: science, deception, and the war on vaccines布萊恩.迪爾(Brian Deer)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144 這隻蝸牛心臟在右邊: 給孩子的第一本理解基因突變與「求同存異」的書= The snail with the right heart: a true story瑪麗亞.波波娃(Maria Popova)文; 朱平繪; 黃作炎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181205 逛市場、呷小吃: 滷肉飯、湖洲粽、黑白切,品味老臺北人的庶民美食與文化縮影香老闆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212 「小學生的科學探索」系列. 數學篇= Math for curious kids琳.哈金斯-庫柏(Lynn Huggins-Cooper)著; 蕭秀姍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229 「小學生的科學探索」系列. 生物篇= Biology for curious kids蘿拉.貝克(Laura Baker)著; 蕭秀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236 像科學家一樣做專題研究: 從「發想」到「發表」的探究實作指引楊善茜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267 18秒自我介紹點金術 橫川裕之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274 倪端生命靈數全書: 重新認識自我X開發內在天能X創造豐盛未來倪端Ni Du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298 創新有理: 程天縱讓創新遍地開花的心法與實踐程天縱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342 威卡騙局: 歐陸最瘋狂金融弊案的真實故事 沃克.泰哈則伯格(Volker ter Haseborg), 梅蘭妮.貝格曼(Melanie Bergermann)著; 彭意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366 元宇宙時代 全球經濟新霸主 山本康正著; 尤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427 人生劇本: 心理學大師的人際溝通分析學= Scripts people live: transactional analysis of life scripts克勞德.史坦納(Claude Steiner)著; 洪夏天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81434 生命是一場尋求慰藉的旅程= On consolation: finding solace in dark times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441 18秒超強自我介紹術：翻轉人生，把人脈、工作、財源通通吸過來！橫川裕之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81472 像科學家一樣做專題研究 楊善茜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81489 為什麼要學歷史: 面對當下世界時的十個歷史教訓= Der Wert der Geschichte: Zehn Lektionen für die Gegenwart馬格努斯.布萊希特肯(Magnus Brechtken)著; 江鈺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519 轉動內心的聚光燈,照亮人生更多可能: 臨床心理師的科學轉念法,跳脫思考盲點、提升心理彈性蘇益賢著 平裝 1

9786263181526 軋空風暴: GameStop散戶起義如何逆襲華爾街,掀起史詩級金融震盪班.梅立克(Ben Mezrich)著; 林怡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540 拿破崙的鈕釦: 17個改變歷史的化學故事= Napoleon's buttons潘妮.拉古德(Penny Le Couteur), 杰.布勒森(Jay Burreson)著; 洪乃容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3181557 資本戰爭: 全球熱錢的流動趨勢= Capital wars: the rise of global liquidity麥可.J.豪爾(Michael J. Howell)著; 吳慕書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571 空腹奇蹟: 現代營養學不願透露的真相,奇效斷食健康法,啟動身體最強自癒力!船瀨俊介著; 林佑純譯 2版 平裝 1

9786263181618 創新的兩難(20周年傳世經典版)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著; 吳凱琳譯三版 精裝 1

9786263181663 為什麼要學歷史: 面對當下世界時的十個歷史教訓馬格努斯.布萊希特肯(Magnus Brechtken)著; 江鈺婷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181700 拿破崙的鈕釦: 17個改變歷史的化學故事 潘妮.拉古德(Penny Le Couteur), 杰.布勒森(Jay Burreson)著; 洪乃容譯二版 其他 1

9786263181731 佛教經濟學: 以智慧為依歸,永續的經濟學= Buddhist economics周賓凰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81755 西藏的般若心經= チベットの般若心經 索南格西(Geshe Sonam), 貢卻斯塔(Gyaltsen Gonta), 齋藤保高(Kunchok Shithar)著; 凃玉盞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3181793 讓腦袋大躍進的史丹佛超級筆記術 柏野尊德著; 楊毓瑩譯 平裝 1

9786263181960 NFT狂潮: 進入元宇宙最關鍵的入口,擁抱千億商機的數位經濟革命麥特.福特諾(Matt Fortnow), 屈哈里森.泰瑞(QuHarrison Terry)著; 許可欣, 張明心, 李立心, 楊雅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942 驚濤駭浪30年: 張平沼的兩岸交流回顧 張平沼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993 好宅聖經 王勝正, 林仁德, 林淵源, 唐峰正, 孫啟能, 張晉銓, 游輝任, 廖志偉, 鄭仁雄, 魯世平, 鄧東成, 葉佳宗, 賴柄源. 戴雅青, 戴雲發, 饒允政作; 戴雲發主編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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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險時代.台灣山城海 顧蕙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2051 茶產業的文化底蘊與創新營銷 劉宜君, 劉淑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5059 回聲: 台灣當代藝術家創作展=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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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問空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5

送存冊數共計：65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心宗文化傳播



9789869834858 The heavenly virtue scripture of immortal Master Guiguby Grand Master Hunyuan Chanshi; translated by Benjamin Penny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1036 小秘書的性愛日記 西門彩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46817 繡鞋春 星豫著; 璵繪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46824 繡鞋春 星豫著; 修宇Shu‧U繪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46831 男朋友總說不愛我 下末方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123 一夫一婦一燈昭: 蕭敏雄老師 高喜香老師作品集蕭敏雄, 高喜香, 單兆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933 搏 周安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940 清華文藝復興 許明德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6116957 大英百科全書草稿(中德對照)= DER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RTIKEL胡塞爾(Edmund Husserl)著; 黃文宏譯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964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 三: 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II: Rectificación y Mejora de Principios Naturales李毓中, 陳宗仁,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石文誠, Regalado T. José主編初版 精裝 2

9789866116971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 三: 明心寶鑑=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II: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Beng Sim Po Camchef editors Fabio Yuchung Lee, Tsung-jen Chen,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Shih Wen-cheng, Regalado T. José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70197 懶惰土著的迷思: 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賽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作; 陳耀宗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5470241 置郵傳命: 一位郵界耆老的回憶 潘安生口述; 余燕玲編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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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20322 佛教教育哲學新論 陳迺臣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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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04481 芥川龍之介研究: 台湾から世界へ 彭春陽, 仁平道明編 其他 1

9789863504511 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 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傅大為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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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交大鐵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台南女中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師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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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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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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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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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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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05228 Special retrospective on the twent-fifth editors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平裝 2

9789863505235 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 劉進慶思想評傳 邱士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242 製造「地方政府」: 戰國至漢初郡制新考 游逸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259 中國詞學的現代觀 葉嘉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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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05273 晚鳴軒論文集 葉慶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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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05471 改變中的基督信仰: 臺灣基督教會與基督徒的社會學分析伊慶春, 林文旭, 林常青, 施奕任, 郭貞蘭, 黃克先, 楊文山, 熊瑞梅, 蘇國賢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495 語言學: 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 Studies in diversity linguistics黃宣範, 連金發, 蘇以文, 呂佳蓉, 馮怡蓁, 邱振豪, 盧郁安, 宋麗梅, 鄭奕揚, 江文瑜, 黃文怡, 林智凱, 張顯達, 徐嘉慧, 李佳霖, 戴浩一, 蔡素娟, 謝舒凱, 陳信希作; 黃宣範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556 唐宋名家詞賞析 葉嘉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563 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 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 張維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570 公民哲學= Civil philosophy 鄧育仁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587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5 臺大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谷玲玲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594 穿梭黑暗大陸: 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顏健富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600 實現自己的材料庫: Abaqus UMAT於計算力學之應用黃仲偉, 吳泓錡, 張慰慈, 鄭翊良, 楊文嘉, 游濟華, 陳俊杉合著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624 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 <>和<>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佐藤將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648 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 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 張維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655 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 周志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679 製造「地方政府」: 戰國至漢初郡制新考 游逸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686 語言學: 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 黃宣範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693 颱風 克里.伊曼紐(Kerry Emanuel)作; 吳俊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05716 我的學思歷程. 12 優席夫, 戴勝益, 簡又新, 陳郁秀, 許金川, 陳永儀作; 丁詩同主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5723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no.48=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 No.48Kuo-ch'ing Tu(杜國清), Terence Russell(羅德仁)編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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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4767 師說新語: T-Lab實踐社群共創協作教練實作之旅程= Teachers speaking: a journey of co-creating a collaborative coaching model by the T-Lab community of practice陳佩英, 沈心慈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774 形如其名: 地名與地形的對話 沈淑敏, 李聿修, 陳銘鴻, 羅章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781 深度學習: 參與世界改變世界 Michael Fullan, Joanne Quinn, Joanne McEachen著; 陳佩英總編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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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海洋大學媒體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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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1163 航運教父: 林光老師紀念專書 王光祥, 林見松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866 牛伯伯陪你讀<<心相篇>> 黃崇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73 牛伯伯陪你讀麻衣<石室神異賦> 黃崇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80 鄉愁.歙縣記憶: 家在山水翕聚間 張大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897 鄉愁.休寧記憶: 書香一脈狀元城 黃永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03 鄉愁.黟縣記憶: 古黔滿目明清風 余治淮, 劉菁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10 鄉愁.祁門記憶: 茶色是祁門紅 鄭建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27 鄉愁.績溪記憶: 溪水淌過舊光陰 程慕斌, 邵之惠, 章灶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34 鄉愁.婺源記憶: 家在大江東復東 許含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41 鄉愁.太平記憶: 始知身是太平人 項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58 鄉愁.旌德記憶: 不識旌德夢成堆 周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65 唐宋日記文選釋 黃啓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972 宋十三家生平事跡考述 黃啓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8156 趣學TOCFL流利精通級詞彙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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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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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75503 筆尖上的智慧: 哥林多前後書 聖經著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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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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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8404 闖業維肩 吳炳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2657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寫作測驗= Access to GEPT: writing test(intermediate)鄭翔嬬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72664 Bonus book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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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石築夢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泰金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台灣矽谷雲端職場領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9789860672671 Initial & ending sounds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1

9789860672688 Sight words book. A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1

9789860672695 Sight words book. B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1

9786269568208 Word families author TANG-AO BOOK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2293 只有不會教的家長;沒有教不會的孩子(彩色版)王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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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2322 倖存之家= The Dutch house 安.派契特(Ann Patchett)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2346 災難觀光團: 命懸一線的旅程即將出發= 밤의 여행자들尹高恩著; 簡郁璇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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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4529 Luter's architectural hardware products: blend of technique and design concept: general catalogue 2022editor-in-chief 周志儒Louis Chou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06913 服裝與服飾設計手冊 李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90 圖案設計手冊 齊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42 設計色彩 楊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052 設計師的商品包裝色彩搭配手冊 齊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304 零基礎學平面廣告設計 Art Style數碼設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164768 羨慕是一種高利貸: 建立信心x逃離自卑x告別壞習慣林庭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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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66144 0戒心銷售術: 掌握9大銷售重點,精準找到客戶的痛點黃榮華, 肖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205 心靈測謊: 你的心事,一分鐘也瞞不住! 劉惠丞, 田由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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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166434 成功啦!哪次不成功: 完美套用的成功學心法 王郁陽, 金躍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6489 誰想一個職位做到死: 12個好習慣讓你「升升不息」徐書俊, 鄭一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496 大人,小的冤枉!: 勒死皇帝?科舉賄賂?通姦殺夫?解密明清十一大奇案!陳深名, 岳展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6847 第一支火箭: 被戰火推進的航太史 張天蓉著 第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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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66908 我很普,所以沒人追?: 破除日常中的邏輯迷思 李改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崑山科大電子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崧日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崧燁文化



9789865167240 他小時候不是這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拯救青春期焦慮症,26個孩子不曾說出口的祕密黃依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394 家養綠植: 裝飾.培育.欣賞 橘頁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167523 因為人類太奇怪,所以需要心理學: 其實,生活中90%的問題,都可以靠心理學解決!張憲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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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67745 虛擬實境的商業化應用: 遠比現實世界自由的VR世界楊浩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783 五四圖史: 百年前的學運先驅 陳占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790 二十幾歲的你,別預支煩惱: 你該做的是準備而不是擔憂張雪松, 王郁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837 基金管理大師: 成為讓基金經理人害怕的基金操盤手!趙劭甫, 鄭一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844 就算不能一夜有錢,也要年少致富: 寫給投資新手的理財說明書朱儀良, 永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7868 總經理你要怎樣!: 別再只懂黑臉壓制!你試過用「鮭魚精神」領導企業嗎?楊仕昇, 馬銀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8001 請孔子讀論語: 培養好學的心態,在承擔中勇敢成長,成為自己生命的王者楊朝明, 李文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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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68117 品牌力量: 無名小公司到全球企業帝國,麻雀變鳳凰的契機黃榮華, 申珊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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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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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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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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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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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69602 烏龍茶: 大紅袍、文山包種、東方美人、木柵鐵觀音......從栽種到品鑑,步入齒頰留香的烏龍茶世界李遠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19 愛在雪花飄揚時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26 奸詐世代: 古人的權謀鬥爭,現代職場的縮影 殷仲桓, 趙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33 大腦充電中,60秒改造全新人生: 你離成功只差這101種好習慣阿爾伯特.哈伯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40 錯誤的時空,遇見注定的你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71 如何用英文解釋中華文化: 名勝古蹟X飲食文化X節日習俗X歷史脈絡楊天慶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88 年輕人,想什麼?當個主管也太難了!: 被動、自以為是、愛頂嘴、特立獨行......年輕人就是這麼愛搞怪,身為上司應該怎麼辦?蔡宜潔, 吳利平, 王衛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695 別讓錢成為婚姻的裂痕: 婚後的荷包,不該這麼扁朱儀良, 永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701 尋覓,荀祕,先秦時代最後一位大儒: 即使禮崩樂壞,世界還是會照常運轉高專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718 職場小人研究室: 喧囂的職場,你更需要看懂同事的小心思劉惠丞, 禾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725 住宅空間設計 沈渝德, 劉冬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169732 讓悲傷從你的世界路過: 做最幸福的「普通人」,用盡全力感受生命中的每一寸陽光劉丙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749 概念設計 向海濤, 毛宸霞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831 Hello了,然後呢?: 交際英語開口說! 朱正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848 海神的女兒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855 練習失敗,錯誤的完美示範: 成功不用等投胎,先改掉這些壞習慣王郁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862 簡墨品讀書法名家: 東坡「畫字」、山谷「描字」、蔡襄「勒字」,中國歷代名家書法字帖經典陳洪嶺, 簡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879 設計基礎構成 孫媛媛, 呂太鋒, 席麗莎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886 厭世始祖叔本華的悲觀哲學: 幸福只是暫時的,痛苦才是人生的本質劉燁, 安旻廷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923 你缺乏的不是機遇,而是自知之明: PMA 學說、卡內基課程......一本書讓你改變自我,打造積極人生李樹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930 除了美鈔,你該知道的富蘭克林: 印刷工、科學家、外交官、政治家......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做不到!潘于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947 這一次,我的選擇 梅洛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954 說好的加薪呢?生為社畜,哪有平等 牛存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169961 職場假象: 想在公司混得風生水起,首先要練就一張厚臉皮戴譯凡, 賀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048 他還小,不懂事?放手讓孩子練習選擇,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周雲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055 你知道的太多了!人格心理學、行為心理學,只要你會呼吸,就能搞懂的日常心理學郭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062 非關毀滅: 阿佛烈.諾貝爾,發明炸藥的和平主義者艾仲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093 西方技術藝術史 仇國梁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116 帕斯卡的賭注: 上帝存在,人性敗壞!不信上帝將會墜入無盡深淵?從<<思想錄>>探索人性的本質游偉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123 天才有極限: 科學奇葩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侯東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130 西漢雙雄: 長平侯衛青與冠軍侯霍去病,且看舅甥二人如何助武帝開創大漢盛世喬忠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147 強者找方法,失敗者製造問題: 昨天是過期的支票,明天是尚未兌現的本票,只有今天是可以流通的現金林庭峰, 吳學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154 優勢管理學: 用故事訴說企業管理,當一個老闆欣賞、下屬愛戴的成功經理人吳光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22 理想世界的柏拉圖式戀愛: 沒有了愛的語言,所有文字都是乏味的!從<<會飲篇>>探討愛的本質劉燁, 曾紀軍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39 不許你胡說,好的話術可以拯救世界: 社交、演講、求職、辯論......一本在手,口才我有!潘桂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46 你的行為,我理解不能: 盜版不「盜」、罰款實驗、貪便宜的機會,是誰在操控誠實?郭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53 病由心生: 內心的傷痛,身體都知道 卓文琦, 墨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60 數位媒體交互設計 師濤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77 熟悉過去,預測未來: 從總統競選到奧斯卡頒獎、從 Web安全到災難預測,一本書讓你用大數據洞察一切!李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84 錢永遠不夠!不理財就從小康變清寒: 窮人在尋找財富,平民想守住財富,富翁能創造財富,不規劃就只是白日夢喬友乾, 郭麗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291 住宅空間設計 沈渝德, 劉冬編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6263320390 1-3歲的小惡魔,父母應該這樣帶: 孩子的「放電」時間,其實是教育的大好機會方佳蓉, 高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06 人生大事,吃喝二字: 美食與愛,都不可辜負! 李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13 不懂社交,小心社死: 「談」情說愛、先「捧」後求、萬事有「禮」,一本書教你屬於成年人的社交潛規則康昱生, 田由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20 要主動不要聲控,避免成為「按鈕型」員工!: 愛找藉口、自以為是、整天裝忙......你是同事眼中的雷隊友嗎?蔡賢隆, 楊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37 笑臉的真相: 在背後捅刀的那些「好人」 洪俐芝, 鄺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44 情緒自控,現代人的心理健康報告: 莫名煩躁、情緒失控、放棄理性......讀懂情緒心理學,徹底擺脫杏仁核劫持!郭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51 無聲笑匠查理.卓別林: 黑白底片中的彩色人生,摩登時代的大藝術家盧芷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68 職場需要閒聊,你不能只會尬聊: 與會說話的人交流,不會心累;和不會說話的人交談,只想流淚劉惠丞, 馬銀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499 在領導之前: 想要升遷,比起領導力,現在的你更需要追隨力吳維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05 成績的背後,是孩子的求救: 分數低就是沒讀書、愛蹺課就是壞學生、壓力大就是抗壓性低......你的偏見正在毀了他!孫桂菲, 趙建, 鄒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12 老師沒教的歷史腦補課: 節日x建築x發明x文化,那個沒有3C產品的年代,看古人如何從生活中找樂子陳深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29 帝相名臣的荒唐直播: 愛貓去世舉國哀悼、乳母加入後宮大亂鬥、以宮刑為樂的變態帝王,你絕對想不到的超狂古人生活!孟飛, 王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36 擺脫自我的枷鎖,尋找生命的菩提: 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保持住自己一塵不染的赤子之心傅世菱, 于仲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43 雙定位: 中國新經濟下的企業轉型危機 韓志輝, 雍雅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50 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 當代民主體制的奠基者潘于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67 下一站,成功: 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 燁子, 憶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74 別讓壞情緒影響你的健康: 失眠、憂鬱、自卑、暴躁......身體的每個器官都在反應著你的心情安旻廷, 禾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81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亞里斯多德劉燁, 柳映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598 我要看到愛流成河!奧維德愛的藝術: 古羅馬詩人比你更懂撩,流傳兩千年的愛情聖經!奧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著; 劉燁, 諾瓦編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604 存在主義,海德格的思考: 為傳統的哲學概念,賦予全新的意義,從<<存在與時間>>探索存在的本質劉燁, 王勁玉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611 綠茶: 龍井、碧螺春、六安瓜片、太平猴魁,從前只在古裝劇看到的名貴茶種,帶你逐一細細品味王岳飛, 周繼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628 職場賽局: 踏入職場的第一天起,你就已經入了賽局吳載昶, 李高鵬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0635 邏輯學哪有這麼難: 零艱澀理論,零刻板教條,十六位邏輯大師用最幽默的生活語言道出最深奧的邏輯學齊露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489 大明帝局: 被閹割的王朝,士大夫的奴化 程萬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502 因為溝通太複雜,所以需要談判心理學: 你的每一個動作或表情,在對手眼中都有重大意義李維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519 哲學哪有這麼深奧: 你不醜,只是對方太美?結婚是因為你空虛寂寞覺得冷?十六位哲學大師帶你將複雜的理論化為逗趣的對談劉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533 關鍵食.材: 烹調隨意,得病容易!從來就沒有垃圾食物,只有不當的處理過程方儀薇, 馬福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540 給孩子最珍貴的三項禮物: 目標X自律X累積 唐豔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649 民間歌謠兒童鋼琴曲集 龔耀年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656 外國民歌兒童鋼琴曲集 龔耀年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687 醫療機器人技術 姜金剛, 張永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809 妳愛的人裡,為什麼沒有自己?擺脫「我是為妳好」的情緒枷鎖,重新正視自身的價值百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885 做個忙而不盲的上班族: ABC工作法、柏拉圖法則、週末效應......一本書教你打破常規,創造專屬的高效工作法康昱生, 田由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1922 工業機器人系統設計 吳偉國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321939 工業機器人系統設計 吳偉國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321946 智慧製造系統與智慧工廠 王進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322325 聚合物3D列印與3D影印技術 楊衛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6274 近十年英文學測試題詳解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6281 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級聽力實戰力Level Up!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066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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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世雄, 梁民康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3009 近十年英文指考試題詳解. 110年版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82

送存冊數共計：183

常春藤有聲



9786269523023 迎戰108新課綱: 高中英文進階字彙. Level 5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3030 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英文試題完全解析(110年版)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3047 GEPT新制全民英檢初級閱讀實戰力Level Up!試題+詳解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3054 Aptis普思國際英語檢定3回模擬試題+詳解(通用版/職場版)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3061 Aptis普思國際英語檢定3回模擬試題+詳解(兒青版)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3078 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聽力實戰力Level Up!(試題+詳解)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23085 攻破四技二專統測英文非選擇題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3092 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級閱讀實戰力Level Up!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43014 迎戰108新課綱: 30天完勝文意選填&篇章結構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43021 英文字彙王: 基礎單字2000 Levels 1 & 2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3038 英文字彙王: 核心單字2001-4000 Levels 3 & 4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3045 英文字彙王: 進階單字4001-6000 Levels 5 & 6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3052 GEPT新制全民英檢中級 閱讀實戰力Level Up!(試題本+詳解本)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43069 迎戰108新課綱: 新制學測英文5回必勝模擬試題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43076 GEPT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力實戰力Level Up!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6269543083 迎戰108新課綱: 30天完勝文意選填&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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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0093 自養野生酵母,手作健康麵包: 用時間魔法喚醒食材香氣與養分,降低升糖指數,減少麩質過敏,增加礦物質吸收的法式烘焙秘訣慕尼.亞布德里(Mouni Abdelli)作; 趙德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03 袪痰濕瘦身法: 吳明珠中醫博士的100道湯、粥、茶、餐、藥浴調理X經絡按摩消脂書吳明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10 日日健康低卡甘糀: 用日本傳統天然發酵米麴甘糀完全取代糖,輕鬆享瘦美味新生活吳惠萍, 謝宜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27 減醣.好油.綠拿鐵: 四階段減醣步驟,3個月瘦14公斤,三餐最方便迅速、能量滿分的飲食計畫曾心怡,廖書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34 飲食大未來 碧.威爾森(Bee Wil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41 100%天然低醣.生酮甜點 水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58 你吃的都是謊言: 全面追蹤破解食品工業騙局,教你吃對食物,自己的健康自己救凡妮.哈里(Vani Har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65 傳家健康菜 潘懷宗, 游謦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72 世界最美味的麵包 丹尼爾.利德(Daniel Leader) 勞倫.查特曼( Lauren Chattman)作; 陳厚任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9689 日本料理旨味指南: 386種高湯、醬汁、綜和調和佐料,讓你輕鬆引出旨味,在家也可當五星級主廚野崎洋光作; 王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09696 一念逆轉,享瘦青春漾 馮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01 當中醫遇上瑜伽: 以瑜伽體位對應十二經絡,從四時節氣調養到強化全身肌群的對症養生書何雨涵, 何穎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18 28天得舒飲食健康輕體計畫: 結合100道營養低鈉食譜、睡眠、運動和壓力管理,全方位降低血壓與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終生受用減重法=The 28 day DASH diet weight loss program: recipes and workouts to lower blood pressure and improve your health安荻.德.桑蒂斯(Andy De Santis), 茱莉.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著; 王心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25 800大卡間歇性斷食x低碳地中海飲食: 遠離脂肪與慢性病糾纏的卡路里斷捨離天然快速減重法,130道低卡料理自由配= The fast 800 recipe book: low-carb,Mediterranean style recipes for intermittent fasting and long-term health克萊爾.貝利(Clare Bailey), 賈斯汀.帕蒂森(Justine Pattison)著; 謝孟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32 豆類飲食寶典: 全方位植物性蛋白質料理終極指南= Cool beans: the ultimate guide to cooking with the world's most versatile plant-based protein,with 125 recipes喬.尤南(Joe Yonan)著; 賴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49 超級穀物燕麥奶.無蛋奶全植物料理100+: 補鈣抗老X穩定血糖X低卡減重X改善腸胃X低脂去敏X緩解三高,全球最受矚目的植物飲食!= The oat milk cookbook: more than 100 delicious,dairy-free vegan recipes金.盧茲(Kim Lutz)著; 謝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56 自行車運動飲食完全指南: 鐵人賽冠軍米其林主廚親授專業營養法則與70道戰勝極速人生的美味料理= The cycling chef: recipes for performance and pleasure艾倫.默奇森(Alan Murchison)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63 365中醫歲時養生曆: 彭溫雅醫師的順時調理祕笈彭溫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70 蜂蜜療癒研究室: 草藥學家的草本蜂蜜自療法: 90+款香草入蜜獨家配方,提振免疫系統、舒緩憂鬱與焦慮、對抗發炎反應及改善日常生活不適症狀的天然居家保健指南= Sweet remedies: healing herbal honeys道恩.庫姆斯(Dawn Combs)著; 王心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87 3日、5日、7日減醣瘦肚餐: 84餐200道食譜,專業營養師團隊幫你精準設計最強瘦肚計劃,又能增肌、減脂、穩血糖,改善疲勞好食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7194 香料養生研究室: 草藥學家暨營養師的藥用香料保健指南: 探索十九種廚房常見香料,從臨床特性到食譜應用,調配改善人體七大健康基礎的養生處方箋= Spice apothecary: blending and using common spices for everyday health貝文.克萊爾(Bevin Clare)著; 華子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5200 天然發酵研究室: 自養自製優格和克菲爾實用指南與食譜應用: 成功學會71種世界傳統發酵乳、植物奶、乳酪,與奶油等腸道保健超級食物= Homemade yogurt & Kefir: 71 recipes for making & using probiotic-rich ferments吉安娜克里斯.考德威爾(Gianaclis Caldwell)著; 吳煒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5217 秋葵水的奇效養生法: 改善血流微循環，對抗糖尿病、高血壓、動脈硬化、血脂異常、背痛、膝蓋與關節疼痛、下肢靜脈曲張、暈眩、異位性皮膚炎、大腸胃不適的天然飲食療法市橋研一著; 楊玓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354336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4冊 王昭華,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4398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8冊 王昭華, 吳自立, 吳銘進, 廖輝煌, 吳令宜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4411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10冊 王昭華, 吳銘進, 吳令宜, 吳自立, 廖輝煌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4435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12冊 王昭華, 吳銘進, 廖輝煌, 吳自立, 吳令宜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4459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2冊 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4473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4冊 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4510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8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二版 平裝 1

9789865354534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10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4558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12冊 馮輝岳, 劉咨廷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29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5冊 王昭華,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436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1冊 王昭華,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常常生活文創



9789865357634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5冊 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7719 創造家(學生手冊). H2= Maker(student book)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249 康軒社會3800plus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社會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256 康軒國文3800plus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263 康軒數學3800plus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數學科試題研發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270 康軒自然3800plus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自然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287 康軒英語3800plus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英語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359317 康軒英語聽力測驗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英語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359324 康軒英語會考克漏字應用題彙編 楊小橙, 黃佩芬, 符達言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331 康軒英語會考題組應用題彙編 桑愷婕, 俞振舟, 黃佩芬, 朱淑芬, 劉昱成, 謝漢偉, 阮翠蘭, 李宜霈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348 康軒國文會考題組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355 康軒國文會考文意單題應用題彙編 評量中心國文科試題研發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362 麻辣96-110歷屆試題. 國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379 麻辣96-110歷屆試題. 英語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386 麻辣96-110歷屆試題. 數學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393 麻辣96-110歷屆試題. 自然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409 麻辣96-110歷屆試題. 社會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416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國文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423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英語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430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數學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447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自然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454 麻辣真會考歷屆試題. 社會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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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59508 發明家搭建與編程系列(學生手冊). D2= Inventor(student book)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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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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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59874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3, 二次函數 劉建宏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881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4, 統計與機率 劉建宏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898 國中數學搶分王Fun學練功坊. 25, 生活中的立體圖形劉建宏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359911 國中英語隨課練. 第2冊(1下) 俞振舟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928 國中英語隨課練. 第6冊(3下) 陳傳興, 王秋萍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935 國中數學隨課練. 第2冊(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9865359942 國中數學隨課練. 第6冊(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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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8007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六冊(3下) 黃谷臣, 黃智勇, 程峻, 陳柏蓉, 梁嘉音, 黃欽永, 李欣靜, 邱得全, 張瓊恩, 張惟翔, 馮嘉玉, 林星志, 郭芃彣, 楊淑苓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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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得全, 蕭玉琴, 李欣靜, 楊裕隆, 莊蕙鴻, 王詩文, 高薏亭, 陳婉玲編寫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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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8038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講義. 6(3下) 林意苹, 張惠文, 吳宜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045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講義. 2(1下) 林意苹, 張惠文, 吳宜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052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6(3下) 俞振舟, 李宜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069 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2(1下) 俞振舟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076 新挑戰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6(3下) 李德彰, 詹麗馨, 蘇文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083 新挑戰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2(1下)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090 新挑戰國中英語百試達. 6(3下) 吳宜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106 新挑戰國中英語百試達. 2(1下) 吳宜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113 新挑戰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六冊(3下)= Listening test李宜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120 新挑戰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二冊(1下)= Listening test彭若寧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137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自修. 6(3下) 陳傳興, 彭若寧, 王怡婷, 林宛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68144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自修. 2(1下) 陳傳興, 陳志明, 林宛瑩, 王秋萍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6267068151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自修. 2(1下) 楊國政, 溫慧心, 郭穎麗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168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自修. 6(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175 新挑戰國中數學百試達. 2(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182 新挑戰國中數學百試達. 6(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199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講義. 2(1下) 林信宏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205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講義. 6(3下) 林信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212 新挑戰國中數學麻辣講義. 2(1下) 蕭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229 新挑戰國中數學麻辣講義. 6(3下) 蕭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236 新挑戰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 2(1下) 馮梵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243 新挑戰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 6(3下) 馮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250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自修. 2(1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267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講義. 2(1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274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百試達. 2(1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281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 2(1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298 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二冊(1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304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二冊(1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311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二冊(1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328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講義. 2(1下) 顏婉玲, 簡蕙宜, 華子歆, 王玉芬, 鄭袖, 林豐藝, 莊安安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335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講義. 6(3下) 顏婉玲, 簡蕙宜, 劉怡君, 吳美珠, 華子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342 新挑戰國中國文新命題焦點. 2(1下) 簡易, 陳恬伶, 葉子彧, 吳美珠, 蔡佩玲, 何嵐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359 新挑戰國中國文新命題焦點. 6(3下) 陳榮德, 吳美珠, 高子翱, 沈素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366 新挑戰國中國文百試達. 2(1下) 陳祖義, 盧盈君, 季柏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373 新挑戰國中國文百試達. 6(3下) 陳榮德, 宋儒, 高子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380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自修. 2(1下) 徐倩如, 陳盈宏, 張嘉純, 熊瑞英, 王韻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397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自修. 6(3下) 陳郁生, 王玉芬, 鍾瑗, 高子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403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自修. 6(3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410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講義. 6(3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427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麻辣講義. 6(3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434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百試達. 6(3下)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441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新命題焦點. 6(3下) 蔡志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458 新挑戰國中社會學習自修. 2(1下) 陳怡靜, 楊仁佐, 于寒江, 木宣, 韓均君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465 新挑戰國中地理學習講義. 2(1下) 楊婕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472 新挑戰國中歷史學習講義. 2(1下) 李綪, 許瑞泰, 徐煜翔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489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學習講義. 2(1下) 柯怡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496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百試達. 2(1下) 楊介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502 新挑戰國中歷史百試達. 2(1下) 康妮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519 新挑戰國中地理百試達. 2(1下) 李晏, 俞詩甯, 陳啟仁, 陳真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526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 2(1下) 杜甫, 陳亞卉, 黃莉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533 新挑戰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 2(1下) 江芸萱, 蔣昕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540 新挑戰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 2(1下) 陳冠臻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557 新挑戰國中社會學習自修. 6(3下) 陳怡靜, , 于寒江, 韓均君, 方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564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學習講義. 6(3下) 柯怡禎, 朱莉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571 新挑戰國中地理學習講義. 6(3下) 楊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588 新挑戰國中歷史學習講義. 6(3下) 李綪, 徐煜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595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百試達. 6(3下) 楊介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601 新挑戰國中歷史百試達. 6(3下) 康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618 新挑戰國中地理百試達. 6(3下) 陳啟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625 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 6(3下) 黃莉雯, 方毓秀, 洪雋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632 新挑戰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 6(3下) 江芸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649 新挑戰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 6(3下) 陳冠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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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8694 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六冊(3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700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六冊(3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717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六冊(3下)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724 新挑戰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自修. 6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731 國小國語學習講義. 6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748 自然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755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3下 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762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重點複習. 3下 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779 國語重點複習. 6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786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 5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793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教師用書). 4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809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 4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816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 6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830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1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847 國語練習簿. 1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68854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2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861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4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878 國語練習簿. 4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885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5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892 國語練習簿. 5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908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6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915 國語練習簿. 6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960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4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977 社會練習簿. 4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984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5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8991 社會練習簿. 5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06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6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13 社會練習簿. 6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20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 3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37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5下 魯曉玟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44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5下 魯曉玟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51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6下 魯曉玟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68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2下 李禾鈺, 胡曉菁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75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4下 胡曉菁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082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1下 李禾鈺執行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099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3下 李禾鈺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105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2下 李禾鈺, 胡曉菁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112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6下 魯曉玟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129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4下 胡曉菁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136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1下 李禾鈺執行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143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3下 李禾鈺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150 十二年國教國小自然科學學習自修. 3下 陳淑苾, 周宜璇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167 國小學習自修. 國語. 6下 鄒敦怜, 林麗麗, 胡蕙芬,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174 十二年國教國小國語學習自修. 3下 鄒敦怜, 林麗麗, 賴瑩蒨, 王美玲, 游慧玲, 劉毓婷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181 十二年國教國小國語學習自修. 1下 鄒敦怜, 游慧玲, 張慈麟, 王美玲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198 十二年國教國小生活學習評量. 1下 丁思與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204 國小學習評量. 國語. 6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211 十二年國教國小國語學習評量. 1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228 十二年國教國小國語學習評量. 3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235 十二年國教國小自然科學學習評量. 3下 彭文萱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242 國小學習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下 卓麗容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259 自然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266 自然重點複習. 6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273 自然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4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280 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下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297 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303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2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310 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4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327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1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334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 1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341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3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358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3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365 國語練習簿. 3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372 國語練習簿. 2下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389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3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396 社會練習簿. 3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02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4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19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26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433 數學重點複習. 6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440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4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57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5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64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6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71 數學練習簿. 4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88 數學練習簿. 5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495 數學練習簿. 6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501 國小數學麻辣講義. 6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518 國小數學學習講義. 6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525 國小學習自修. 數學. 6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532 國小學習評量. 數學. 6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549 生活練習簿(教師用書). 2下 康軒生活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556 國民小學藝術. 第一冊(3上) 李家菁, 林岑怡, 林維佳, 周見信, 張若慈, 陳玲萱, 陳盈君, 陳嘉文, 劉永泰, 劉美玲, 劉慧琪, 賴琦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563 國民小學藝術. 第二冊(3下) 李家菁, 林岑怡, 林維佳, 周見信, 張若慈, 陳玲萱, 陳盈君, 陳嘉文, 劉永泰, 劉美玲, 劉慧琪, 賴琦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570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第三冊(4上) 洪麗青, 陳盈璋, 陳建廷, 楊匯山, 張秀美, 劉紀甄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587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第四冊(4下) 陳文賢, 陳盈璋, 陳建廷, 張秀美, 楊匯山, 劉美惠, 劉紀甄編寫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7081594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第五冊(5上) 范詒鈞, 陳文賢, 陳建廷, 楊匯山, 張秀美, 張若慈, 劉紀甄, 劉美惠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600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第六冊(5下) 洪麗青, 陳文賢, 陳盈璋, 陳建廷, 楊匯山, 張秀美, 張若慈, 劉美惠, 劉紀甄編寫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7081617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第七冊(6上) 洪麗青, 陳文賢, 張秀美, 張若慈, 劉紀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624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第八冊(6下) 范詒鈞, 陳盈璋, 陳建廷, 楊匯山, 劉美惠, 劉紀甄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631 國民小學國語. 首冊 鄒敦怜, 林麗麗, 游慧玲, 侯詩瑜, 蘇心怡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648 國民小學國語. 第一冊(1上) 鄒敦怜, 林麗麗, 張慈麟, 劉毓婷, 林玲如, 吳雪麗, 黃秀精, 何佩珊, 王玟晴, 游婷媜, 洪琬喻, 蔡孟耘, 鄭谷蘭, 黃美娟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655 國民小學國語. 第二冊(1下) 鄒敦怜, 林麗麗, 張慈麟, 劉毓婷, 林玲如, 吳雪麗, 黃秀精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662 國民小學國語. 第三冊(2上) 鄒敦怜, 林麗麗, 張慈麟, 劉毓婷, 林玲如, 黃秀精, 何佩珊, 洪琬喻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7081679 國民小學國語. 第四冊(2下) 鄒敦怜, 林麗麗, 游慧玲, 侯詩瑜, 張慈麟, 劉毓婷, 蔡孟耘, 林玲如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686 國民小學國語. 第五冊(3上) 鄒敦怜, 林麗麗, 黃秀精, 林玲如, 洪琬喻, 陳佳釧, 侯詩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693 國民小學國語. 第六冊(3下) 鄒敦怜, 林麗麗, 黃秀精, 洪琬喻, 陳佳釧, 侯詩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709 國民小學國語. 第七冊(4上)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 顏如禎, 王玟晴, 游婷媜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716 國民小學國語. 第八冊(4下)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 顏如禎, 王玟晴, 游婷媜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723 國民小學國語. 第九冊(5上) 何元亨,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730 國民小學國語. 第十冊(5下) 何元亨,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747 國民小學國語. 第十一冊(6上) 何元亨,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754 國民小學國語. 第十二冊(6下) 何元亨,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761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首冊 鄒敦怜, 林麗麗, 游慧玲, 侯詩瑜, 蘇心怡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778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一冊(1上) 鄒敦怜, 林麗麗, 張慈麟, 劉毓婷, 林玲如, 吳雪麗, 黃秀精, 何佩珊, 王玟晴, 游婷媜, 洪琬喻, 蔡孟耘, 鄭谷蘭, 黃美娟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785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二冊(1下) 鄒敦怜, 林麗麗, 張慈麟, 劉毓婷, 林玲如, 吳雪麗, 黃秀精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792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三冊(2上) 鄒敦怜, 林麗麗, 張慈麟, 劉毓婷, 林玲如, 黃秀精, 何佩珊, 洪琬喻編寫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7081808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四冊(2下) 鄒敦怜, 林麗麗, 游慧玲, 侯詩瑜, 張慈麟, 劉毓婷, 蔡孟耘, 林玲如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815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五冊(3上) 鄒敦怜, 林麗麗, 黃秀精, 林玲如, 洪琬喻, 陳佳釧, 侯詩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822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六冊(3下) 鄒敦怜, 林麗麗, 黃秀精, 洪琬喻, 陳佳釧, 侯詩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839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七冊(4上)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 顏如禎, 王玟晴, 游婷媜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846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八冊(4下)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 顏如禎, 王玟晴, 游婷媜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853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九冊(5上)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 游婷媜, 蔡孟耘, 鄭谷蘭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860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十冊(5下) 陳麗雲,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 游婷媜, 許宏銘, 鄭麗卿, 高銘紋, 林于靖, 陳秀虹, 李郁璇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877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十一冊(6上) 何元亨,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林麗麗, 黃秀精, 何佩珊編寫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884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十二冊(6下) 陳麗雲, 鄒敦怜, 林玲如, 黃秀精, 何佩珊編寫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81891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1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907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2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914 數學練習簿. 2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921 數學練習簿. 1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938 生活練習簿(教師用書). 1下 康軒生活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945 生活練習簿. 1下 康軒生活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952 生活練習簿. 2下 康軒生活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81969 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學習評量. 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976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 1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983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1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7081990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2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09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 3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16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3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23 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麻辣講義.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30 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學習評量.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47 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學習自修. 1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054 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學習自修. 3下 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61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3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78 數學練習簿. 3下 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85 十二年國教國小社會學習自修. 3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092 十二年國教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3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108 十二年國教社會重點複習. 3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115 十二年國教國小社會學習評量. 3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122 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4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139 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146 社會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153 國小學習自修. 社會. 6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160 社會重點複習. 6下 康軒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177 國小學習評量. 社會. 6下 社會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184 自然科學練習簿. 3下 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191 自然科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3下 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207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教師用書). 5下 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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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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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60412 國民小學英語(student book). 第一冊 馬玲波, 梁淑敏, 曾雅玲, 鄭茜文, 賴素卿, 鍾佳慧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429 國民小學英語(student book). 第二冊 馬玲波, 梁淑敏, 曾雅玲, 鄭茜文, 賴素卿, 鍾佳慧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436 國民小學英語(workbook). 第一冊 馬玲波, 梁淑敏, 曾雅玲, 鄭茜文, 賴素卿, 鍾佳慧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443 國民小學英語(workbook). 第二冊 馬玲波, 梁淑敏, 曾雅玲, 鄭茜文, 賴素卿, 鍾佳慧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450 國民小學社會. 第一冊(3上) 吳雅蕙, 周佩縈, 林展寬, 郭俊成, 陳彥如, 陳錦堂, 黃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真, 蔡真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467 國民小學社會. 第二冊(3下) 周佩縈, 林展寬, 郭俊成, 陳彥如, 陳錦堂, 黃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真, 蔡真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474 國民小學社會. 第三冊(4上) 陳錦堂, 郭俊成,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四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260481 國民小學社會. 第四冊(4下) 陳錦堂, 郭俊成,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四版四刷 平裝 1

9786263260498 國民小學社會. 第五冊(5上)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三刷 平裝 1

9786263260504 國民小學社會. 第六冊(5下)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511 國民小學社會. 第七冊(6上)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528 國民小學社會. 第八冊(6下)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535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一冊(3上) 吳雅蕙, 周佩縈, 林展寬, 郭俊成, 陳彥如, 陳錦堂, 黃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真, 蔡真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542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二冊(3下) 周佩縈, 林展寬, 郭俊成, 陳彥如, 陳錦堂, 黃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真, 蔡真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559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三冊(4上)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566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四冊(4下)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573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五冊(5上)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580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六冊(5下)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597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七冊(6上)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60603 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八冊(6下) 陳錦堂, 曾慧芬, 游皓麟, 劉坤昌, 蔡真宜編寫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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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60702 國民小學生活. 第一冊(1上)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二版 平裝 1

9786263260719 國民小學生活. 第二冊(1下)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726 國民小學生活. 第三冊(2上)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733 國民小學生活. 第四冊(2下)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0740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第一冊(1上)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二版 平裝 1

9786263260757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第二冊(1下)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0764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第三冊(2上)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0771 國民小學生活習作. 第四冊(2下) 丁思與, 姜秀潔, 連瑞琦, 陳美惠, 黃楦容, 鄔時雯, 鍾侑蓉, 蕭玉芬編寫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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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61099 國民中學藝術. 第一冊(1上) 許珮恩, 黎曉鵑, 張素卿, 蔡沛容, 林奕瑄, 張哲榕, 林韻, 劉岱姈, 林育誼, 劉慧豐, 許恕寧, 詹竹莘, 施芳婷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105 國民中學藝術. 第二冊(1下) 蘇郁涵, 余采樺, 林奕瑄, 陳奕秀, 劉岱姈, 劉姵希, 卓子文, 詹雅琇, 陳信楓, 梁津津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112 國民中學藝術. 第三冊(2上) 黎曉鵑, 陳一心, 林佳玫, 高卉羚, 劉姵希, 林奕瑄, 李盈萱, 陳信楓, 詹雅琇, 詹竹莘, 施芳婷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129 國民中學藝術. 第四冊(2下) 陳旻君, 余采樺, 陳一心, 林韻, 劉岱姈, 余庭君, 黃光慈, 許恕寧, 卓子文, 劉慧豐, 梁津津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136 國民中學藝術. 第五冊(3上) 黎曉鵑, 余采樺, 張素卿, 許珮恩, 高卉羚, 李盈萱, 劉岱姈, 葉香妤, 劉慧豐, 卓子文, 梁津津, 許恕寧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143 國民中學藝術. 第六冊(3下) 林佳玫, 黎曉鵑, 潘玟箮, 蘇郁涵, 孔仁欣, 林奕瑄, 蔡瑜瀅, 劉姵希, 詹竹莘, 詹雅琇, 陳信楓, 施芳婷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150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 第一冊(1上) 游璧僑, 林昭妤, 李若維, 蔡月美, 王德琳, 温秭翊, 徐芳瑩, 王思惠, 盧奕利, 吳姿瑩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167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 第二冊(1下) 游璧僑, 林昭妤, 廖奕璿, 范郁如, 胡國欣, 徐芳瑩, 王德琳, 陳筱婷, 吳姿瑩, 李昭慧, 盧奕利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174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 第三冊(2上) 陳麗敏, 蔡月美, 林昭妤, 游璧僑, 范郁如, 温秭翊, 陳筱婷, 李昭慧, 吳姿瑩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181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 第四冊(2下) 林昭妤, 李若維, 廖奕璿, 范郁如, 方嘉珩, 王怡雯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198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 第五冊(3上) 陳麗敏, 李光正, 李若維, 游璧僑, 王莉婷, 温秭翊, 王思惠, 王怡雯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204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 第六冊(3下) 蔡月美, 廖奕璿, 林昭妤, 游璧僑, 范郁如, 王莉婷, 徐敬容, 吳姿瑩, 方嘉珩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211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第一冊(1上) 黃香萍, 黃谷臣, 陳厚諭, 林淑惠, 黃智勇, 謝芳怡, 邱得全, 蕭玉琴, 高嬅, 江麗玉, 沈淑貞, 蔡政杰, 王君豪, 夏語婷, 朱元珊, 蔡宜螢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228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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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得全, 蕭玉琴, 李欣靜, 楊裕隆, 莊蕙鴻, 王詩文, 高薏亭, 陳婉玲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235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第三冊(2上) 黃香萍, 林淑惠, 黃谷臣, 邱得全, 李欣靜, 高嬅, 梁嘉音, 陳柏蓉, 楊裕隆, 張瓊恩, 蔡政杰, 高薏亭, 馮嘉玉, 郭芃彣, 楊淑苓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242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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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嘉玉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259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第五冊(3上) 柯佳伶, 丁翠苓, 楊佳琇, 程峻, 陳柏蓉, 梁嘉音, 邱得全, 黃欽永, 高嬅, 邱寵萱, 鄭庭雨, 劉芸函, 郭思妘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266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 第六冊(3下) 黃谷臣, 黃智勇, 程峻, 陳柏蓉, 梁嘉音, 黃欽永, 李欣靜, 邱得全, 張瓊恩, 張惟翔, 馮嘉玉, 林星志, 郭芃彣, 楊淑苓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273 國民中學科技. 第一冊(1上)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280 國民中學科技. 第二冊(1下)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297 國民中學科技. 第三冊(2上)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303 國民中學科技. 第四冊(2下)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310 國民中學科技. 第五冊(3上)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327 國民中學科技. 第六冊(3下)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334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第一冊(1上)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341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第二冊(1下)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358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第三冊(2上)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365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第四冊(2下)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372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第五冊(3上)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389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生活科技. 第六冊(3下) 丁子宴, 尤丁玫, 高靖岳, 楊雅茹, 蔡依帆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396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第一冊(1上)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402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第二冊(1下)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419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第三冊(2上)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426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第四冊(2下)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433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第五冊(3上)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440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 第六冊(3下)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457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一冊(1上)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464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二冊(1下)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471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三冊(2上)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488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四冊(2下)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495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五冊(3上)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501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六冊(3下) 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柯兆欣,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518 國民中學國文. 第一冊(1上) 侯雪櫻, 陳玉芳, 許文姿, 曾家麒, 黃美瑤, 鄒依霖, 楊君儀, 白淑甄, 吳美珠, 宋孔弘, 沈素妙, 林國鈿, 張耿聞, 黃俐菱, 劉怡君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525 國民中學國文. 第二冊(1下) 侯雪櫻, 陳玉芳, 許文姿, 曾家麒, 黃美瑤, 鄒依霖, 楊君儀, 吳美珠, 林國鈿, 柯潔茹, 張耿聞, 黃俐菱, 黃國書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532 國民中學國文. 第三冊(2上) 侯雪櫻, 陳玉芳, 許文姿, 曾家麒, 黃美瑤, 鄒依霖, 楊君儀, 林暘斌, 林嘉萍, 吳美珠, 沈信宏, 沈素妙, 林正隆, 黃怡凱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549 國民中學國文. 第四冊(2下) 侯雪櫻, 陳玉芳, 許文姿, 曾家麒, 黃美瑤, 鄒依霖, 楊君儀, 林暘斌, 林嘉萍, 吳美珠, 沈信宏, 林正隆, 林羿汝, 林國鈿, 黃小宜, 劉錦燕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556 國民中學國文. 第五冊(3上) 侯雪櫻, 陳玉芳, 許文姿, 曾家麒, 黃美瑤, 鄒依霖, 楊君儀, 林暘斌, 林嘉萍, 白淑甄, 吳美珠, 沈信宏, 林羿汝, 林國鈿, 黃小宜, 黃國書, 劉錦燕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563 國民中學國文. 第六冊(3下) 侯雪櫻, 陳玉芳, 許文姿, 曾家麒, 黃美瑤, 鄒依霖, 楊君儀, 林暘斌, 林嘉萍, 吳美珠, 林國鈿, 黃國書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570 國民中學國文習作. 第一冊(1上) 白淑甄, 吳美珠, 宋孔弘, 林國鈿, 張耿聞, 曾家麒, 黃俐菱, 劉怡君, 葉彝丞(葉曄)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587 國民中學國文習作. 第二冊(1下) 吳美珠, 張耿聞, 曾家麒, 黃俐菱, 黃國書, 葉彝丞(葉曄)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594 國民中學國文習作. 第三冊(2上) 吳美珠, 沈信宏, 沈素妙, 林正隆, 曾家麒, 黃怡凱, 黃書婷, 葉彝丞(葉曄)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600 國民中學國文習作. 第四冊(2下) 吳美珠, 林正隆, 林羿汝, 林國鈿, 曾家麒, 黃小宜, 黃書婷, 劉錦燕, 葉彝丞(葉曄)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617 國民中學國文習作. 第五冊(3上) 白淑甄, 吳美珠, 沈信宏, 林羿汝, 林國鈿,曾家麒, 黃小宜, 黃書婷, 黃國書, 劉錦燕, 葉彝丞(葉曄)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624 國民中學國文習作. 第六冊(3下) 吳美珠, 林國鈿, 林豐藝, 曾家麒, 黃書婷, 黃國書, 葉博榮(葉思), 葉彝丞(葉曄)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631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第一冊(1上)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648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第二冊(1下)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655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第三冊(2上)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662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第四冊(2下)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679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第五冊(3上)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686 國民中學科技習作: 資訊科技. 第六冊(3下) 胡信忠, 洪瑞甫, 簡良諭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693 國民中學社會. 第一冊(1上) 張建維, 劉昌武, 歐秋坊, 李宜真, 徐靜欣, 陳威廷, 楊惠如, 劉慧蘭, 洪立建, 陳逸駿, 張懿婷, 蔡毓智, 鐘崑榕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709 國民中學社會. 第二冊(1下) 尹詩惠, 吳彥明, 莊惠如, 徐靜欣, 楊惠如, 劉慧蘭, 洪立建, 陳逸駿, 廖瑀凡, 鐘崑榕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716 國民中學社會. 第三冊(2上) 張伯鋒, 黃兆毅, 蘇怡如, 胡川安, 涂豐恩, 徐靜欣, 楊惠如, 洪立建, 陳逸駿, 鐘崑榕, 陳亞卉, 廖瑀凡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723 國民中學社會. 第四冊(2下) 林圻川, 涂世達, 陳嘉旻, 涂豐恩, 徐靜欣, 劉慧蘭, 羅皓星, 張懿婷, 段成華, 蔡慈清, 廖瑀凡, 邱俐瑜編寫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730 國民中學社會. 第五冊(3上) 尹詩惠, 張伯鋒, 黃兆毅, 蘇怡如, 徐靜欣, 劉慧蘭, 邱俐瑜, 段成華, 蔡慈清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747 國民中學社會. 第六冊(3下) 邱慧娟, 莊惠如, 徐靜欣, 劉慧蘭, 林博寰, 蔡慈清, 陳逸駿, 邱俐瑜編寫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754 My ABC Book字母練習簿 康軒英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761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1上) 洪立建, 陳逸駿, 張懿婷, 蔡毓智, 鐘崑榕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778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地理. 第一冊(1上) 張建維, 劉昌武, 歐秋坊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785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歷史. 第一冊(1上) 李宜真, 徐靜欣, 陳威廷, 楊惠如, 劉慧蘭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792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公民與社會. 第二冊(1下) 洪立建, 陳逸駿, 廖瑀凡, 鐘崑榕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808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地理. 第二冊(1下) 尹詩惠, 吳彥明, 莊惠如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815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歷史. 第二冊(1下) 徐靜欣, 楊惠如, 劉慧蘭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822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公民與社會. 第三冊(2上) 洪立建, 陳逸駿, 鐘崑榕, 陳亞卉, 廖瑀凡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839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地理. 第三冊(2上) 張伯鋒, 黃兆毅, 蘇怡如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846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歷史. 第三冊(2上) 胡川安, 涂豐恩, 徐靜欣, 楊惠如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853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公民與社會. 第四冊(2下) 張懿婷, 段成華, 蔡慈清, 廖瑀凡, 邱俐瑜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860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地理. 第四冊(2下) 林圻川, 涂世達, 陳嘉旻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877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歷史. 第四冊(2下) 涂豐恩, 徐靜欣, 劉慧蘭, 羅皓星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884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公民與社會. 第五冊(3上) 邱俐瑜, 段成華, 蔡慈清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891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地理. 第五冊(3上) 尹詩惠, 張伯鋒, 黃兆毅, 蘇怡如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907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歷史. 第五冊(3上) 徐靜欣, 劉慧蘭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914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公民與社會. 第六冊(3下) 林博寰, 陳逸駿, 蔡慈清, 邱俐瑜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921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地理. 第六冊(3下) 邱慧娟, 莊惠如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938 國民中學社會習作: 歷史. 第六冊(3下) 徐靜欣, 劉慧蘭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945 國民中學英語. 第一冊(1上)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952 國民中學英語. 第二冊(1下)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1969 國民中學英語. 第三冊(2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976 國民中學英語. 第四冊(2下)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1983 國民中學英語. 第五冊(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1990 國民中學英語. 第六冊(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2003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一冊(1上)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2010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二冊(1下)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2027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三冊(2上)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2034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四冊(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2041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五冊(3上)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2058 國民中學英語習作. 第六冊(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2065 國民中學數學. 第一冊(1上)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2072 國民中學數學. 第二冊(1下)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2089 國民中學數學. 第三冊(2上)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2096 國民中學數學. 第四冊(2下)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2102 國民中學數學. 第五冊(3上)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2119 國民中學數學. 第六冊(3下)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2126 國民中學數學習作. 第一冊(1上)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2133 國民中學數學習作. 第二冊(1下)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2140 國民中學數學習作. 第三冊(2上)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2157 國民中學數學習作. 第四冊(2下)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262164 國民中學數學習作. 第五冊(3上)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2171 國民中學數學習作. 第六冊(3下) 朱峻賢, 馬榮喜, 陳世易, 莊豐兆, 顏德琮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63093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紀錄篇. 第二冊(1下)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6263263109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習題篇. 第二冊(1下)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編寫再版 平裝 1

9789574461455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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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7380 彩羽芳華: 謝深淵彩墨邀請個展 陳宗騰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67397 詩情畫藝: 蔡瑞山油畫個展 陳宗騰總編輯 平裝 1

9786269519910 藝振人心 翰墨大愛: 王阿勉.周熙斌雙個展 王阿勉, 周熙斌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9594 提升孩子專注力,家長自己來: 40個鍛鍊腦力、穩定情緒、促進學習的整合運動鮑杏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600 一起,遇見美好的自己. 敘事治療親子實踐篇 黃錦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624 飛越生命龍捲風: 理解X接納 恐慌症療癒故事 蔡香蘋編著; 黃龍杰導讀; 許健一, 賴秀慧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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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331319 愛上幼兒園 美國多元智能學院, 劉純芳美育研究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9361 日新旺台樓新建工程 財團法人旺台環境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旺台文化教育基金會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7602 轉念創造無限: 一路把荊棘變驚奇,翻轉重生,創造奇蹟般的彩色人生洪榛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947 小資族加薪自學術: 日籍莉香老師帶你開始斜槓人生,日文會話幫你找到事業新可能赤名莉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7961 英文文法滿分筆記: 重點整理x相應習題 隨學隨練才能實戰必勝蔡文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5

送存冊數共計：496

康寧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紅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從容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維英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957 災難谷成為希望門: 新眼光讀經2022年1-3月 吳志仁, 謝懷安, 王子豪, 胡宏志, 鄭凱安, 鄭岳宗, 許芳菁, 劉主恩, 謝智偉, 王品升, 陳柏志, 游文傑, 蔡愛蓮, 陳致均, 陳志忠, 李冠呈, 歐靜汝作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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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1971 信仰良伴同心同行: 新眼光讀經2022年4-6月 陳致均, 孔佑尹, 江明恩, 夠尚.優耀, 陳信喆, 林熙皓, 陳柏志, 陳豐明, 潘愛樺, 呂玉美, 馬國軒, 陳惠世, 吳富仁, 瑪亞.鄔茂, 石雅芳, 王芳舟, 王曉雯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988 少年新眼光讀經: 愛裡行間,字有生命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3288 依然相信= I still believe 傑瑞米.坎普(Jeremy Camp), 大衛.湯瑪士(David Thomas)合著; 高紫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7739 正向心理全書: 正向精神醫學、心理治療與心理學的臨床實務= Positive psychiatry,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logy艾瑞克.梅西亞斯(Erick Messias), 哈米德.佩塞施基安(Hamid Peseschkian), 康斯薇露.卡甘德(Consuelo Cagande)編著; 郭約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0136 鰻魚之書= The gospel of eels 派崔斯.文森(Patrik Svensson)作; 艾格尼絲.布魯姆(Agnes Broomé)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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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44289 會計學. 四, 新攻略 盧奕(盧立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4429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C隨堂講義. 四 林芳妃, 賴熙翔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6176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務 黃振生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96905 家政美學 呂家美, 王婉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929 衛生與護理類專. 一, 生物B總複習 李冠徵, 陳牧君, 張睿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936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家政職業倫理(108課綱)曹瑟宜, 陳啟勳, 郭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6943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務 黃振生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96950 行銷與服務 呂安文, 郭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31309 盛唐五人團 趙啟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4805 迷宮100: 歐洲之旅 啟得文化編著 平裝 1

9789860664829 迷宮100: 亞洲之旅 啟得文化編著 平裝 1

9789860664836 迷宮100: 非洲探險 DAN編著 平裝 1

9789860664843 三國演義 羅貫中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64850 三國演義 羅貫中編著 平裝 中冊 1

9789860664867 三國演義 羅貫中編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3200869 樂教分離: 從孔子、荀子到朱熹 許明珠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32084 淡淡人物誌(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 Tamsui local narrative李宥綸, 呂晏慈, 王婕, 吳杳遠, 廖英圻, 吳雙, 王妍方作; 黃文倩主編平裝 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得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田野調查研究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32107 松風水月: 溥心畬詩書畫特展= Blow in the pines a noble soul: the art of PU HSIN-YU張炳煌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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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86143 很正經的心理學史: 放下偽心理學,拒喝心靈雞湯,無病呻吟怎麼可能比心理學史八卦精彩!安曉良著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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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0800 死亡或受洗= Death or baptism 佐納作 平裝 1

9786269520817 目標萬聖節 佐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9009 臺閩社會與文化的融合 邵宗海, 劉阿榮, 彭立忠, 馮國豪, 莊明哲, 李孔智, 賴榮偉, 趙任民, 吳靜君, 陳榮霞, 朱天奇, 何雅芬作; 涵靜孫學和平論壇主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1860 別再mnist了: 跨平台高平行Tensorflow 2精彩上陣李金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77 頂級網站技術長高度: 前端工程進階大師指南 侯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84 最踏實AI之路: 全白話機器學習一次搞懂 黃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891 比Docker再高階一步: 使用Harbor完成Helm Chart容器及鏡像雲端原生管理張海寧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07 Excel函數庫最完整職場商業應用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21 練核心從裡強到外: 全面了解Linux基礎架構 笨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38 500個必問題: 深度學習AI頂尖企業面試實況 談繼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45 從來沒有這麼明白過: TensorFlow上車就學會 李錫涵, 李卓桓, 朱金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52 資料淘金時代來臨: 企業BI專案建置營運高生產力王文信, 楊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1969 機器學習: 彩色圖解+基礎數學篇+Python實作 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501990 資料庫解剖學: 從內部深解MySQL運作原理 小孩子4919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03 巨型服務架構: 分佈式/資料庫優化/記憶體快取設計/IO模型易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10 駭客就在你旁邊: 內網安全攻防滲透你死我活 徐焱, 賈曉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27 台積電為何這麼強: 半導體的計算光刻及版佈局優化韋亞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34 駭客們好自為之: CTF大賽PWN奪旗技術大展 楊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41 FPGA的AI之路: Intel FPGA開發技術昇華實戰 張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65 機器學習: 彩色圖解+基礎微積分+Python實作: 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6072 極黑駭客專用的OS: Kali Linux2無差別全網滲透李華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089 架構師帶你做敏捷測試: 在真正專案中應用 王朝陽, 傅江如, 陸怡頤, 陳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文華泉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涵集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江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涵靜孫學和平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智數位



9789860776096 網路封包大剖析: HTTP介面自動化測試原理 肖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02 Excel VBA最強入門邁向辦公室自動化之路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776119 Excel VBA最強入門邁向辦公室自動化之路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776140 NoSQL開發完美方案: Redis+Docker高性能虛擬化實戰高洪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64 大師養成起手式: 從核心真正了解Linux運作原理笨叔陳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71 Python人工智慧程式設計入門: 使用Microsoft Azure雲端服務= Practical Python AI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using Azure cognitive services蕭國倫, 姜琇森, 羅云涔, 章家源, 劉耘圻, 劉憶蓁, 何霆鋒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188 React思考模式: 從hook入門到開發實戰 張家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01 大師功力再昇華: 實作Linux核心偵錯及實戰演練笨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18 生成對抗網路最精解: 用TensorFlow實作最棒的GAN應用廖茂文, 潘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32 最輕巧前端框架首選: Vue.js完整專案開發實作聚慕課教育研發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49 Power BI最強入門: 大數據視覺化+智慧決策+雲端分享王者歸來(全彩)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63 深度學習 最佳入門邁向AI專題實戰 陳昭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287 GA到G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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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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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76379 Excel入門到完整學習邁向最強職場應用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0776393 最新機器學習的教科書 伊藤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409 最成熟文件資料庫: MongoDB實作整合最佳化微服務架構唐卓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416 AI影像深度學習啟蒙: 用Python進行人臉口罩識別廖源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423 實戰資料流架構: 用Apache Flink建立永續高性能服務龍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430 新一代5G行動網路最佳化進階實戰 張軍民, 金超, 蔣伯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461 Intel大師帶你架設AI底層: 持久記憶體架構服務實作李志明, 吳國安, 李翔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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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0776485 最速網頁開發: 用Go Web一手建立高能效網站系統廖顯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515 人工智慧再進化: 聯邦學習讓資料更安全穩固 彭南博, 王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522 Python大數據專案X工程X產品 資料工程師的升級攻略林子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539 結合Matlab與ROS快速上手無人自走車 林顯易, 陳雙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776546 超越多顯卡多機器: 分散式機器學習超速實戰 陳敬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553 Windows 11重磅登場: 雲端、影音、設計、自媒體、商務、線上會議全方位打造專屬你的工作平台(全彩)沈文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577 AI硬體專屬晶片: 最新技術未來創新發展 張臣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591 真槍實彈做專案: PyQt5極速開發視窗軟體 明日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607 不當礦工當老闆: 自己動手開發區塊鏈應用業務熊麗兵, 董一凡, 周小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614 全球最強雲端平台實作: 用AWS完成安全穩定快速的系統王紹斌, 盧朝陽, 余波, 朱志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669 AWS自學聖經: 5大必學雲端主題.超圖解入門 Sam 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676 最強圖解ESP32輕鬆玩物聯網和AI小積木疊創意: 以PocketCard為教學板蔡佳倫, 康文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76706 創業故事 林晋寬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776751 Drt: Google御用網頁語言: 使用ngulr實戰Web物件導向開發劉仕文著 其他 1

9789860776782 OpenCV影像創意邁向AI視覺王者歸來(全彩) 洪錦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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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8497 <<淨土三經>>要義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8503 業思想概說: 業報因果與地獄見聞 慧淨法師, 佛可法師編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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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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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60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現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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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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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6934 越南人學台語= Người Việt Nam học tiếng Đài 梁庭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936941 越南語發音入門= Càch phàt âm trong tiếng Việt陳凰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936958 韓語超短句: 從「是」(네)開始 陳慶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936965 最好學的韓語40音 陳慶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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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4343 手編織製圖.推算指導書: 編織專家製圖教學自學參考書張金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305 三合院百年風華 廖文志作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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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496 1826-逢甲建築專業學院畢業設計專刊. 2017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52級畢業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3687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畢業專刊. 109級= Fen Chia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graduation design thesis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109級畢業生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694 碑碣、文獻與地方社會 李建緯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笛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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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通益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速立欣行銷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逢甲歷史文物所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2897 問個不停的小孩,加斯東: 建立孩子價值觀&世界觀的第一本親子哲學繪本 給爸媽的萬能解答書(3-12歲適讀)Matthieu de Laubier, Marie Aubinais, Gwenaelle Boulet作; Catherine Proteaux-Zuber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5706 經濟學.INFOGRAPHICS視覺資訊大繪解 托馬斯.蘭姆格(Thomas Ramge), 彥.史沃喬夫(Jan Schwochow)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5973 手斧男孩.落難童年求生記 蓋瑞.伯森(Gary Paulsen)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178 德國幼兒園的玩具極簡運動 莊琳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246 遊戲師: <>作者瑰麗奇想⧒絕美新作 布莉琪.柯林斯(Bridget Collins)著; 吳品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260 遊戲師 布莉琪.柯林斯(Bridget Collins)著; 吳品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46277 朕來了!皇帝尬聊室: 坐過龍椅的都來_宇宙第一群(422)趣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284 朕來了!皇帝尬聊室: 坐過龍椅的都來: 宇宙第一群(422)趣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46307 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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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46345 米米家的萌餐桌 Rumi米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352 經營戰略4.0圖鑑: 美國MAMAA、中國BATH等全球15家尖牙企業,七大關鍵字洞見「未來優勢」祕密!田中道昭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369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句點。) 垃圾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437 年糕奶奶@便便變⚡️. 1, 追查放屁凶手 姜孝美作; 金鵡妍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444 年糕奶奶@便便變⚡️⚡️. 2, 網紅排行榜的祕密 姜孝美作; 金鵡妍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468 創業家超圖解: 從卡內基到比爾蓋茲,從迪士尼、賈伯斯到馬斯克,一眼看懂地表最強企業家的致勝思維!鈴木博毅作; Taki Rei繪;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499 問個不停的小孩,加斯東(建立價值觀&世界觀的暢銷親子哲學繪本). 2: 為什麼愛生氣?為什麼兄弟姊妹會吵架?為什麼世界上有壞蛋?(給爸媽的萬能解答書,3-15歲適讀)= Les grandes questions du petit Gaston蘇菲.佛勞特(Sophie Furlaud), 凱瑟琳.波多居貝(Catherine Proteaux-Zuber)繪;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6505 獲利至上: 你的一舉一動,都是他們的賺錢工具!Meta集團(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稱霸全球的經營黑幕= An ugly truth: inside Facebook's battle for domination希拉.法蘭柯(Sheera Frenkel), 希西莉雅.康(Cecilia Kang)作; 陳柔含, 謝維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512 1分鐘看地球: 全球兒童瘋迷、5億人搶著看的STEAM科學動畫書地球一分鐘(Minuteearth)作; 王季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6529 腦袋瓜也有陰天: 為孩子解釋「憂鬱症」的溫柔繪本= Du brouillard dans la tête茱蒂絲‧里佛爾(Judith Rieffel)著; 卡洛琳(Mademoiselle Caroline)繪;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6536 雖然會胖,但還是想一個人吃完半半炸雞再睡(夜食症候群的深夜飢餓告白)= 오늘 밤은 굶고 자야지朴相映著; 陳慧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567 年糕奶奶@便便變⚡️. 1, 追查放屁凶手 姜孝美作; 金鵡妍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46628 腦袋瓜也有陰天: ✦✧為孩子解釋「憂鬱症」的溫柔繪本茱蒂絲‧里佛爾(Judith Rieffel)著; 卡洛琳(Mademoiselle Caroline)繪; 許雅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846673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9, 五代十國篇(萌貓漫畫學歷史)肥志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6680 德國幼兒園的教育大震撼! 莊琳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6703 德國幼兒園的教育大震撼! 莊琳君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846789 遊戲師(博客來獨家書衣版) 布莉琪.柯林斯 Bridget Collins作; 吳品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46796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句點。) 垃圾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46826 虛擬貨幣經濟學: 從線上寶物、紅利點數、比特幣到支付系統,數十億人都能從中獲利的新興經濟趨勢= Wildcat currency: how the virtual money revolution is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愛德華.卡斯特羅諾瓦(Edward Castronova)著; 黃煜文, 林麗雪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7693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第6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4193 一生三世: 格爾登仁波切回憶錄 李江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7730 用中国的官方/权威文献明证: 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刘汉城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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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vi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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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01125 台江迎神祭. III: 2021年辛丑年北汕尾媽祖宮鹿耳門天后宮開基鹿耳門媽出巡黃文博, 許献平, 張耘書, 戴瑋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魚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鹿耳門天后宮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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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港甘仔店懷舊餐廳



9786269569700 臺灣7逃咪ㄚ= Dream warehouse 胡宏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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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49003 富萍(全新珍藏版) 王安憶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9010 山本 賈平凹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633 想像的動物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著; 彼德.席斯(Peter Sís)繪;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1

9786263100947 人氣條漫這樣畫!: 向<<未生>>、<<神之塔>>等韓國名作漫畫家學創作技法、社群經營,進軍Webtoon平台成功出道!= 웹툰스쿨洪蘭智, 李鍾範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0954 上吧!玩攀全攻略: 從攀登基礎技術到進階完攀策略,最新野外攀岩全指南易思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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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氣象、科學家: 從政權治理到近代大氣科學奠基,奧匈帝國如何利用氣候尺度丈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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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首例恆河猴換頭手術,神經外科先驅羅伯.懷特對移植人類大腦的追求,以及靈魂移植的追尋布蘭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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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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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01210 「同化」的同床異夢: 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陳培豐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1227 隱谷路: 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調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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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01340 夏目漱石: 文豪與他們開創的日本文學百年盛世. 1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357 谷崎潤一郎: 文豪與他們開創的日本文學百年盛世. 2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388 陰翳的日本美：楊照談谷崎潤一郎 楊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1401 一級玩家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作; 郭寶蓮譯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01425 一級玩家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作; 郭寶蓮譯 四版 其他 1

9786263101432 貿易戰是階級戰: 日益惡化的不平等對全球經濟的扭曲與對國際和平的威脅=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馬修.克蘭恩(Matthew C. Klein), 麥可.佩提斯(Michael Pettis)作; 陳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449 戰爭的框架: 生命何時可弔唁?=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 申昀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470 隱谷路: 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調查史羅伯特.科爾克(Robert Kolker)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1487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全新修訂精選輯365+1)許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494 草莓與灰燼 房慧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524 長安客 北溟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548 名望,財富與野心: 「成功」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Fame, fortune, and ambition: what is the real meaning of success?奧修(OSHO)作; Zahir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101562 鸿: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简体电子版) 张戎(Jung Chang)作; 张朴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01586 古人原來很會過日子 王磊(講歷史的王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593 掙脫煤氣燈操縱: 辨識有毒關係、走出情緒虐待,建立健康人際生活的復原指南= The gaslighting recovery workbook: healing from emotional abuse艾美.馬羅-麥考伊(Amy Marlow-MaCoy)作; 朱崇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3101623 「同化」的同床異夢: 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陳培豐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101722 香料漂流記: 孜然、駱駝、旅行商隊的全球化之旅蓋瑞.保羅.那伯漢(Gary Paul Nabhan)著; 呂奕欣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233 新皴探索:傅狷夫書畫學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2021= Exploring a new technique of brush texture: Fu Chuan Fu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ociety Member Exhibition in 2021林錦濤總編輯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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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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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凱立智語文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傅狷夫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傑克商業自動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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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32806 中美制衡 韓慧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932820 作業風險管理指南= ORM guidebook 崔海恩, 王心靈, 王承宗, 陳楊正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4110 格林法則魔法學校二部曲: 六大名師打造 格林法則公職英文單字魔法書 高考、普考、特考、銀行、國營事業滿分神之捷徑,一考就上黃宏祿, 魏延斌, 楊智民, 廖柏州, 林麗英, 陳冠名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3639 英語自學策略: 英文EMAIL懶人包,複製、貼上、替換,瞬間搞定!胡欣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3646 哈啦英語:人生大小事 徐培恩(Ry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3653 哈啦英語: 生活有樂事 徐培恩(Ry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3684 大家來學韓國人天天都在用的韓語單字 金敏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3691 大家來學日本人天天都在用的日語單字 上衫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0306 大腦20倍記憶力量: 每天15分鐘打造吃喝玩樂英語會話即戰力黃琪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0313 英語自學策略: 易混淆英語600組 Tong We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0399 從心教養 吳怡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7007 英語自學策略: 打造英文寫作能力 Michael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7014 91則關於親情、友情、愛情的思索,人生因愛而美好!李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7045 唐朝歷史故事學管理 邱立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7052 7000單字帶著走 曾婷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4825 淬煉: 台灣職棒傳奇總教練的故事! 徐生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04856 絲路一帶 吳昀(Winny Wu)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023 星光兄弟會: 歐洲冒險之旅 威廉.嘉佛作; 施博巽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8238 關於家= The everyday object book of home 邱維濤(Eric Chiu)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5027 Fairy陳禹霏首本個人寫真 Fairy陳禹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065 Zihan Weng 翁子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5072 鄭若青首本個人紀念寫真集 鄭若青Aikyo作 精裝 1

9789860635089 Chu Chu 2021 啾啾 吳慈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4608 如何愛，哲學家有答案 黃鼎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043 一輩子只有你 劉彤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135 自律神經超圖解= 眠れなくなるほど面白い 図解 自律神経の話: 自律神経のギモンを専門医がすべて解説!小林弘幸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173 油與脂肪的驚人真相 守口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227 成長型領導 汪士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296 世界戰爭圖鑑 克里斯.麥可納布(Chris McNab)作; 戴榕儀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林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富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時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凱特文化創意



9789860769340 西洋占星術史 中山茂著;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388 十日談2020 Day 1: 那些發生在瘟疫大流行前的故事俞錦梅著 平裝 1

9789860769425 Oh!原來閃燈是這樣打的: 小閃燈也能拍出Pro級專業感達斯汀.迪亞茲(Dustin Diaz)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9432 調香: 做自己的香氣設計師 精油解析x感知訓練x香水調製 打造10秒讓人印象深刻的氣味魅力學毛彥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449 Costco肉料理好食提案: 百萬網友都說讚!100道最想吃的肉類分裝、保存、調理包、精選食譜Amy, Rachel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0769463 擊敗渣男! 吳孟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500 百萬職業講師的商業策略 孫治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517 登山完全圖解Q&A 漂鳥社編集部作; 黃致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524 日本語不思議 清水由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9531 登山完全圖解Q&A ：新手一定要知道的行程計畫、山域知識、體能訓練、裝備飲食、安全與技巧漂鳥社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9630 快樂狗兒生活訓練學: 跟著專業訓練師這樣教!輕鬆解決人狗常見衝突、增進信任關係,一起過好每一天林明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0769647 Costco肉料理好食提案: 百萬網友都說讚!100道最想吃的肉類分裝、保存、調理包、精選食譜(暢銷修訂版)Amy, Rachel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69654 快樂狗兒生活訓練學: 跟著專業訓練師這樣教!輕鬆解決人狗常見衝突、增進信任關係,一起過好每一天林明勤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618 Neuro Sky腦波儀MIX軟體APP: Android系統-密技全攻略陳榮靜, 劉明政, 廖崇硯, 林承澐, 張殷菖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0011 國中資優數學= Top math for junior high school 陳惠民編著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755 兒童音樂之鑰= Cindy's music keys for children 梁竹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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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62013 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K2: 2000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周德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2020 浮生夢囈: 時光隧道裡的五味人生 彼岸的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2044 羊喜人家 黎清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2051 起跑線 文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2068 濱海札記: 散文及十四行詩(中英對照)= Seashore variegates: sonnet and sketches安東尼.賴(Anthony Lai)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62075 整形外科楊沂勳醫師的偏鄉隨筆 楊沂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2082 人間修行. 六, 正接神尊: 擺渡者與外靈渡化 莫林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2099 渡 露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62136 古今藏頭詩集 陳明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667 別在該理財的年紀,選擇放棄 崴爺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4923 失眠診所: 整合醫學醫師、營養師教你吃出好眠力歐瀚文, 賀菡懿, 洪佳琪, 陳郁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4947 穴療: 對症按摩x拍打x刮痧,小病自己來! 陳品洋編審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4954 我要活得比過去精彩: 解鎖癌友真心話,戰勝心障礙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04985 情緒救援,地表最強攻略: 我和我的情緒寶寶 謝昊霓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3301 阿育吠陀實證醫學 薛仲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9573325 別在該理財的年紀,選擇放棄: 好好退休,從現在開始!崴爺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6757 Ba reading 其他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博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勝宏精密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志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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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27921 閩浙贛寶卷與儀式研究 李志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219 墨攝X後影像: 黃瑞慶後影像創作輯= Ink domain post-image黃瑞慶作 平裝 1

9789869479226 大師臉書= Taiwan master facebook 黃瑞慶作 平裝 1

9789869479233 東方哲學 紀實攝影: 臺中鐵路高架化影像紀錄 解析與欣賞= Oriental philosophy vs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nalyze and appreciate the elevated image record of Taichung railway黃瑞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4626 黃金泡菜的兩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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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重購: 25個管理技術債的技巧消除軟體設計臭味Girish Suryanarayana, Ganesh Samarthyam, Tushar Sharma著; 袁國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5922 聖誕夜的愛情奇蹟 徐磊瑄著 其他 1

9789864346110 我終於愛上了寂寞 英英著 其他 1

9789864346158 當嫦娥遇上屈原 英英著 其他 1

9789864347087 英雄. I, 善與惡 當傲嬌遇上病嬌著 其他 1

9789864347346 晝夜. 上, 肅殺心 C.C.詹金斯著 其他 1

9789864347353 殺手不哭 落日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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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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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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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7933 圖解TCP/IP 吳燦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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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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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48169 Google Analytics網站資料分析: 網路行銷與商務決策的利器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220 爬蟲在手 資料我有: 7堂課學會高效率Scrapy爬蟲簡學群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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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48305 超簡單Python/MicroPython物聯網應用: 堆積木寫程式輕鬆學習軟硬體整合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12 善用UX來提升UU: 打造滿足新手和專家的UI 余虹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29 矽谷工程師教你Kubernetes: 史上最全CI/CD中文應用指南邱宏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36 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術: Excel+Tableau成功晉升資料分析師彭其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43 人工智慧大現場. 實用篇: 35天從入門到完成專案黃義軒, 吳書亞, Kavin Na Y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50 Windows APT Warfare: 惡意程式前線戰術指南 aaaddress1(馬聖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67 JavaScript概念三明治: 基礎觀念、語法原理一次帶走!蔡木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74 AI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思維與演算法: 使用C++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81 AI世代高中生也能輕鬆搞懂的運算思維與演算法: 使用C++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398 JavaScript概念三明治: 基礎觀念、語法原理一次帶走!蔡木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411 Windows APT Warfare: 惡意程式前線戰術指南 aaaddress1(馬聖豪)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毓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博揚廣告



9789864348404 人工智慧大現場. 實用篇: 35天從入門到完成專案黃義軒, 吳書亞, Kavin Na Y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428 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術: Excel+Tableau成功晉升資料分析師彭其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435 矽谷工程師教你Kubernetes: 史上最全CI/CD中文應用指南邱宏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442 善用UX來提升UU: 打造滿足新手和專家的UI 余虹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459 超簡單Python/MicroPython物聯網應用: 堆積木寫程式輕鬆學習軟硬體整合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8466 行銷人員的AI百寶盒 AI人工智慧大現場作者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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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O與網路行銷超級工作術 胡昭民,吳燦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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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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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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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48909 圖說演算法: 使用JavaScript 吳燦銘, 胡昭民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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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Server到Android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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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49173 Raspberry Pi 樹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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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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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30160 超實用!公務員EXCEL省時必備祕技108招: 輕鬆提高自動化執行力(Office 365版)張雯燕著、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177 學會專案管理的12堂課 鍾文武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330184 Arduino專題製作與應用: 語音互動篇 陳明熒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191 百萬粉絲Youtuber網紅的成功法則 胡昭民,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07 Arduino專題製作與應用: 語音互動篇 陳明熒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14 突破困境!企業開源虛擬化管理平台: 使用Proxmox Virtual Environment鄭郁霖(Jason Che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21 計算機組成原理: 作業系統概論. I 北極星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38 計算機組成原理: 作業系統概論. I 北極星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45 超實用!公務員EXCEL省時必備祕技108招: 輕鬆提高自動化執行力(Office 365版)張雯燕著、ZCT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52 預約未來財富: 88則金融小常識打造投資精準眼光李顯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69 預約未來財富: 88則金融小常識打造投資精準眼光李顯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276 學會多媒體設計的12堂黃金入門課: 免費共享軟體×影像處理設計×視訊剪輯製作×3D動畫實務鄭苑鳳著; ZCT 策劃 二版 其他 1

9786263330283 學會多媒體設計的12堂黃金入門課: 免費共享軟體×影像處理設計×視訊剪輯製作×3D動畫實務鄭苑鳳著; ZCT策劃 二版 其他 1

9786263330290 學會專案管理的12堂課 鍾文武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330306 打造高速網站從網站指標開始: 全方位提升使用者體驗與流量的關鍵唐心皓(Summer)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313 打造高速網站從網站指標開始: 全方位提升使用者體驗與流量的關鍵唐心皓(Summer)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320 百萬粉絲Youtuber網紅的成功法則 胡昭民,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337 突破困境!企業開源虛擬化管理平台: 使用Proxmox Virtual Environment鄭郁霖(Jason Che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05 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術: Tableau打造30個經典數據圖表彭其捷, 陳克勤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12 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術: Tableau打造30個經典數據圖表彭其捷, 陳克勤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29 不只是工程師才要懂的App資訊安全: 取得資安檢測合格證書血淚史楊士逸(羊小咩)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36 不只是工程師才要懂的App資訊安全: 取得資安檢測合格證書血淚史楊士逸(羊小咩)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43 元宇宙Metaverse: 連接虛擬和現實,開啟無限可能性Kevin Chen(陳根)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50 元宇宙Metaverse: 連接虛擬和現實,開啟無限可能性Kevin Chen(陳根)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67 從自學到成功轉職軟體工程師: 自主學習讓我重拾人生的發球權王聖凱(Chris)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74 從自學到成功轉職軟體工程師: 自主學習讓我重拾人生的發球權王聖凱(Chris)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81 圖像Angular開發入門: 打造高靈活度的網頁應用程式黃俊壹(阿壹)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330498 圖像Angular開發入門: 打造高靈活度的網頁應用程式黃俊壹(阿壹)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193 F-5自由鬥士式/老虎II式戰機= Military aircraft of the worldイカロス出版株式会社作; 陳冠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0105 北約老虎會紀實攝影輯. 2021= NATO tiger meet 2021 Beja常靖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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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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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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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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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61793 梵谷兄弟= Vincent and Theo: the Van Gogh brothers黛博拉.海莉曼(Deborah Heilig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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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6420 教父淺說 劉錦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437 神樂靈修與神學. 第二期: 英國靈修與神學 劉主恩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444 靈修神學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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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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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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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6697 克蘇魯事件簿. 1: 夏洛克.福爾摩斯與沙德維爾暗影= The Cthulhu casebooks 1: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Shadwell shadows詹姆斯.洛夫葛羅夫(James Lovegrove)著; 李函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2040 克蘇魯三部曲: H.P.洛夫克拉夫特經典傑作合輯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著; 李函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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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92064 逆轉的王牌: 官大元 官大元, 洪紫峯著; 卓子傑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2095 不完美的墜落: 羅伊.哈勒戴 陶德.左勒茨基作; 王啟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2132 對立社會下的理性溝通= Beyond contempt 艾瑞卡.埃特森(Erica etelson)著; 辛亞蓓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5

送存冊數共計：105

博聞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喬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堡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識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喜樂隱修院



9786267092149 26堂致富心態校準課: 世界富豪導師DAN LOK駱鋒的「老子有錢」哲學= F.U. money: make as much money as you want and live your life as you damn well please!駱鋒(DAN LOK)著; 辛亞蓓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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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城市認同在全球化時代如此重要貝淡寧(Daniel A. Bell), 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合著; 吳萬偉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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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9641 沒有人活著離開: 吉姆.莫里森傳 傑里.霍普金斯(Jerry Hopkins), 丹尼.蘇格曼(Danny Sugerman)作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9689 監視器的背後是彌勒佛 小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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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619042 師古超塵: 溥心畬藝術精品集 劉熙海總策劃; 劉嘉宸, 林國鼎, 廖建傑, 唐一寧, 李雅婷, 簡楷倩, 潘冠中, 許家梅執行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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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8421 老子易道概論 耿大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8438 老子易道概论 耿大祥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9390 雲間: 劉榮輝陶藝創作畫冊 劉榮輝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1324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下冊趙立民, 高毓瑛, 馬宗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35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選修汽車工業英文= Automobile industry English陳文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31454 農業概論總整理= The arrangement of introduction to agricutlture紀柏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461 食品加工含實習總復習 謝文斌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53147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操作實習林慶忠, 陳年佑, 林文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485 技術型高級中學食品群食品檢驗分析實習. 下冊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31508 食品化學與分析含實習總整理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31515 食品加工含實習總復習 謝文斌, 蘇平齡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31522 食品營養與健康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487 復興崗新聞人. 110年版 方彦吉, 王丰, 王乃純, 王烱聲, 王堡麗, 王瑞民, 王慕航, 王耀華, 左化鵬, 任芝蘭, 朱建台, 吳東權, 呂中華, 宋轅田, 李吉安, 李靖寬, 李艷秋, 周世文, 周嘵輝, 林亦堂, 林健華, 邱仕友, 柯青華, 胡鼎宗, 韋啓俠, 夏珍, 孫光, 孫宜成, 張子弘, 張秀實, 張定成, 張悦雄, 張森泉, 曹近曦, 陳玉梅, 陳學聖, 陳膺天, 陶聖屏, 傳文成, 彭克英, 曾建華, 曾德堂, 程富陽, 賀鐵君, 黃炳麟, 楊艾俐, 楊富義, 楊嘉裕, 鄒雙喜, 劉朗, 劉新白, 慶正, 蔡昭弘, 蔡桂英, 蔣天鐸, 蔣濟翔, 鄧祥年, 鄭予岩, 韓大勇, 羅國禮, 羅紹和, 羅廣仁, 譚遠雄, 饒遠平採訪撰文; 楊鴻博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9806 臺灣唸謠咱的歌: 台江媽 劉惠蓉作詞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60004 臺灣唸謠咱的歌: []蜅蠐 劉惠蓉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雙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壹路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惠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富貴陶園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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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3799 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技能檢定 蔡長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05 高齡者體適能活動設計與引導實務: 能量與律動共舞、高齡更健康= Design and practice of senior fitness秦秀蘭, 李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12 2020「轉型中的社會:東亞與東南亞的社會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Symposium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forming Society: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陳素梅, 范家榮, Hoang Ba Thinh, Doan Thi Thanh Huyen, Dao Thi Hieu, Dung Vu Thi Thuy, You-Lin Tsai, 林芯榆, 呂傑華著; 呂傑華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29 「舞蹈與美學賞析」課之教學實踐研究= A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for the course:"appreciation of dance and aesthetics"張瓊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36 地方大學教育生態圈學習的擴散: 也是生命教育:「學習」與生命教育架接的可能性= The divergent learning in a local university education ecosystem張瓊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43 環保旅館= Green hotels 吳則雄, 張佩珍, 林嘉琪, 李欽明, 王建森, 莊景富, 賴英士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67 郵輪觀光= Cruise ship tourism 劉原良, 張瑞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74 森林遊樂學= Forest recreation management 楊知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74 森林遊樂學= Forest recreation management 楊知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983874 森林遊樂學= Forest recreation management 楊知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3898 牛筋草 劉洪貞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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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69628 Miners of the fifth moon 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illustrated by Fabio Sardo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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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09153 別再挖錯了 陳達得故事; 陳達得, 賴霈瑜繪圖 一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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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芸蕙等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0

斑馬線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2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敦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388 以色列經典= Israel: the classic 高嵩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8675 你不必活在別人的期待裡 小木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682 慢情緒心理學: 拒絕生氣、調整心態、放慢情緒、找回接受的勇氣!楊秉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8699 不說你不知道!歷史老師沒教到的幽默物語 劉繼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2604 鍛鍊聽力就能延緩失智症: 日本名醫教你最有效的聽力與大腦鍛鍊法,全面預防及改善健忘、重聽中川雅文著;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2611 羅素的幸福解答之書: 陪你踏上幸福之路的解憂實踐指南=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 藍曉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969 景魚軒書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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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16802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516819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516826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516833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516840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516857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516864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516871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516888 挑戰數獨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16895 挑戰數獨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16901 挑戰數獨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16918 挑戰數獨 張惠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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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2959 蓮花: 吳文璋新詩集 吳文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8439 理賠,誰賠你?別怕,我陪你!: 合法理賠代辦陪你爭益不再有爭議陳金鍊著; 陳哲宏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446 給孩子的感恩日記 林凡維Jessie Lin Brown作; 林詠歡Calin Joy Brown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8453 現代家長必學的未來領袖養成計畫: 世界公民素養教育林凡維Jessie Lin Brow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3386 奴隸哲學家的人生通識課: 在處處受限的人生裡,活出自己的形狀荻野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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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81106 國營化工專業科目A: 化工熱力學與化學反應工程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113 國營化工專業科目B: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晴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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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12

智仁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景魚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遠文化教育



9789860781120 調查局特考化學鑑識組生物化學 荷澄化學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137 國營化學專業科目B分析化學與儀器分析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144 高考三級儀器分析聖經= Instrumental analysis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3版 平裝 1

9789860781151 高考三級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Unit operation transport phenomena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2版 平裝 1

9789860781168 國營化學專業科目A普通化學與無機化學 荷澄化學作 第3版 平裝 1

9789860781175 高考三級物化分章聖經= Physical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3版 平裝 1

9789860781182 高考三級有機化學聖經= Organic chemistry 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第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1115 印尼人學台語= Orang Indonesia Belajar Bahasa Taiwan梁庭嘉編著; 陳玉順印尼文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3835 Enrich your thoughts and embellish your talks: a mindful look and use of English gram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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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1550 智慧商務與行銷塑造南投中寮石虎與農業優化創生社會實踐模式. 紮根篇(學術專書)李冠穎, 邱桂堅, 林有志, 洪振義, 陳博舜, 黃勇富, 張耀仁, 顏建賢, 楊浩偉, 賴盈孝, 鍾任傑作; 陳博舜主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581 再生與創新「枝多少」: 葡萄藤生物炭 李雁隆計畫主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487 翻轉首爾: 叛民城市議題漫遊= 뒤집어 보는 서울: 주제를 따라 걷는 여행郭奎煥, 南霄兒著; 顏思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3004 離人散事 鄧湘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8215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之發展 經濟部中華經濟研究院, 經濟部台灣經濟研究院主編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308222 中國古典詩歌欣賞系列 國立編譯館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1377 活化古厝這群人: 宜蘭礁溪的地方創生 黃萱儀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957 我的第一本諸葛四郎 財團法人諸葛四郎文化藝術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4103 Language is life: Ben's new school. starter B reader Imran Durrani主編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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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工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擎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年漫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渤海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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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0538 沙河溯往= The be forgotten years of James Kuo-Chiang Cheng程國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03416 重拾失落千年的對稱治療: 英雄當道 宋和乾, 莊麗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3423 透視仲景穿越千年的傷寒卒病論: 靜心回首 宋和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3430 揭開千年漢醫與現代科技微觀之秘: 再造英雄 宋和乾, 蔡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9018 <>新編 王穆提斷句編校 1版 其他 1

9789869719025 <>新編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9719032 真如與阿賴耶識義 王穆提著 1版 其他 1

9789869719056 <>新編 (唐)窺基法師著; 王穆提編校 1版 其他 1

9789869719063 成佛正因: 真如、佛性、第八識、無漏種諸義辨正王穆提著 1版 其他 1

9789869788960 <>新編 王穆提編著 1 其他 1

9789869788991 摩訶止觀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 其他 1

9789860649901 <>. 十四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18 <>. 一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25 <>. 七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32 <>. 三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49 <>. 二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56 <>. 十九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63 <>. 十五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70 <>. 十二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87 <>. 二十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49994 <>. 五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06 <>. 十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13 <>. 十三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20 <>. 十一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37 <>. 八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44 <>. 十八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51 <>. 十七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68 <>. 十六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75 <>. 九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82 <>. 六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099 <>. 四 王穆提作 1 其他 1

9789860650105 中論研習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1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2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3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4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5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6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7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65018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舜智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菩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菩薩藏佛教學會籌備處



978986065019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0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1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2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3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4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5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6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7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8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09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0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1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2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3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4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5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6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7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8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19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0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1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2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3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4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5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6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7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8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29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0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1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2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3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4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5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6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7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8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39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0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1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2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3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4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5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6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7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8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49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0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1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2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3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4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5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6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7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58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0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1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2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3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4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5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6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7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8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69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0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1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2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3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4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5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6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7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8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79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82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87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89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90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91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92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97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299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00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01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02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03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05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12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13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14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15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17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21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22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25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26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28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30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31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48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52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57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58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59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61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678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68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73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746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76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79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81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845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869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88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913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92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937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944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6951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7002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0757040 <>疏文斷句 王穆提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7532 勁戰六代改裝應用剖析 吳仲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67549 熟練駕馭跑車教戰手冊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1670 垃圾嘰哩咕嚕變 陳淑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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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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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49243 生命是一所學校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49366 商用英文 徐琍沂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373 觀光旅行日本語 翁頂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403 商用英文 蒙美臻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410 台灣觀光地理: 閱讀臺灣的自然與人文牽引對環境的感動與關懷= Tourism geography of Taiwan劉惠珍, 何旭初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9427 管理學精要: 造就觀光餐旅產業菁英= Management essential: creating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elite鄭紹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9441 主題樂園經營與管理: 一個夢幻創意演出天堂= Theme park practice and management曾慶欑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9458 人際關係與溝通: 瞭解溝通技巧 胡愈寧, 葉肅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9496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2022: 銀階認證試題指南井柏紳, 方翠華, 丘彪, 朱立仁, 吳文傑, 吳奕德, 吳銘祥, 李金桔, 李東穎, 林超, 洪佳增, 洪明堂, 徐明輝, 涂榮宗, 高子玄, 高任首, 高瑤光, 崔宏光, 崔震雄, 張佳玄, 張明琛, 張心盈, 梁博凱, 許智強, 陳子洋, 陳宇琦, 陳志高, 陳柏蒼, 陳善珮, 陳曉青, 陳芳華, 陳德合, 陸積偉, 舒程, 紀維綺, 楊文宇, 廖信華, 熊亮杰, 鄭雅馨, 鄭雋孜, 簡佩平, 盧碧蓮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502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指南. 2022年 李奇嶽, 陳善珮, 李承峻,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526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2022年 李奇嶽, 程健行, 陳善珮, 吳婷婷, 林佳蓉, 郭名龍, 陳彥蘅, 洪小芬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9533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指南 李奇嶽, 陳善珮, 彭成裕, 李青松, 楊明賢, 陳正茂, 沈中天, 郭名龍, 張婷婷, 鄭凱湘, 林香君, 林久玲, 林澤洲合編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64

送存冊數共計：164

菁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人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5927 基本護理學. 下冊 蘇麗智等作 四版 其他 1

9789861945941 實用產科護理 王淑芳等作 九版 其他 1

9789861945958 實用兒科護理 陳月枝等作 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7204 清末高官比利时人: 保禄.林辅臣的生平(1842布鲁塞尔-1906西安)林安妮(Anne Splingaerd Megowan)著; 刘悦, 张畅译初版 平裝 2

9789578597211 清末高官比利時人: 保祿.林輔臣的生平(1842布魯塞爾-1906西安)林安妮(Anne Splingaerd Megowan)著; 劉悅, 張暢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051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2 華品文化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0540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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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71542 浮光掠影.攝影筆記: 我以謙卑貼近土地 林錫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1559 攝影是另一種書寫: 林錫銘攝影集 林錫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571566 求不得才是祝福= Not getting what you want can be blessing康薩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1566 求不得才是祝福= Not getting what you want can be blessing康薩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1573 求不得才是祝福 康薩仁波切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287 Speed up. book 6, student book editor Ryan Ybanez, Maxine Chen, Lilia Che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1897 落花時節: 記憶中的家族長輩 逸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99309 人類AI複合體經濟: 全球數據財富權力的深度重塑柳振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323 佛祖心要節錄 慧空經房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354 武經七書 孫武等著; 李浴日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361 孫子音注 (明)何守法注釋; 李浴日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378 汪氏兵學三書 (清)汪宗沂選編; 李浴日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385 陰符經注 (漢)張良注釋; 李浴日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392 太白陰經 (唐)李筌著; 李浴日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408 虎鈐經 (北宋)許洞著; 李浴日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477 姜太公兵法 呂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507 大圓滿: 佛陀的終極理念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521 雪域虹光: 光明金剛密庫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538 他們來自銅色吉祥山: 寧瑪護法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545 禪定道炬: 如何修習三昧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620 唐代才女詩詞小傳 張覓著 1版 平裝 1

9789860799644 泗水邊的<<孝經>> 許輝著 1版 平裝 1

9789860799651 泗水邊的<<孫子兵法>> 許輝著 1版 平裝 1

9789860799668 名人筆下的陳嘉庚 陳滿意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0799736 錢鍾書瑣話 錢之俊著 1版 平裝 1

9789860799828 法華經易解 普行法師著 1版 平裝 1

9789860799880 臺灣山地紀行 程兆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897 高山族中: 臺灣宜蘭山地之行 程兆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903 高山行 程兆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99910 山地書 程兆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9786267134030 山地書 程兆熊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34047 高山行 程兆熊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34054 高山族中: 臺灣宜蘭山地之行 程兆熊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34061 臺灣山地紀行 程兆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776 尼大人出巡: 女院長與波斯省長對話 蔡麗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783 宣教案例研究: 當宣教遇上信仰與文化衝突時的抉擇= Case studies in missions保羅.赫伯特(Paul G. Hiebert), 法蘭西絲.赫伯特(Graces G. Hiebert)著; 黃建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91 華梵大學斲琴工坊<<古琴製作成果師生聯展>>張旭華文字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1620 幼兒行為輔導 阮震亞, 楊惠卿, 許莉莉, 李琇菁作 一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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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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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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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3699 面對全球疫情 百大企業如何渡過危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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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71853 溫病涵義及其處方述要 惲子愉著 平裝 1

9789864371860 中大型劇場風險管理初探= Risk management of medium and large size theaters陳尚盈著 平裝 1

9789864371877 越南漢喃作家辭典 鄭克孟著 精裝 1

9789864371884 金匱要略新論 惲子愉著 平裝 1

9789864371891 政治批評、哲學與文化: 墨子刻先生中文論文集黃克武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907 通俗與經典化的互現: 民國初年上海文藝雜誌翻譯研究葉嘉著 平裝 1

9789864371914 初等數學 程守慶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華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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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梵大學斲琴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都文化



9789864371921 不只說Hello: 國際力與跨文化學習= More than saying hello: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and intercultural learning張媁雯作 平裝 1

9789864371938 皇華使程圖 阮輝美主編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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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bilities,6e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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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717 連環接龍謎又謎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724 拾錦興聞網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731 典傳香興聞網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748 謎魔法通同字 楊國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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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3411 冷的感覺 寒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963435 愚人的花園 孫得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7774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新論= 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八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907781 成本與管理會計學新論= 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八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83746 清純女友,墮落。. 2 ぐれーともす作 其他 1

9789865483784 鳴鳳莊的性奴隸Diva イトハナ作 其他 1

9789865483791 突然變成寄宿後宮!?: 聽說樹君,最近開始和女生同居有馬紘一作 其他 1

9789865483807 熟悉的兩人: 因為不起眼的初戀女友喜歡H而在旅館瘋狂做愛做的事ビフィダス作 其他 1

9789865483968 可畏想使用指揮官盡情玩樂 あらと安里作 其他 1

9789860768053 催淫課長 DYTM作 其他 1

9789860768329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1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9860768336 犬山玉姬才不可能輸給跟馬一樣大的雞○吧!!あらと安里作 其他 1

9789860768343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3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0768350 老師不是便器。. 2 ホン・トク作 其他 1

9789860768367 自從去了同人展出差編輯部之後妻子的樣子變得有點…ひらり作 其他 1

9789860768374 把這個插進去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9860768381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2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398 爸爸活什麼的沒有參加就好了 ふらつ作 其他 1

9789860768404 秘密特快車: SR1班次: 夜行巴士之●校生痴女イトハナ作 其他 1

9789860768411 將混混女孩試著Ｈ的調教了一番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428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3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0768435 睡眠學習: 不斷遭受侵犯的巨乳家庭教師… kino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証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買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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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異文庫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菜根香



9789860768442 睡眠學習: 巨乳女學生想被我侵犯… kino作 其他 1

9789860768459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1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9860768466 犬山玉姬才不可能輸給跟馬一樣大的雞○吧!!あらと安里作 其他 1

9789860768473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 3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0768480 老師不是便器。. 2 ホン・トク作 其他 1

9789860768497 自從去了同人展出差編輯部之後妻子的樣子變得有點…ひらり作 其他 1

9789860768503 把這個插進去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到5萬了對吧!?たかみや作 其他 1

9789860768510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2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527 爸爸活什麼的沒有參加就好了 ふらつ作 其他 1

9789860768534 秘密特快車: SR1班次: 夜行巴士之●校生痴女イトハナ作 其他 1

9789860768541 將混混女孩試著Ｈ的調教了一番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558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3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0768565 睡眠學習: 不斷遭受侵犯的巨乳家庭教師… kino作 其他 1

9789860768572 睡眠學習: 巨乳女學生想被我侵犯… kino作 其他 1

9789860768589 KESOSIROU Illustration Works けそシロウ作 其他 1

9789860768596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2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9860768602 和伊東萊芙的愛愛生活 あらと安里作 其他 1

9789860768619 和混混女孩試著做了友達以上的事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626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3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633 冒險之書系列總集篇The Adventurer's Book has Perfect.. Vol.1あかざわRED作 其他 1

9789860768640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5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9860768657 淫溺的令嬢. 4: 在他身邊洩漏出的淫蕩聲 クロエ作 其他 1

9789860768664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4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0768671 超昂天使無論是在夢裡還是現實都被侵犯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0768688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淫靡願望. 總集篇武田あらのぶ作 其他 1

9789860768695 輝夜姬的姻緣結合 Hisasi作 其他 1

9789860768701 KESOSIROU Illustration Works けそシロウ作 其他 1

9789860768718 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巨乳JK. 2 ちると作 其他 1

9789860768725 和伊東萊芙的愛愛生活 あらと安里作 其他 1

9789860768732 和混混女孩試著做了友達以上的事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749 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 3 黒葉だむ作 其他 1

9789860768756 冒險之書系列總集篇The Adventurer's Book has Perfect.. Vol.1あかざわRED作 其他 1

9789860768763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5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9860768770 淫溺的令嬢. 4: 在他身邊洩漏出的淫蕩聲 クロエ作 其他 1

9789860768787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本子. 4 大嘘作 其他 1

9789860768794 超昂天使無論是在夢裡還是現實都被侵犯 はっせん作 其他 1

9789860768800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淫靡願望. 總集篇武田あらのぶ作 其他 1

9789860768817 輝夜姬的姻緣結合 Hisasi作 其他 1

9789860768947 不xxx就出不去之國 池咲ミサ作 其他 1

9789860768954 五等分的...... 松河作 其他 1

9789860768961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凌辱篇 一宮夕羽作 其他 1

9789860768978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純愛篇 一宮夕羽作 其他 1

9789860768985 老師不是便器。. 3 ホン.トク作 其他 1

9789860768992 把JC催眠來性教育. 2 黒本君作 其他 1

9786267034002 援助交配. 11 たくのみ作 其他 1

9786267034019 船長的挑釁公開直播的說! 矼房作 其他 1

9786267034026 淫溺的令嬢 4.5: 被虐的教室 クロエ作 其他 1

9786267034033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3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6267034040 到家後發現轉校生正在舔我的衛生紙團 ぶんぼん作 其他 1

9786267034057 不xxx就出不去之國 池咲ミサ作 其他 1

9786267034064 五等分的...... 松河作 其他 1

9786267034071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凌辱篇 一宮夕羽作 其他 1

9786267034088 有巨乳表姊陪伴的假期. 4, 純愛篇 一宮夕羽作 其他 1

9786267034095 老師不是便器。. 3 ホン.トク作 其他 1

9786267034101 把JC催眠來性教育. 2 黒本君作 其他 1

9786267034118 到家後發現轉校生正在舔我的衛生紙團 ぶんぼん作 其他 1

9786267034125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3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6267034132 淫溺的令嬢 4.5: 被虐的教室 クロエ作 其他 1



9786267034156 援助交配. 11 たくのみ作 其他 1

9786267034163 睡華. 壹 松河作 其他 1

9786267034170 睡華. 壹 松河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4736 狐琉皇画卷 ホン.トク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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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6065 嬲-豪爽女: Nobly 蹄鉄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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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6126 JK虛擬偶像祕密實況PLAY 秋空もみぢ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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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6928 準備好親吻 真白しろいろ作 平裝 1

9786267066935 白領愛情男子會 すめし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66942 被夢魔美食家守護著 星名あんじ作 平裝 1

9786267066959 播音室是縱慾部屋 天仁屋よしわき作 平裝 1

9786267066966 無人車站. III ひっさつくん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6973 合租房屋的性活規則 佐藤知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7066980 她所犯下的錯誤 エアリーソックス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6997 初: 遭到鬼畜男友強行拍攝 幾春別たかお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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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310001 誤解的BL: 雨天借宿的故事。 イチ作 平裝 1

9786263310025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中篇 銀曜ハル作 平裝 1

9786263310032 修女克蕾雅的淫靡祕密 藤崎ひかり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3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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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310056 三柿野的學性生活 笹森トモエ作 平裝 1

9786263310346 放學後代理妻子. 3, 孕婦參加畢業典禮... 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作 平裝 1

9786263310353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宮. 2, 溫泉共浴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平裝 1

9786263310360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後篇 銀曜ハル作 平裝 1

9786263310377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神毛物由宇作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310384 不擅交際的未亡人雪女與詛咒戒指 ぷぅ崎ぷぅ奈作 平裝 1

9786263310391 魅魔的速食性愛. 小短篇 関谷あさみ作 平裝 1

9786263310407 被奪取童貞後黑辣妹成為我的妻子 桐野キョウスケ作 平裝 1

9786263310414 睡美人. I+II 松河作 平裝 1

9786263310421 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 しおこんぶ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310438 魅魔同居生活. 總集篇. III 笹森トモエ作 平裝 1

9786263310445 放學後代理妻子. 3, 孕婦參加畢業典禮... 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作 其他 1

9786263310452 放學後代理妻子. 3, 孕婦參加畢業典禮... 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作 其他 1

9786263310469 魅魔的速食性愛. 小短篇 関谷あさみ作 其他 1

9786263310476 魅魔的速食性愛. 小短篇 関谷あさみ作 其他 1

9786263310483 被奪取童貞後黑辣妹成為我的妻子 桐野キョウスケ作 其他 1

9786263310490 被奪取童貞後黑辣妹成為我的妻子 桐野キョウスケ作 其他 1

9786263310506 睡美人. I+II 松河作 其他 1

9786263310513 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 1 しおこんぶ作 其他 1

9786263310520 野野原柚花的祕密直播. 1 しおこんぶ作 其他 1

9786263310537 睡美人. I+II 松河作 其他 1

9786263310544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7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6263310551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7 神毛物由宇作 其他 1

9786263310568 魅魔同居生活. 總集篇. III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6263310575 魅魔同居生活. 總集篇. III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6263310582 七夏之樂園. 2: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宮. 溫泉共浴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3310599 七夏之樂園. 2: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宮. 溫泉共浴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3310605 三柿野的學性生活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6263310612 三柿野的學性生活 笹森トモエ作 其他 1

9786263310629 不擅交際的未亡人雪女與詛咒戒指 ぷぅ崎ぷぅ奈作 其他 1

9786263310636 不擅交際的未亡人雪女與詛咒戒指 ぷぅ崎ぷぅ奈作 其他 1

9786263310643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後篇 銀曜ハル作 其他 1

9786263310650 迷上色情按摩的排球部女子. 後篇 銀曜ハル作 其他 1

9786263310902 淫靡的精靈深愛著獸人君 一ノ瀬ランド作 其他 1

9786263310919 淫靡的精靈深愛著獸人君 一ノ瀬ランド作 其他 1

9786263310926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5 大嘘作 其他 1

9786263310933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的本子. 5 大嘘作 其他 1

9786263310940 愉快地和來訪的辣妹盡情愛愛!? ぷぅ崎ぷぅ奈作 其他 1

9786263310957 愉快地和來訪的辣妹盡情愛愛!? ぷぅ崎ぷぅ奈作 其他 1

9786263310964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淫靡願望. 5, 嘗嘗穿著情色服裝的純情婊姊妹丼吧武田あらのぶ作 其他 1

9786263310971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淫靡願望. 5, 嘗嘗穿著情色服裝的純情婊姊妹丼吧武田あらのぶ作 其他 1

9786263310988 滿是處女的房間: 宅宅的我與班上辣妹們交歡的故事ビフィダス作 其他 1

9786263310995 滿是處女的房間: 宅宅的我與班上辣妹們交歡的故事ビフィダス作 其他 1

9786263311008 和愛撒嬌的凱路醬穿著泳裝色色 ひなた悠作 其他 1

9786263311015 和愛撒嬌的凱路醬穿著泳裝色色 ひなた悠作 其他 1

9786263311022 從前很快樂. 2 なかに作 其他 1

9786263311039 從前很快樂. 2 なかに作 其他 1

9786263311046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宮. 3, 裸體捉迷藏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3311053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宮. 3, 裸體捉迷藏篇赤月みゅうと作 其他 1

9786263311060 今泉家似乎變成辣妹的聚會所了. 4 のり伍郎作 其他 1

9786263311077 今泉家似乎變成辣妹的聚會所了. 4 のり伍郎作 其他 1

9786263311084 我的異世界後宮. 總集篇. 1 鳳まひろ作 其他 1

9786263311091 我的異世界後宮. 總集篇. 1 鳳まひろ作 其他 1

9786263311107 隔壁自甘墮落的大姊姊們毫無防備!?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9786263311114 隔壁自甘墮落的大姊姊們毫無防備!? 綾枷ちよこ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1502 內家拳氣軸論. 續集 涂行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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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9

送存冊數共計：179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0784 心與術的奧義: 貓之妙術,天狗藝術論,二則日本古寓言,闡述習藝與克敵致勝心法佚齋樗山著; 陳岳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2039 請用正念疼惜自己 波諦帕卡撒(Bodhipaksa)著; 吳緯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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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0292 情境話畫教學魔法書 張素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7240 為什麼要拋棄我?: 日本「嬰兒信箱」十年記 NHK採訪團隊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7257 我處祂方: 一名巴黎同志的愛與信仰之路= Par d'autres chemins朴雨歌(Hugues Pouyé)作; 林季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7264 歡迎光臨161號: 從萬華開始,那些夢想城鄉的故事徐敏雄, 謝宜潔, 陳亮君, 古明韻, 陳秋欣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87288 翻閱城事: 你不知道的中城小歷史 高禎臨, 蔡奇璋, 李晏佐, 鍾宛儒, 羅凱瀚, 張加欣, 林韋錠, 王若楠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6596 聽古典音樂需要勇氣? 蔡崇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0802 一天五分鐘搞定日語單字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826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2-N1套書組 雅典日研所企編 二版 其他 全套 1

9786269500840 日檢N2-N1套書組合 雅典日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6269500857 馬上說,生活英文迷你短句 雅典英研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0864 日檢N5-N3文法+單字精選模擬試題套書組 雅典日研所企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6269500888 就是這一本,超實用的旅遊英語 雅典英研所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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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陽光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雅書堂文化



978986302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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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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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麗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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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喚醒內在22堂咖啡&精油的感官智能醒覺訓練陳美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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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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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7409 教堂空間之社會分析: 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堂為例蘇南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416 執子之手 彭海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1930 雲林縣書法學會十週年會員專輯 劉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3213 山海的傳技: 器物之美: 第九屆台灣原住民海報雙年展得獎作品專刊= Ancestral inheritance: the beauty of crafts: 2021 Taiwan Biennial of Indigenous Poster Design蔡進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93220 我們都是原舞者: 原舞者30週年特展專刊= We ha hay: FISDT 30th anniversary楊政賢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71306 中國智造 共青團中央網路影視中心, 中國青年網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313 相信自然 李青松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5456 新社員 Ai欸埃漫畫; 簡莉穎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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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6269532506 仍未知曉的景色 M2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2520 或然與必然 TEI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910 後戲劇劇場= Postdramatisches theater 漢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作; 李亦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927 摩洛哥流謫 四方田犬彥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136 生態浩劫四部曲. 二, 樹靈塔 林美冬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雅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雲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黑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黑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黑眼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8902 螺絲愈來愈鬆: 從政客、名流和小人物,記錄當代美國走向內在瓦解與重建的心靈史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著; 王姿云, 張苓蕾, 黃妤萱, 謝濟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8957 阿富汗文件: 從911反恐開戰到全面撤軍,美國史上最長戰爭的真相解密= The Afghanistan paper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克雷格.惠特洛克(Craig Michael Whitlock)著; 張苓蕾, 黃妤萱, 鄭依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8964 教父寶典(五十週年紀念評註版): 全劇本、各場圖文評註、訪談及鮮為人知的事件= The annotated Godfather: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with the complete screenplay, commentary on every scene, interviews, and little-known珍妮.瓊絲(Jenny M. Jones)著; 李泳泉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8704 給你正面能量. NO.2 楊勝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8711 正能量小宇宙. No.3 楊勝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68728 勇敢跨步前進. No.1 楊勝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5219 美好時光: 想念的季節 胡文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05558 百鬼夜行. 4, 火焚鬼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732 百鬼夜行. 卷五, 座敷童子 笭菁作 其他 1

9789578605763 百鬼夜行. 6, 玉山小飛俠 笭菁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1486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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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0641493 希求一切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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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6269519637 金光明经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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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6269519644 金光明经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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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19668 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手抄稿. 二000年版 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第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9519675 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手抄稿. 二000年版 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第二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7456 山茶花文具店 小川糸(Ogawa Ito)著; 王蘊潔譯 其他 1

9789861337487 是我未經允許就喜歡了你 3am.talk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37531 六四 橫山秀夫作; 葉廷昭譯 其他 1

9789861337548 深夜保健室 鄭家純, 深夜保健室節目製作團隊與專家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37616 「獺祭」的挑戰: 從深山揚名世界的日本酒傳奇弘兼憲史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37647 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 涵寶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38002 萬事皆美好: 讓無數希臘人感受幸福的禮物書 史戴凡諾斯.詹內奇斯(Stefanos Xenakis)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019 微胖生存學: 別讓體重決定妳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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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38088 高度狂熱 橫山秀夫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101 ROLAND.羅蘭 ROLAND監修; 井上紀良漫畫;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338132 先行者: 名醫劉偉民逆流而上的人生 劉偉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8149 塗鴉吧!用視覺模板翻轉人生: 7種框架x4個步驟,考試學習、職場表達、時間管理全搞定邱奕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0585 即使看不見,我們還是牽著手穩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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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6969 走出去看看世界= Dlouhá cesta 彼得.霍拉賽克(Petr Horáček)文.圖; 范媛媛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傻笑鱷魚文創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勤貿實業

黑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嗨森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圓音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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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1101 直到最後一頁= Jusqu'à la dernière dernière page 蘿拉.費拉喬里(Laura Ferracioli)文; 愛麗絲.科皮尼(Alice Coppini)圖; 張家綺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9101 I like. book 1 by Yi-Hsuan F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3405 不冒煙的煙囪? 黃盈瑄, 龜山樂善國小110學年度畢業生圖.文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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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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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17145 讓愛升溫: SARS瘟疫/用愛密織防疫網 洪綺伶, 曾美姬, 丁碧輝, 吳珍香, 林瑩欣, 柯玲蘭, 高愛芬, 曾修宜, 曾秀旭, 蕭惠玲編著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7176 行願して半世紀: 證厳法師と慈済 潘煊著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718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二一年. 冬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5752 達摩祖師: 漢傳禪宗初祖 李明書編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087 共好: 圖書館的創價實務 王蘭君, 石美玲, 陳惠玲, 張玉瓊, 翁銘聰, 廖椿淵, 謝易達撰文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094 帶她回家= The rainbow takes her home 王蘭君文字; 童妍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2606 教學實務技術報告書: 跨領域整合教學與實作教學對師生成長之教學實務報告胡凱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7605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0697612 艾克雷西亞Ecclesiastes首部曲 野扶桑圖.文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29864 腎友川柳 黃柏軒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7129 南方郵航= Courrier sud 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7150 我是馬拉拉= I am Malala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克莉絲汀娜.拉姆作; 翁雅如, 朱浩一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9537167 茶花女(慕夏典藏夜光版) 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著; 鄧海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2270 尋貓記= An urban cat story 王永成漫畫 平裝 1

9789869702287 臺中第二市場 王永成漫畫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奧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微光生活設計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人如己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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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社享生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5765 看見自己.看清世界. 六, 七十個鼓舞孩子的生命錦囊蘇蔡彩秋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789 口罩森林隊 石晏如文; 胡琪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796 安雅的禮物 石晏如文; 崔麗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802 古道夢: 浸水營越嶺路西段植群 陳玉峯, 楊國禎, 潘富哲, 董藹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819 口罩森林隊 石晏如文; 胡琪琪圖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85826 安雅的禮物 石晏如文; 崔麗君圖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08034 貞穎媽嬰幼兒手指食物 吳貞穎著 2版 平裝 1

9786267008089 貞穎媽嬰幼兒手指食物: 104道低糖.低油.低敏,副食品點心提案吳貞穎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08096 0-24個月素食寶寶副食品營養全書 楊忠偉, 陳開湧, 楊惠貞, 林志哲合著 3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725550 陶詩彙評 溫謙山纂訂 平裝 1

9789571725574 鹿皮子集; 青村遺稿; 揭文安公文粹; 榮祭酒遺文(元)陳樵撰, (元)金涓撰, (元)揭傒斯撰, (元)榮肇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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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9789571725604 散原精舍詩 陳三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5611 曾鞏文 朱鳳起選註 平裝 1

9789571725628 朝鮮風景 張赫宙著; 范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635 游絲集 味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642 畫禪室隨筆 董思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659 皖優譜 天柱外史氏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680 程雪樓評傳 袁冀著 平裝 1

9789571725697 童話與兒童研究 松村武雄著; 鍾子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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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9789571726076 評足校本龔定盦全集 龔自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083 詞選 胡雲翼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090 逸梅小品 鄭逸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137 雲樓語歐 陳祚龍著 平裝 1

9789571726168 絜齋集 (宋)袁燮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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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9789571726205 意林 (唐)馬總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274 壺史 蔡瀛壺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1726281 華陽集 (宋)王珪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6298 華陽集 (宋)王珪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6304 景文集; 附佚存叢書殘本景文宋公集三十二卷 (宋)宋祁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6311 景文集; 附佚存叢書殘本景文宋公集三十二卷 (宋)宋祁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6328 新校本古謠諺 (清)杜文瀾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26588 滑稽文集 硯雲居士編纂 平裝 1

9789571726595 粵東筆記 (清)李調元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601 經典釋文考證 (清)盧文弨綴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618 經典釋文考證 (清)盧文弨綴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625 詩用辭選附詩句 蔡添錦編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26632 詩式 朱寶瑩編 平裝 1

9789571726649 詩律武庫; 計然萬物錄附補遺 (宋)呂祖謙撰 初版 平裝 2

9789571726656 詩律武庫; 計然萬物錄附補遺 (宋)呂祖謙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663 詩倫; 玉臺新詠考異 (清)汪薇輯, (清)紀容舒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670 詩倫; 玉臺新詠考異 (清)汪薇輯, (清)紀容舒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687 詩書古訓 (清)阮元錄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694 詩書古訓 (清)阮元錄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700 詩經情詩今譯 陳漱琴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文豐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智



9789571726717 詩範 蔣梅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724 揅經室外集 (清)阮元等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731 揅經室外集 (清)阮元等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748 漢賦之史的研究 陶秋英著 平裝 1

9789571726755 疑耀; 槎上老舌; 餘菴雜錄; 呂錫侯筆記; 遯翁隨筆; 魯齋述得(明)張萱撰, (明)陳衎撰, (明)陳恂著, (明)呂兆禧撰, (清)祁駿佳著, (清)丁傳纂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762 疑耀; 槎上老舌; 餘菴雜錄; 呂錫侯筆記; 遯翁隨筆; 魯齋述得(明)張萱撰, (明)陳衎撰, (明)陳恂著, (明)呂兆禧撰, (清)祁駿佳著, (清)丁傳纂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779 精校正續楹聯叢話(後附巧對錄) 梁章鉅輯 平裝 1

9789571726786 蒙齋集附拾遺 (宋)袁甫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793 蒙齋集附拾遺 (宋)袁甫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809 說文部首述義 徐紹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816 賓退錄; 考古質疑 (宋)趙與時著, (宋)葉大慶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823 賓退錄; 考古質疑 (宋)趙與時著, (宋)葉大慶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830 閨秀詩話 苕溪生著 平裝 1

9789571726847 齊白石父子軼事.書畫 馬璧編著 平裝 1

9789571726854 滹南遺老集附詩集 (金)王若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861 滹南遺老集附詩集 (金)王若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878 儀禮石經校勘記; 古今偽書考; 經籍舉要 (清)阮元撰, (清)姚際恆著, (清)龍啓瑞編, 袁昶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885 儀禮石經校勘記; 古今偽書考; 經籍舉要 (清)阮元撰, (清)姚際恆著, (清)龍啓瑞編, 袁昶增訂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892 增訂詩法入門 譚友夏鑑定; 游子六纂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908 增像綠野仙蹤全傳 李百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915 增廣智囊補 馮夢龍編增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922 履齋示兒編附校補; 日損齋筆記 (宋)孫奕撰, (元)黃溍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6939 履齋示兒編附校補; 日損齋筆記 (宋)孫奕撰, (元)黃溍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6946 演繁露正續; 考古編; 宜齋野乘; 五總志 (宋)程大昌撰, (宋)程大昌撰, (宋)吳枋著, (宋)吳坰述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6953 演繁露正續; 考古編; 宜齋野乘; 五總志 (宋)程大昌撰, (宋)程大昌撰, (宋)吳枋著, (宋)吳坰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6960 歲時廣記; 謝華啟秀 (宋)陳元靚編, (明)楊慎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6977 歲時廣記; 謝華啟秀 (宋)陳元靚編, (明)楊慎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6984 詞話叢編 唐圭璋編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592 新編中藥大辭典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608 楊氏家藏方 (宋)楊倓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622 實用中醫學 秦伯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30615 實用中醫學 秦伯未著 再版 精裝 1

9789571730639 精校醫學入門 李梃編著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646 增廣沈氏玄空學; 擇錄先賢地理要訣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653 增廣沈氏玄空學; 擇錄先賢地理要訣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660 遁甲演義; 奇門法竅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0677 遁甲演義; 奇門法竅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0684 標準藥性大字典 潘杏初著 台一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1730691 痲科活人全書; 痘疹金鏡錄 謝玉瓊著, 翁仲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707 潛齋醫書五種 王世雄編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769 溫病條辨 吳瑭著; 汪瑟菴參訂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776 醫方集解等十二種合訂本 汪訒庵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0783 溫疫論補證 吳又可論; 鄭重光補註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790 衛生學講義 吳錫璜撰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806 新輯中西痘科全書 張琰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0813 葉氏錄驗方 (宋)葉大廉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820 劉江東家藏善本葬書; 葬經翼; 山水忠肝集摘要吳澂刪定, 鄭謐註釋, 繆希雍著, 蕭克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0837 醫方大成論; 方氏編類家藏集要方存; 新刻全補醫方便懦(元)孫允賢等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0844 嬰童百問; 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宋)董汲等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186 金丹詩訣; 金丹四百字解; 金丹四百字合解 呂巖, 夏元鼎編, 張伯端著, 陳子石合解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193 易緯是類謀; 易緯乾鑿度; 易緯乾坤鑿度; 易緯乾元序制記; 易緯坤靈圖鄭玄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209 赤鳳髓 周履靖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216 坐義通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223 南華真經注疏 郭象註; 成玄英疏 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230 南華真經注疏 郭象註; 成玄英疏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247 尚書中侯鄭注; 古微書 孔廣林輯, 孫瑴編 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254 尚書中侯鄭注; 古微書 孔廣林輯, 孫瑴編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261 老子翼 焦竑撰 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1278 老子翼 焦竑撰 台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1285 易緯通卦驗; 易緯稽覽圖; 易緯辨終備 鄭玄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292 易緯通卦驗; 易緯稽覽圖; 易緯辨終備 鄭玄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308 東宮備覽; 吾師錄; 宦遊日記; 南嶽遇師本末; 胎息經疏略; 銅符鐵券陳模撰, 黃淳耀纂, 徐榜著, 夏元鼎編, 王文祿撰, 諶母元君撰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315 東宮備覽; 吾師錄; 宦遊日記; 南嶽遇師本末; 胎息經疏略; 銅符鐵券陳模撰, 黃淳耀纂, 徐榜著, 夏元鼎編, 王文祿撰, 諶母元君撰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322 周易尚占 李清菴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339 周易尚占 李清菴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841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潛虛; 潛虛發微論; 潛虛述義; 潛虛解陳希夷受并消息, 司馬光撰, 張敦實論述, 司馬光撰, 蘇天木述, 焦袁熹纂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858 逍遙子導引訣; 保生要錄; 修齡要指; 唐宋衛生歌; 青華秘文逍遙子著, 蒲處厚撰, 冷謙著, 周履靖編, 青華真人著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865 脈望 趙台鼎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872 參同契正文; 周易參同契考異; 參同契疏略; 古文參同契集解魏伯陽撰, 朱熹撰, 王文祿撰, 魏伯陽著; 蔣一彪輯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889 女科秘訣大全 陳蓮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731896 中西合纂外科大全 顧鳴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1902 小兒藥證直訣 閻季忠編; 錢乙方論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919 相雨書; 天文占驗錄; 占驗錄; 土牛經; 雲氣占候篇; 通占大象曆星經黃子發撰, 周履靖校梓, 周履靖輯, 周履靖校梓, 韜廬子撰, 撰人不詳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926 相雨書; 天文占驗錄; 占驗錄; 土牛經; 雲氣占候篇; 通占大象曆星經黃子發撰, 周履靖校梓, 周履靖輯, 周履靖校梓, 韜廬子撰, 撰人不詳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933 道德指歸論; 蟾仙解老 嚴遵撰, 白玉蟾註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940 道德指歸論; 蟾仙解老 嚴遵撰, 白玉蟾註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957 通玄真經 徐靈府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964 通玄真經 徐靈府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971 相法十六篇; 月波洞中記; 人倫大統賦 許負著, 張行簡撰; 薛延年注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1988 相法十六篇; 月波洞中記; 人倫大統賦 許負著, 張行簡撰; 薛延年注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1995 廣成子解; 廣成子疏略; 玄機通;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蘇軾解, 王文祿撰, 仇俊卿撰, 殷敬順撰; 陳景元補遺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008 廣成子解; 廣成子疏略; 玄機通;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蘇軾解, 王文祿撰, 仇俊卿撰, 殷敬順撰; 陳景元補遺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114 稽瑞 劉賡輯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121 稽瑞 劉賡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138 道德真經注 吳澄述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145 道德真經注 吳澄述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152 靈棋經; 景祐六壬神定經; 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腳東方朔撰; 顏幼明, 何承天注; 陳師凱, 劉基解, 楊維德撰集, 撰人不詳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169 靈棋經; 景祐六壬神定經; 大六壬苗公射覆鬼撮腳東方朔撰; 顏幼明, 何承天注; 陳師凱, 劉基解, 楊維德撰集, 撰人不詳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176 靈寶真靈位業圖; 常清靜經釋略 陶弘景纂, 林兆恩釋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183 靈寶真靈位業圖; 常清靜經釋略 陶弘景纂, 林兆恩釋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237 中西外科大全 胡安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2244 中西外科大全 胡安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2350 丹溪先生治法心要 (元)朱震亨撰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367 新刊仁齋直指附遺方論 (宋)楊士瀛撰; (明)朱崇正附遺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374 丹溪心法附餘 (明)方廣編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398 頂批上陽子原註參同契 上陽子批註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2404 中醫名著法古錄 魯永斌纂輯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411 讀醫隨筆分類醫學菁華 周學海纂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428 悟真篇口義 張紫陽祖淨原文; 鑪峰陳子后註解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435 道德寶章 紫清真人白玉蟾註作; 趙孟頫兼修 初版 其他 1

9789571732459 佛書解說大辭典 小野玄妙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71 儀禮注疏 (漢)鄭元注, (唐)賈公彥疏, 邱德修分段標點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2688 禮記注疏 (漢)鄭元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田博元分段標點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695 禮記注疏 (漢)鄭元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田博元分段標點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2701 春秋左傳正義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等正義, 沈秋雄分段標點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794 詩歌嵌字 王廣健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787 詩歌嵌字 王廣健著 台一版 精裝 1

9789571732817 中國傳統科儀本彙編 王秋桂主編 臺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2800 漢語聲韻學與佛教之關係 祁漢森編著 平裝 1

9789571732824 耐火材料學 潘德華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1732831 陶瓷學 程道腴, 潘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2848 大眾傳播之回顧與前瞻 劉修橋著 平裝 1

9789571732855 詩文拾遺 吳耀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2862 一隻看不見的手 李德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32879 太易利生堂詩聯 易蘇民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2947 敦煌叢刊二集 林聰明主編 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2954 敦煌學散策新集 陳祚龍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571733012 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 黃永武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3029 敦煌掇瑣 劉復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3036 敦煌學導論叢刊 林聰明主編 台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33111 敦煌劫餘錄 陳垣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3128 敦煌石室遺書百廿種 羅振玉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3043 敦煌雜抄; 敦煌隨筆; 巴黎敦煌殘卷敘錄; 石室秘寶常鈞, 王重民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3050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蔣禮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3067 蘇俄所劫敦煌卷子目錄 孟西和夫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3074 大正新修大藏經. 正編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3081 大正新修大藏經. 續編 大藏經刋行會編輯 修訂版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33098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黃永武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33104 敦煌遺書; 敦煌秘籍留真; 敦煌秘籍留真新編 羽田亨, 神田喜一郎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02780 道藏子目引得 翁獨健編 台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5926 台灣容顏 古早時光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5933 台灣原民 山海之鄉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5940 台灣物產生態大觀1860-1960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55957 台灣城鄉建築大觀1860-1960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028 你所不知道的淡水史 張建隆, 蘇文魁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9035 八角塔下: 淡江中學校史 蘇文魁, 王朝義作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8374 沒自信的豬: 教學手冊(7-12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81 紅鶴爸爸: 教學手冊(13-18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8398 愛娃的好朋友: 教學手冊(19-24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7509 河馬醫生: 教學手冊(19-24個月) 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565 從倉庫到大學: 百年古蹟裡的朗朗讀書聲: 淡水社區大學20周年紀念特刊王美月, 王美佳, 何以文, 呂慧娟, 李清榕, 周正義, 林柏昌, 張建隆, 張寶釧, 徐智城, 曹文傑, 許慧明, 陳江河, 陳卿允, 翟寶瑜, 劉彥潁, 潘國明, 蔡惟茗, 賴秀碧, 戴君珉, 謝德錫, 蘇文魁, 龔靜儀撰文; 林盛彬詩文; 楊貴榮插畫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165 翰墨薪傳: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110年會員展作品集徐秀娥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1904 走讀金山面 吳慶杰, 黃舒妍撰文; 劉妍蓁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4507 繼往開來三十載: 新竹中學1975-2004 張福春作 平裝 1

9786269564514 承先啟後創新猷: 新竹中學2004-2022 張花興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2

送存冊數共計：169

新世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淡江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中學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竹市金山面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淡水社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1011 畫我上林.話鄉情 曾宏煇, 葉劉良玉, 余舒蓉文字; 劉秀雲繪圖 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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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8044 大數據考點直擊: 刑事訴訟法(申論題)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8068 老師解題: 刑法 陳介中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8082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 李允呈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8099 程樂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 程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8105 老師開講刑法總則 撲馬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8112 老師開講: 刑法分則Q 撲馬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8129 老師開講: 刑法 陳介中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8143 刑法(概要) 陳介中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8150 80/20法則 刑法分/爭一次解決<<總則篇>> 柳震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8167 老師開講: 立法程序與技術 名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8181 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名揚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8198 國考三、四等: 5000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8204 刑事訴訟法 伊谷, 李星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8211 警察法規考前劃重點口袋書 程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8228 老師解題; 商事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保險法)蕭雄, 雋婕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8235 廖毅老師開講: 民法總則: 訣 廖毅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8242 80/20法則: 刑法試在.必刑. 分則篇 柳震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8259 法學緒論: 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8273 80/20法則: 公司法 雄霸天下 蕭雄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8303 80/20法則刑事訴訟法: 淚的果實 伊谷, 李星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818310 老師解題: 刑法概要(申論題) 陳介中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8327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8334 老師解題: 刑法總則(申論題) 陳介中編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532 余英時九二冥誕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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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7299 商用數學之創新教學技術報告 紀登元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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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50358 阿Q正傳 魯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50365 邊城 沈從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372 巴黎的鱗爪 徐志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389 魯迅小說全集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0396 魯迅散文合集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竹縣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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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保成



9786269548408 背影 朱自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8415 科學人生觀 胡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8439 新人生觀 羅家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177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16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平裝 1

9789869553117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17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704311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18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平裝 1

9789869704366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19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吳百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2804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20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2811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21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06373 潮庄傳奇演藝: 潮洲音樂創作達人生旅 陳錦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6398 圖解GAFA科技4大巨頭: 2小時弄懂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的獲利模式= 4大メガテックの儲けのしくみが2時間でわかる! GAFA見るだけノート田中道昭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5926 連股市小白都懂的股票投資: 選對股穩穩賺,實證有效、多空都獲利的實戰策略與心法= Stock investing for dummies保羅.姆拉傑諾維奇(Paul Mladjenovic)著; 陳正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8065 致命陷阱= Fatal trap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096 影響力(經典版) 戴爾.卡耐基(Dale Carneg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02 白話菜根譚 洪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26 死神之眼= The eye of Osiris 理查.奧斯汀.傅里曼(Richard Austin Freem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33 金剛經大智慧 明奘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40 態度決定高度 林蒼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68157 論語智慧人生 趙雪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64 旋轉樓梯= The circular staircase 瑪莉.羅伯茲.萊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71 班森謀殺案= The Benson murder case 范.達因(S. S. Van Di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88 藝術謀殺= Art maze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195 成為有錢人 麥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201 致富思考 麥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218 克服憂慮實現夢想 戴爾.卡耐基(Dale Garneg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8225 猶太人的金錢與人生 林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40395 西廂記版畫藝術: 從蘇州版畫插圖到「西洋鏡」畫片徐文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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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此生 邵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715 <<逸經>>文史集粹 簡又文等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739 馬敘倫自述: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敘倫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746 高拜石說詩: 光宣詩壇點將錄斠註 高拜石原著; 蔡登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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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0814 吳景超日記: 劫後災黎 吳景超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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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40838 陳定山文存 陳定山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845 陳定山談藝錄 陳定山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869 欣欣此生: 北大歷史學者邵循正的求學、品格與生活邵瑜著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鳴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樂園



9789865540890 吳景超的社會觀察 吳景超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906 俄蒙回憶錄 毛以亨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913 陳定山文存 陳定山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920 陳定山談藝錄 陳定山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937 From foot soldier to college professor a memoir: a memoir馬忠良James C. Ma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944 我的師友梁啟超 吳其昌, 毛以亨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540951 史旦尼斯拉夫斯基畫傳 鄭君里著; 李行工作室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968 西廂記版畫藝術: 從蘇州版畫插圖到「西洋鏡」畫片徐文琴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975 吳景超日記: 劫後災黎 吳景超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982 吳景超的社會觀察 吳景超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540999 聶紺弩先生年譜初編 張在軍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32413 這題會考!: 英文 邦尼.考高芬(Bunny Coolguyfan), 蘇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32475 民事訴訟法. 上 許士宦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532529 這題會考!國文 洪晏,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532802 華語教學英語 柳玉芬, Lucas Allen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392 立委職涯類型的成因與效應: 以第七、八與九屆立法院為例邱師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0750 租賃物之瑕疵及其法律效果 王千維著 一版 精裝 2

9789865261276 風的一切 奧莉加.法捷耶娃(Ольга Фадеев а)圖.文; 孫銘澤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1337 憲法案例研習講義 張陳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1344 一角鯨= Monodon monoceros 蔡政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375 講這麼多,證據咧?: 跟著律師合法蒐證、有效舉證張倍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382 如何法律,怎樣經濟 簡資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399 國際公法導論 姜皇池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261405 動物演化圖鑑: 古生代的生命故事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261412 動物演化圖鑑: 中生代與新生代的生命故事 智慧鳥著.繪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261429 政治學題型破解 阿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1436 中國法學學術範式評論 壽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443 勞動訴訟實務 陳金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1450 山的世界 迪特.布朗(Dieter Braun)圖文; 郭芳君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1467 野生動物世界: 南半球 迪特.布朗(Dieter Braun)圖.文; 溫小瑩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261474 一本搞定國考英文 水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481 保全程序制度之過去與未來: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十二卷姜世明, 吳從周, 劉明生, 洪令家, 曹志勛, 林玠鋒, 林慶郎, 徐應松, 姚其聖作; 姜世明主編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498 企業永續與公司治理: 公私部門的合作治理 蔡昌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504 地方自治法 林明鏘, 柯格鐘, 范文清, 胡博硯, 紀和均, 許澤天, 陳淑芳, 陳清秀, 陳愛娥, 張志偉, 程明修, 詹鎮榮, 蔡志方作; 陳清秀, 蔡志方主編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1511 行政法案例研習講義 張陳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528 新住民華語讀寫全攻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姊妹會南部辦公室, 鍾鎮城合編 平裝 全套 1

9789865261535 修法最前線 憲法訴訟法 韋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542 選我正解!國際私法選擇題 林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261559 上榜模板刑法分則 周易, 黃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261566 經濟刑法的在地實踐 王效文, 蔡聖偉, 陳俊偉, 林琬珊, 黃曉亮, 薛智仁, 許恒達, 黃士軒, 古承宗, 劉傳璟, 吳俊毅, 蘇凱平作; 吳俊毅, 薛智仁主編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573 警察法規論 蔡震榮, 陳斐鈴, 黃清德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61580 論自治規章 許春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597 全球視野下之比較行政法: 行政法總論之組織與程序法面向程明修, 李東穎, 宮文祥, 黃銘輝, 高仁川, 張惠東, 胡博硯, 呂理翔, 陳靜慧, 范文清作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610 上榜模板法院組織法 康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261665 一本搞定國考國文選擇題 洪晏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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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5

新點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暖暖書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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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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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4624 動畫師羽山淳一的人體動態速寫 羽山淳一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451 羽山淳一的人體動態速寫. 戰鬥角色篇 羽山淳一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6734 羽山淳一的動畫角色速寫密技 羽山淳一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137 戰車模型舊化塗裝技術指南 平井真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144 推拿師的解剖生理&伸展教科書 上原健志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151 給創作者的影片分鏡教科書 藍河兼一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199 監獄重訓 喬許.布萊恩, 亞當.班席亞著; 王啟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212 監獄重訓 喬許.布萊恩, 亞當.班席亞著; 王啟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243 東方美人繪 古風水彩人物畫入門 噠噠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250 人氣畫家的動物素描密技 內藤貞夫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267 職業繪師的立體人物上色密技 Rino Park作; 許郁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281 格局的力量 詹姆斯.艾倫作; 于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298 推拿師的解剖生理&伸展教科書 上原健志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311 請問覺醒 宇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328 請問覺醒 宇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77335 漫畫入門臨摹素材 這本就夠了 噠噠貓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342 韓國名師的姿勢繪畫指導課 Rino Park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359 獸耳少女角色繪圖講座 jaco, 佐倉おりこ, しゅがお, ほし, 巻羊, リムコロ作; 陳聖怡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7366 格局的力量 詹姆斯.艾倫著; 于華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2399 塔羅解牌研究所 LUA作; Shion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627 塔羅解牌研究所. 2 LUA作; Shion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57 骨關節解剖全書. 上肢篇 柯龐齊作; 黃崇舜, 徐其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64 骨關節解剖全書. 下肢篇 柯龐齊作; 胡碧嬋, 江幸鎂, 方奕瑋, 魏美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2771 骨關節解剖全書: 脊柱、骨盆與頭部 柯龐齊作; 鄭鴻衛, 郭涵博, 沙部.魯比, 黃馨弘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198 人體運動解剖全書 安德魯.貝爾作; 林晏生, 黃馨弘翻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703204 30秒解痛魔法: 告別腰痛.肩痠.膝蓋痛 迫田和也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211 第一次養兔兔就上手! 岡野祐士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235 塔羅解牌研究所 LUA作; Shion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703242 搶救睡眠大作戰 友野尚作; 劉姍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259 搶救睡眠大作戰 友野尚作; 劉姍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273 30秒肌肉復位術 僵硬、疼痛瞬間消解 黃烟輝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280 水耕栽培多肉植物 米原政一作; 林芷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297 第一次養龍貓就上手: 讓龍貓過得健康長壽的50個重點!田向健一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303 克服倦怠&低潮的86個心靈紓壓祕方 西多昌規監修; 洪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310 人際關係心理學: 現學現用! 解決與人相處時的各種問題浮谷秀一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327 商業用語事典 マイストリート作; 胡毓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334 圖解會計思維 商業戰略、分析必備武器 小嶋辰緒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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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楓林館工作室



9789863703341 Unit Girls擬人化單位事典 星田直彥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358 塔羅解牌研究所. 3, 四週實戰課 LUA作; Shion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365 給新手的圖像簡報會議技巧 久保田麻美作; 劉姍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372 當代經濟學關鍵字 藪下史郎監修;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389 給新手的圖像簡報會議技巧 久保田麻美作; 劉姍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396 當代經濟學關鍵字 藪下史郎監修;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402 圖解汽車原理與構造: 快速入門 周曉飛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19 零失敗!自宅麵包烘焙教室 吉永麻衣子作; 林芷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26 踮踮腳根!10秒消除足底痛 富澤敏夫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33 氣質女神の養成密技: 56個備受疼愛的小心機 高田將代作; 李依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40 蒸氣龐克袖珍屋教本 足立大樹等作; 甘為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57 女性普拉模的塗裝教科書 HOBBY JAPAN編集部作; 劉姍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64 看漫畫養寵物鳥 摸透鳥兒的真心話 磯崎哲也, Moneko作; 胡毓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71 解讀新聞中的經濟數字: 認知作戰是真是假? 提問、拆解、歸納,揭穿新聞沒有說的真相!角川總一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88 統計學關鍵字典: 大數據時代,如何為你的履歷加分? 113個統計學的基本公式、定理與法則石井俊全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495 生活科學大哉問 左卷健男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3501 30秒肌肉復位術 僵硬、疼痛瞬間消解 黃烟輝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18 Unit Girls擬人化單位事典 星田直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25 人際關係心理學 浮谷秀一監修; 劉姍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32 克服倦怠和低潮的86個心靈紓壓祕方 西多昌規作; 洪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49 塔羅解牌研究所. 3, 四週實戰課 LUA作; Shi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56 圖解會計思維: 商業戰略、分析必備武器 小嶋辰緒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63 商業用語事典 MYST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70 30秒肌肉復位術 僵硬、疼痛瞬間消解 黃烟輝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87 Unit Girls擬人化單位事典 星田直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594 人際關係心理學 浮谷秀一監修; 劉姍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600 克服倦怠和低潮的86個心靈紓壓祕方 西多昌規作; 洪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617 商業用語事典 MYST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624 塔羅解牌研究所. 3, 四週實戰課 LUA作; Shi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3631 圖解會計思維: 商業戰略、分析必備武器 小嶋辰緒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01941 故事裡的心理學. 上, 潛意識與永恆少年 鐘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1958 故事裡的心理學. 下, 陰影與個體化 鐘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259 故事裡的心理學 鐘穎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572587 女神裝置模型精選集 HOBBY JAPAN編集部作; FORTRESS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594 解夢辭典: 夢境象徵全書 麥可.蘭諾克斯作; 黃春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679 倒著讀日本史: 以「為什麼」串連現代到古代 河合敦作; 陳薪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686 禪宗一年 52週的修行筆記: 為期一年的正念靜思書寫邦妮.米奧泰.崔斯作; 黃春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72693 生命靈數新手指南: 從生日數字發現天賦才華X充分利用機遇X解讀人際關係喬伊.伍德沃德作; 張笑晨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9007 送信的克蘭西先生 楊晨文; 詹嘉柔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8733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手抄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59044 五合經手抄本(套書): 普門品、彌陀經、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 平裝 全套 1

9789577859075 陽宅風水指南. 2022= Guide to Yang House Feng Shui胡肇台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6920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手抄本)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5693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手抄本)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煙燻鮭魚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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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1612 說再見之前 翼翎作 平裝 1

9789860671629 繁花悅神墜. 上, 招魂 翼翎作 平裝 1

9789860671636 繁花悅神墜. 中, 鎮靈 翼翎作 平裝 1

9789860671643 繁花悅神墜. 下, 神墜 翼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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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0324 進階外語. 土耳其語篇 杜爾孫, 曾蘭雅, 李珮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355 用西班牙語說臺灣文化: 太平洋的瑰寶福爾摩沙藍文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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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0478 AIとHIを兼ね備えた日本文学研究と日本語教育: クリエイティブな村上春樹研究を目指して曾秋桂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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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60492 俄羅斯與臺灣: 地緣文化中關於遙遠土地的想像與真實瓦列格夫, 弗拉索夫, 莉托斯卡, 捷米多夫, 傅樂吉, 鄢定嘉, 賴盈銓, 薩承科合著; 亞榴申娜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539 ジャンル表現としてのメディア言說の探究 落合由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560 活用韓語語法 羅際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60577 用英語說臺灣文化 崔正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584 信不信由你 一週學好現代希伯來語字母(QR Code版)許史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607 用日語說臺灣文化: 探索寶島= 日本語で台湾を語る: 宝島再発見葉秉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614 新我的第一堂韓語課(QR Code版) 游娟鐶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621 圖解4堂課搞定韓語發音(QR Code版) 崔峼熲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560645 課本沒教的台灣華語句型50 蔡佩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4160 二十一世紀靈界正神指示: 活靈活現特輯. 二 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784177 心靈白開水 向立綱, 慧可見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4622 哈囉,生活: 捲起千堆雪 草川(張浩然)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4684 歷史風華與文藝新象: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王俊秀等著; 林佳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721 作文教學風向球 張春榮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4783 英詩經典中譯及解讀70首 古添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13 在地全球化的新視域: 屏東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第七屆林秀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875 马华作家文学语言研究 陈家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4943 黃敬<>校釋,附:<> 黃景寅原著; 賴貴三校釋; 簡逸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278 戰後臺灣文學理論史 古遠清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785285 臺灣查禁文藝書刊史 古遠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292 臺灣文學焦點話題 古遠清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785308 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 古遠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315 臺灣文學學科入門 古遠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377 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猶太社團的調查和研究(1605-1945)張騰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384 滌煩子: 羅文玲.茶文化筆記 羅文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407 尚文齋纂言續編: 曹尚斌的漢學天地與人生風景曹尚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414 <<羣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黃聖松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421 清質澄輝: 林文月學術與藝術研究 黃如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438 欲辨生涯態,其如宇宙寬: 以陽明心學為理解視域再探石濤繪畫思想林惠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445 微型臺灣文學史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瑞風文創



9789864785469 臺灣文學期刊史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5476 「備包有無,本在於有」的氣論 王俊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490 竹園詩文集 林瑞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4785513 朱雀點亮屏東偏鄉教育: USR實踐之旅 陳新豐, 楊智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520 孔道追尋的變與不變: 以朱次琦、簡朝亮和伍憲子為討論中心= The unending quest for the Confucian way: with reference to Zhu Ciqi, Jian Chaoliang and Wu Xianzi劉志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575 <<浮生六記>>後二記: <中山記歷>、<養生記趙>考異蔡根祥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5582 微型臺灣文學史 古遠清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785599 <<宋史文苑傳>>中所顯現之忠義情懷: 以經歷靖康之難安邦定國者為觀察主體林宜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5988 漢語動貌的歷史語法研究 張泰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6053 無拘吾述: 真理大學在地文創特色課程詩歌創作集錢鴻鈞總策畫; 劉沛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6060 我所走過的生命路: 鄭明析先生傳= 命の道を行く鄭明析氏の歩んだ道秋本彩乃著; 林蓉萱, 葉柏廷, 張馨文譯; 蔡至哲校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6077 以體驗學習反思觀點重塑中文系實務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汪淑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6084 旅形: 馬偕與淡水古蹟導覽手冊 劉沛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6091 現代語境中的國語文教育 劉怡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6107 世界一家人 仁聖老和尚口述; 世界「卍」安安佛堂觀音寺諸弟子紀錄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6121 臺灣百年文學期刊史 古遠清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990 鳩摩羅什: 七佛譯經師 賴志銘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6932 智者大師: 東土釋迦 賴志銘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716963 憨山德清: 佛祖之標榜 徐瑾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18 六祖惠能: 禪源曹溪 李明書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25 蕅益智旭: 地藏之孤臣 釋空行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32 元曉大師: 海東菩薩 郭磊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49 空海大師: 即身成佛 釋宏濤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02963 紫柏真可: 鐵膽禪僧 釋智嚴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8365 中峰明本: 江南古佛 釋滿律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68389 雲棲祩宏: 蓮池大師 釋空行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6818 神秀禪師: 北宗禪之祖 李明書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6856 最澄大師: 日本天台宗初祖 大久保良峻編撰; 胡建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896870 慧遠大師: 漢傳淨土宗初祖 釋大參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7755 鑑真大和上: 天平之甍 釋照量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57779 僧肇大師: 解空第一 徐瑾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93814 道元禪師: 日本曹洞宗初祖 胡建明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34150 行基菩薩: 東瀛文殊 金偉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102 義相大師: 海東華嚴初祖 郭磊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225 義淨大師: 比肩玄奘 釋振溥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225 義淨大師: 比肩玄奘 釋振溥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256 東方的一道光: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西合療之路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部主述; 吳立萍採訪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7263 達摩祖師: 漢傳禪宗初祖 李明書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263 達摩祖師: 漢傳禪宗初祖 李明書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270 義淨大師: 比肩玄奘 釋振溥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287 義淨大師: 比肩玄奘 釋振溥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317 達摩祖師: 漢傳禪宗初祖 李明書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324 達摩祖師: 漢傳禪宗初祖 李明書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331 我會到: 王慈倫的志工人生 王慈倫主述; 陳美羿, 高玉美, 王鳳娥, 陳怡伶, 郭寶瑛, 林秀蘭撰文初版 平裝 1

9786267037348 出神入話: 接地氣映人心的台灣民間信仰 鄭接黃撰文; 安培淂(Alberto Buzzola)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6267037379 我會到: 王慈倫的志工人生 王慈倫主述; 陳美羿, 高玉美, 王鳳娥, 陳怡伶, 郭寶瑛, 林秀蘭撰文初版 其他 1

9786267037386 我會到: 王慈倫的志工人生 王慈倫主述; 陳美羿, 高玉美, 王鳳娥, 陳怡伶, 郭寶瑛, 林秀蘭撰文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7941 金融證券年鑑. 2022 經濟日報編輯中心策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87965 公司治理的十堂必修課: 一次看懂董事會如何為公司把關、興利及創造價值陳清祥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1

經濟日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83675 領導者的光與影: 學習自我覺察、誠實面對心魔,你能成為更好的領導者洛麗.達絲卡(Lolly Daskal)著; 戴至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013 教出會獨立思考的小孩: 教你的孩子學會表達「事實」與「邏輯」的能力苅野進, 野村龍一著; 侯美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868020 右腦思考: 善用直覺、觀察、感受,超越邏輯的高效工作法內田和成著; 周紫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044 從一到無限大: 科學中的事實與臆測 喬治.加莫夫(George Gamow)著; 暴永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868051 父母老了,我也老了: 悉心看顧、適度喘息,關懷爸媽的全方位照護指南米利安.阿蘭森(Miriam K. Aronson), 瑪賽拉.巴克.維納(Marcella Bakur Weiner)著; 吳書榆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0611601 如何活用行為經濟學: 解讀人性,運用推力,引導人們做出更好的行為,設計出更有效的政策大竹文雄著;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618 刪到只剩二十字: 用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打動對方,寫文案和說話都用得到的高概念溝通術利普舒茲信元夏代(Natsuyo Nobumoto Lipschutz)著; 許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625 華頓商學院教你看懂財報,做出正確決策 理查.蘭柏特(Richard Lambert)著; 吳書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0611656 如何「無所事事」: 一種對注意力經濟的抵抗 珍妮.奧德爾(Jenny Odell)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2711 清晰簡明的英文寫作指南: 從正確用詞到刪除贅字,藍燈書屋文稿總監幫助你提升寫作力= Dreyer's English: an utterly correct guide to clarity and style班傑明.卓瑞爾(Benjamin Dreyer)著;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2735 完全圖解物聯網: 實戰.案例.獲利模式 從技術到商機、從感測器到系統建構的數位轉型指南八子知礼編著; 杉山恒司, 竹之下航洋, 松蒲真弓, 土本寬子合著; 翁碧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57906 愛上經濟: 一個談經濟學的愛情故事(暢銷紀念版)羅素.羅伯茲(Russell Roberts)著; 李靈芝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0657982 解決問題: 克服困境、突破關卡的思考法和工作術= 問題解決: あらゆる課題を突破する ビジネスパーソン必須の仕事術高田貴久, 岩澤智之合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719 Metadata後設資料: 精準搜尋、一找就中,數據就是資產!活用「描述資料的資料」,加強資訊的連結和透通傑福瑞.彭蒙藍茲(Jeffrey Pomerantz)著; 戴至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757 選擇的自由(40週年紀念版)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羅絲.傅利曼(Rose Friedman)著; 羅耀宗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9507764 提問的設計: 運用引導學,找出對的課題,開啟有意義的對話= 問いのデザイン: 創造的対話のファシリテーション安齋勇樹, 塩瀨隆之著; 李欣怡, 周芷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7788 銷售洗腦: 「謝了!我只是看看」當顧客這麼說,你要怎麼辦?輕鬆帶著顧客順利成交的業務魔法哈利.佛里曼(Harry J. Friedman)作; 施軼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975 潘醫師針灸臨床40年回顧 潘隆森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83795 幼兒行為觀察與記錄 廖信達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5936 幼兒園課程發展與設計 周宣辰, 傅清雪, 蔡其蓁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5950 彩妝設計 盧芃秝(麗容), 盧兆琦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5974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0625981 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5998 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蔡春香, 謝惠娟, 許雅綺, 陳國蕙, 許尹溱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6100 女子美髮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陳樺亭, 簡月珍, 林珈榕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6117 中餐烹調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6124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6131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酥油皮、糕漿皮類)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26148 最新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技檢叢書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0681116 多媒材創作實務總複習 陳雅筑, 陳容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123 美容保健概論 蔡伊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130 家政概論總複習 楊國慧, 蘇芳儀, 程琦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147 飲料實務總複習 徐婉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81154 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林孟頻, 石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81161 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林孟頻, 石璦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81178 托育人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群英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00850 聖經和合本(皮面索引-藍)(中英對照)=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初版 精裝 1

9789869900881 聖經小學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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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3036 一位基督: 聖奧古斯丁的神化神學 大衛.文森特.麥考尼(David Vincent Meconi)著; 王亞伯, 周復初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群生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落塵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913 五甲註記 王明蘅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0905 太魯閣族傳統衣飾介紹與製作 杜們.彼得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60905 太魯閣族傳統衣飾介紹與製作 杜們.彼得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701 這世界充滿小怪獸 侯怡瑄(Yi Syuan)作.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9718 這世界充滿小怪獸 侯怡瑄(Yi Sy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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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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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37609 我五行缺你 西子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37616 我五行缺你 西子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37623 我五行缺你 西子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37630 我五行缺你 西子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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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11733 學問怪獸: 唐詩裡的交友之道 夏千越編; Boypoopoo(林威辰)繪圖 第一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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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056283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7056290 建築法講堂 謝仰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6306 營建法令輯要. 110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6313 建築結構系統 陳啓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6320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謝仰泰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7056337 營建專案管理實務=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e吳繼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6344 乙級裝潢木工技術士術科解題攻略 洪國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6351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一本專為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書王英欽著 七版 精裝 1

9789577056368 21世紀醫院規劃設計. 入門篇 江支川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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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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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與奇幻冒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董又董影藝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葛都桑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路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詹氏



9786269560707 親 育兒日記 BLUE藍聖傑著作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60714 親 我是父心漢 BLUE藍聖傑著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803 那些關於文學大師的事 進士素丸文;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3266 最愛與你相約 寬街出版集團著; 詹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457 聖經之美. 3: 聖經新約書信文體的選讀賞析= Selective rea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epistles周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631 說話 張蓬潔文.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4003785 教會復興史= The revival history of the church 楊東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808 未來形塑力= Future shaper 尼亞姆.歐基夫(Niamh O' Keeffe)著; 姜群, 林毓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822 奧莉薇心情變變變 荷西.法蘭哥休(José Fragoso)文.圖; 張淑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846 感恩之門= The Thanksgiving door 黛比.艾威爾(Debby Atwell)作.繪; 劉清彥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003860 你是我的孩子 陸可鐸(Max Lucado)著; 馬第尼斯(Sergio Martinez)繪圖; 郭恩惠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4003877 簡明聖經: 創世記、出埃及記1-20章、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雅歌、以賽亞書、約拿書、新約全書(新藝術版)凸桑中文聖經事工譯 四版 精裝 1

9789864003884 抓準神的話: 閱讀、詮釋和應用聖經的實用指南J.史考特.D(J. Scott Duvall), J.丹尼爾.海斯(J. Daniel Hays)著; 世界e家翻譯小組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003891 標竿人生(紀念版) 華理克(Rick Warren)著; 楊高俐理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003907 上帝的100個偉大創造 路易.紀里歐(Louie Giglio), 塔瑪.伏特納(Tama Fortner)文; 尼可拉.安德森(Nicola Anderson)圖; 詹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914 妳的價值不在別人的眼光裡= Own your everyday蕎丹.里.多莉(Jordan Lee Dooley)著; 林雨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921 玉米麗子小姐的變身沙龍 植垣步子文.圖; 黃正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3945 聖經與西洋文學: 創意的講道資源手冊. 續編= The Bible & western literature: continual handbook of creative preaching resources楊東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3976 簡明聖經: 創世記、出埃及記1～20章、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雅歌、以賽亞書、約拿書‧新約全書凸桑中文聖經事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85441 信心之旅 李佳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1306 跟著螢火蟲去旅行 吳敬軒文; 林蕙君圖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54242 風吹蒿萊: 駐村筆記 范劍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4259 漢字裡的中國故事 方燕紅, 曾劍平, 舒清, 萬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28889 慢木雕: 自己動手玩創意雕刻 沈潔, 執木工坊作 平裝 1

9786267098004 就愛玩科學實驗,體驗式學習超有趣. 1, 力、運動、電與磁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8011 就愛玩科學實驗,體驗式學習超有趣. 2, 植物與動物馮國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8028 經典速讀: 精選佛經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8035 經典速讀: 精選孫子兵法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8042 經典速讀: 精選莊子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8059 經典速讀: 精選詩經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8066 經典速讀: 精選道德經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98073 經典速讀: 精選論語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2801 詩意: 關於新詩的三十種注腳 廖偉棠作.朗讀 其他 1

9786269552818 電影,我只略知一二 賈樟柯作.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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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達達藝術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雷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遍路文化傳媒



9789869167628 The sunderland. volume two, solitude by Jon Renzella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58789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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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0720891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平心編 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0759037 會計學(含概要) 王龍應編 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0759099 桃園捷運四合一全科速成攻略 鼎文名師群主編 3版 其他 1

9789860759341 兒童少年福利概要講義 陳正國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9396 機械工程製圖大意 王勝利編 二版 其他 1

9789860759495 歷代詩史長編人名索引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501 南宋文範附南宋文錄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518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佚名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525 禮記訓纂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532 論語古注集箋等二種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549 足本爾雅郭注義疏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556 尚書集注述疏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563 命學大辭淵 梁湘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570 明書 (清)傅維鱗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587 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594 隋書 (唐)魏徵等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600 史記 (漢)司馬遷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617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624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楊家駱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59815 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 楊家駱主編 十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822 新校本宋書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839 新校本南史附索引 楊家駱主編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59846 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 楊家駱主編 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793079 中國高等植物圖誌 甘偉松等校訂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0793086 中國高等植物圖誌 甘偉松等校訂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0793574 公民 廖震編 三十一版 其他 1

9786267042502 保險學(含概要) 平心編 五版 其他 1

9786267042731 110年高雄市清潔隊員甄試環保常識題庫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42823 電子學(含概要) 徐梁棟編 十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2847 警專英文 郭靖編 十八版 其他 1

9786267042854 警專國文(作文與測驗) 李杰編 十八版 其他 1

9786267042861 警專數學 吳啟昆編 十八版 其他 1

9786267042885 警專地理 林新編著 十七版 其他 1

9786267042939 法學緒論 胡劭安編 十九版 其他 1

9786267042946 政治學(含概要) 太閣編 十四版 其他 1

9786267042953 金融證照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通關速成 陳金知編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42960 中華民國憲法 廖震編 十六版 其他 1

9786267042977 保險法規概要 胡劭安編 六版 其他 1

9786267042984 民用航空法 胡劭安編 五版 其他 1

9786267121016 漁會業務實務 夏江編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030 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 胡劭安編 八版 其他 1

9786267121047 國文(作文及公文)寫作速成完全攻略 李杰編 七版 其他 1

9786267121078 漁會招考新進、升等(財務(含信用)三合一短期速成完全攻略)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21085 漁會會務實務 齊方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092 英文 王文充編 十五版 其他 1

9786267121184 公共政策 太閣編 六版 其他 1

9786267121191 企業管理(含概要) 畢斯尼斯編 十一版 其他 1

9786267121207 企業管理大意 畢斯尼斯編 十一版 其他 1

9786267121214 行政學(含概要) 太閣編 十版 其他 1

9786267121221 國文(作文、論文) 李杰編 十一版 其他 1

978626712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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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245 鐵路公民 廖震編著 十四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文



9786267121252 鐵路英文 郭靖編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6267121269 鐵路國文 李杰編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6267121320 國文(論文)題庫 李杰編著 二十版 其他 1

9786267121337 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合一 李杰, 郭靖, 廖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344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場站調車) 胡劭安, 梁實端編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368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運輸營業) 梁實端, 畢斯尼斯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382 公文與法學緒論 林美美, 胡劭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399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事務管理) 胡劭安, 全道豐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474 2000+公職英文單字口袋書 林雅應編 三版 其他 1

9786267121481 公職小六法 廖震, 胡劭安編 十版 其他 1

9786267121498 新北市環保局儲備約僱聘用人員招考環保概論、環保稽查概論題庫大全鼎文名師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7121504 資料庫管理 胡博文編 八版 其他 1

9786267121511 臺北市環保局儲備清潔隊員甄試(環保常識題庫)鼎文編輯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7121580 行政學概要 太閣編著 十一版 其他 1

9786267121597 經濟學概要 平心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6267121603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 全道豐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6267121627 土地行政與土地法規 胡劭安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6267121641 土地登記概要 陸雨農編 六版 其他 1

9786267121658 行政法概要 胡劭安編 八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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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0351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68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75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382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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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0511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28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35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42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73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80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597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03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10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27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34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41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58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65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72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89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696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02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19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26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57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64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2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71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88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4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795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2

鼎甲文教



9786263190801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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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0870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87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894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00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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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0979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0986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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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1013 翰版i學習. 數學.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20 翰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099 康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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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1174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10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27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72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89 南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396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402 康版良師自然講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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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1457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464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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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1532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49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56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563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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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1679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6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686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6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16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23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30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47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54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61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78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85 南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792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08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15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22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39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46 翰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853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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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1860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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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1938 康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945 康版i學習. 自然.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952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969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976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983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1990 翰版i學習. 自然.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03 翰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10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27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34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41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58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65 翰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72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89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096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102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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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2157 南版i學習. 自然.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164 南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171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5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188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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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2218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25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32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49 翰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56 翰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63 翰版i學習. 公民.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70 翰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287 翰版i學習.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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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2317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24 翰版i練數學類題熟練本.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31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48 翰版i練國文隨堂主題測驗.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55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62 康版講義式評量. 國語.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79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86 康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393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409 翰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416 翰版i學習. 數學.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423 翰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430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再版 平裝 1

9786263192447 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2 再版 平裝 1

9786263192461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478 翰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454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08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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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92539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46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53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60 南版講義式評量. 社會.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77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教師用).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84 南版講義式評量. 生活. 1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591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用).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07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14 康版i學習. 數學.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21 康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38 南版i學習. 數學.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45 南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52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69 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76 翰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83 翰版i學習. 公民.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690 翰版i學習. 歷史(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06 翰版i學習. 歷史.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13 翰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20 翰版i學習. 國文.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37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44 翰版良師國文講義.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51 康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75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2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82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2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799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05 南版講義式評量. 數學.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12 康版i學習數學.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29 康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36 南版i學習. 自然.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43 南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50 翰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67 翰版i學習. 地理.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74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6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881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6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11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28 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35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42 翰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59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66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73 南版i學習. 數學.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80 南版i學習. 數學(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2997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00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17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24 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31 康版i學習. 自然(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48 康版i學習. 自然.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55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62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79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86 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093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09 翰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16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23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30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6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47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6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54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61 翰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78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教師用).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85 南版講義式評量. 自然科學. 3下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192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08 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15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22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39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46 康版國文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53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60 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77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84 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291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07 翰版i練英語文法宅急便.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14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21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38 翰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45 翰版i學習. 英語.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52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69 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76 康版i學習. 公民(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83 康版i學習. 公民.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390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 2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06 康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2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13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20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37 康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44 康版i學習. 國文.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51 康版i學習. 地理(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68 康版i學習. 地理.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75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82 翰版良師英語講義.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499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05 康版英語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12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29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36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43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50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 2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67 南版良師數學講義(教師用). 2 陳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598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04 康版良師國文講義.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11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28 康版公民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35 康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42 康版i學習. 英語.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59 康版i學習. 英語(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66 康版i學習. 英語.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73 康版i學習. 國文(教師用).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80 康版i學習. 國文. 6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697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703 康版良師英語講義.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710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93727 康版歷史科課堂作業. 2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1009 給初心者的登山小誌 kawas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967 嘉義市美術協會成果專輯. 2021第十七屆 王德合, 張語彤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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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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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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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1401 關聖帝君玉皇玄靈高上帝始紀: 天應儒宗道統傳承陳雪麗(玄貞)編著撰述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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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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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0347 義大利麵的美味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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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不來時,你可以按一下暫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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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由香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111 專業調酒瘋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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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腦喜歡的方式1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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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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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9

送存冊數共計：281

嘉瓦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境好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縣協志高級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嘉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書藝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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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94143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精華集. 109學年度= Shih Chien fashion design. 2021施海彤, 羅以詮, 徐心柔, 林品縈, 張嘉蘄, 林姿妤, 陳泱蓉, 吳昀儒, 江宜璇, 賴宇姝, 吳旻, 唐子齊, 李彥婕, 張晏綾, 蔡昱萱, 黃茗鄉, 楊雯茹, 林育慧, 黃玟瑜, 林殷頡, 馬君維, 吳婧, 李依融, 王浩軒, 何芳綝, 林育安, 許瑞珊, 孫郁涵, 林孟萱, 何汶欣, 林玉梅, 白函玉, 史亞璇, 劉得祺, 謝恩琪, 吳威志, 鄧詠云, 林佳盈, 吳如涵, 劉心德, 林沛臻, 許寶方, 吳子瑀編輯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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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8027 由詮釋的角度探討德國作曲家-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及舒曼的小提琴作品=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retation to explore the violin works by German composers-Mozart, Beethoven, Schubert, and Schumann張嘉仁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216 彰化縣卦山畫會卦山雲湧畫集. 2022 陳美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7907 懷念耶舊庄名: 火燒庄 和美好修社區, 王綉惠作 精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8706 里山清水岩: 祖孫遊社頭 清水岩生態文化創意產業協會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5803 彰化大佛一甲子特刊 陳振吉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03215 來去外中: 糯米&豌豆的故鄉 林恒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4905 彰化影展攝影年鑑. 2021= Photos annual of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Changhua許桂益總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實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卦山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縣好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化復文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外中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彰化縣清水岩生態文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縣福慧行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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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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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7346 生鏽市集= Pasar karat NOvia Shin作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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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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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教名師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2728 經濟學: 考前衝刺之歷屆試題精選 補教名師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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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與名廚教你簡單做排毒、紓壓料理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1273 色鉛筆自學BOOK: 繪畫也有SOP,帶你運用科學方法畫出寫實作品謝瑞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6744 機器學習的統計基礎: 深度學習背後的核心技術黃志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75 Excel職場聖經 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799 跟著Docker隊長,修練22天就精通 Elton Stoneman作; 李龍威, 葉欣睿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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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829 資料科學的統計實務 江崎貴裕作; 温政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836 創意百分百!Photoshop超人氣編修與創意合成技法楠田諭史作; 李明純, 黃珮清, 吳嘉芳譯 第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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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26898 Pandas資料清理.重塑.過濾.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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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ential TypeScript: from beginner to proAdam Freeman著; 許文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6935 只要Excel六步驟,你也能做商業分析、解讀數據,學會用統計說故事: 競爭分析、定價策略、營運管理、效益評估三好大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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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9838 一道牆 強卡羅.馬可利(Giancarlo Macri), 卡羅莉娜.札諾提(Carolina Zanotti)文; 毛洛.薩科(Mauro Sacco), 艾麗莎.瓦拉聖諾(Elisa Vallarino)圖; 倪安宇譯其他 1

9789865409845 我的! 瑪琳.里沃爾(Marine Rival)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基文史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暢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旗林文化



9789865409852 小小的善意 法蘭西絲卡.皮隆(Francesca Pirrone)文.圖; 柯乃瑜中譯;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英譯其他 1

9789865409869 我的角落 趙烏文.圖; 朴正煥中譯; 宋國鎮英譯 其他 1

9789865409876 帶著書的女士 凱西.史汀森(Kathy Stinson)文; 瑪麗.拉方斯(Marie Lafrance)圖; 柯乃瑜譯其他 1

9789865409883 小房子找家人 皮蕾特.羅德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英譯 其他 1

9789865409890 媽媽,爸爸,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提利.勒南文; 史蒂芬妮.馬沙爾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英譯 其他 1

9789865409906 妮雅的漫漫長路: 一次一小步 琳達.蘇.帕克(Linda Sue Park)文; 布萊恩.平克尼(Brian Pinkney)圖; 蕭寶森譯其他 1

9789865409913 獵人的故事 亞德利安.雅布薩(Adrienne Yabouza)文; 安東尼.吉羅貝(Antoine Guilloppé)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9865409920 故事船 京.麥可利(Kyo Maclear)文; 拉辛.荷里耶(Rashin Kheiriyeh)圖; 柯乃瑜譯其他 1

9789865409937 建築師尤金 提波.哈薩(Thibaut Rassat)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9865409944 此時此地 朱莉雅.狄諾思(Julia Denos)文; E.B.古岱爾(E.B. Goodal)圖; 蕭寶森譯其他 1

9789865409951 紙箱 依莎貝拉.帕伊亞(Isabella Paglia)文; 保羅.普羅耶提(Paolo Proietti)圖; 倪安宇中譯; 史嘉琳英譯其他 1

9789865409968 安靜! 賽林.克萊兒(Céline Claire)文;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9865409975 海克多超級大力士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9865409982 我的樹枝 米雷.梅西爾(Mireille Messier)文; 皮耶.普拉特(Pierre Pratt)圖; 蕭寶森譯其他 1

9789865409999 如果給我一枚錢幣...... 克勞蒂雅.史菲利(Claudia Sfilli)文; 范倫迪娜.莫雷雅(Valentina Morea)圖; 楊馥如中譯; Quicksilver Translate英譯其他 1

9786267030004 莫內特的鬍子 卡洛琳.封登-里奇耶(Caroline Fontaine-Riquier)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6267030011 奇怪的鳥寶寶 尚-皮耶.拉文諾(Jean-Pierre Raveneau)文; 蘿蕾.杜.費(Laure du Faÿ)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6267030028 塞勒斯坦 博格(Pog)文; 巴蒂斯汀.梅桑哲(Baptistine Mesange)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6267030035 帕容卡生了一個蛋 茱莉.帕契琦絲(Julie Paschkis)文.圖; 何萬順譯 其他 1

9786267030042 太多了多出兩隻鳥 辛蒂.德比(Cindy Derby)文.圖; 何萬順譯 其他 1

9786267030059 一起吃麵條湯 普拉芭.拉姆(Praba Ram), 席拉.普魯伊特(Sheela Preuitt)文; 希爾柏.拉那德(Shilpa Ranade)圖; 柯乃瑜譯其他 1

9786267030066 我,阿芳希娜 尤安.內格雷葛羅(Joan Negrescolor)文.圖; 守般若中譯; Quicksilver Translate英翻其他 1

9786267030073 小狗佩迪 理查.瓊斯(Richard Jones)文.圖; 蕭寶森譯 其他 1

9786267030080 葛洛麗亞的粥 伊莉莎白.雷德(Elizabeth Laird)文; 托比.紐森(Toby Newsome)圖; 謝靜雯譯其他 1

9786267030097 納森之歌 莉達.舒伯特(Leda Schubert)文; 瑪雅.伊許-夏龍(Maya Ish-Shalom)圖; 謝雯伃譯其他 1

9786267030103 金色畫框 林德.克隆豪特(Rindert Kromhout)文; 荷兒妲.丹多分(Gerda Dendooven)圖; 郭騰傑中譯;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英譯其他 1

9786267030110 在雨傘下 凱瑟琳.布凱(Catherine Buquet)文; 瑪麗安.阿伯納(Marion Arbona)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6267030127 啟動共好新世界: 找到幸福與美的泉源 曾文志, 李宜玫, 吳相儀, 曹俊彥作 精裝 1

9786267030134 波伊不肯走 凱莉.狄普奇歐(Kelly DiPucchio)文; 薩卡瑞亞.歐荷拉(Zachariah OHora)圖; 蕭寶森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107 論客家採茶戲之劇藝風華與保存傳習 蘇秀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9024 24個Kimi: 張雅涵寫真: 你的女朋友. 2 張雅涵作; 莉奈攝影 其他 1

9786269539031 24個Kimi: 張雅涵寫真: 你的女朋友. 3 張雅涵作; 莉奈攝影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3300 2020此時此刻: 演出製作紀實攝影書 徐志豪, 廖紋瑤, 陳品源攝影; 王博睿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8115 全圖解超速效腳底按摩(新裝版) 漢欣文化編輯部著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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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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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榮興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漾澄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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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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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31147 好試桔. 數學(適翰版). 2(國中一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154 好試桔. 數學(適康版). 2(國中一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1161 好試桔. 數學(適南版). 2(國中一下) 數學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25680 一半白 林依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225697 黑犬 林依芙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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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詩與英雄級The Epic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737 精準寫作: 寫作力就是思考力!精鍊思考的20堂課,專題報告、簡報資料、企劃、文案都能精準表達洪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751 地球其實是昆蟲的: 奇怪、美妙又不可或缺,主宰地球的小傢伙安.史韋卓普.泰格松(Anne Sverdrup-Thygeson)著; 張芷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768 見 金英夏作;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775 圖解行為心理學: 一看就懂的超強識人術!心理學家助你破解肢體語言與口頭禪的祕密,從交友、戀愛到職場都更受歡迎澀谷昌三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782 大錢流 田中靖浩著; 周芷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799 黑色花 金英夏作; 盧鴻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805 哈佛商學院的美學課: 駕馭感官的力量,讓美學成為你的個人優勢和企業策略,創造品牌價值寶琳.布朗(Pauline Brown)著; 謝樹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812 貓咪也瘋狂. 全彩特別篇 小林誠作; 李韻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829 刀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836 圖解自我心理學: 認識自我,活出人生高新度!心理學家助你突破個性盲點,發掘天生優勢,戰勝生活與職涯難題澀谷昌三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843 新月集(中英對照)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著; 余淑慧, 余淑娟, 陳茂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867 味覺獵人: 舌尖上的科學與美食癡迷症指南 芭柏.史塔基(Barb Stuckey)著; 莊靖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3874 我聽見你的聲音 金英夏作; 安松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881 千面英雄: 70年經典新編紀念版,從神話心理學到好萊塢編劇王道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著; 朱侃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3966 中央聖馬丁的12堂必修課: 帶你有系統地深度學習提問與創造、建立自我風格露西.亞歷山大(Lucy Alexander), 堤莫西.米亞拉(Timothy Meara)著; 劉佳澐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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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蔬食營養界先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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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4109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伊迪斯.漢彌敦(Edith Hamilton)著; 余淑慧譯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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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銷好萊塢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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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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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種地球爆笑生活指南: 便便、樹懶與彩虹,還有讓你意想不到的……麥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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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數位時代知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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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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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糖値がみるみる下がる!7秒スクワット宇佐見啓治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4222 北歐神話: 神族.巨人.符文與世界之樹的冰火起源何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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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關鍵知識和實用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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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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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漢藝色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漫遊者文化



9789864894338 24個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故事 約翰.霍根(JOHN D. HOGAN)著; 林金源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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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世界衝突的第一本書,從20組敵對國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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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系天才魏斯.安德森: 憂鬱男孩與細節控的奇想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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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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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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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上流>>到<<綁架門口狗>>,20年與創造奉式風格的每個瞬間= 이동진이 말하는 봉준호의 세계: 「기생충」부터 「플란다스의 개」까지 봉준호의 모든 순간李東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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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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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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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手為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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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5090 追尋寧靜= In pursuit of silence: listening for meaning in a world of no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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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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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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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5373 街頭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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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67622 國中數學科講義. 7下 林佩綉, 駱果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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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59527 將臺灣中式料理推向國際暨在地深耕 陳文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534 建構知識服務場域: 以課程與大學社會責任整合為例黃怡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541 功夫鴨湯煲料理包之技術開發 陳文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6305 Wrinkles: BIOS monthly專訪選集2021 BIOS monthly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碧歐司文化創意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睿煜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69

漪欣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8595 一起來整形!? 曾若怡作; 橘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300 營養午餐不公平? 黃振裕作; 妤喵喵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317 怪怪鄰居妙妙貓 徐瑞蓮作; 就就貓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324 班上的搗蛋鬼 林怡妏作; KOI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331 巨人國裡的矮人族 陶綺彤作; 詩詩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379 猴王爭霸戰 李光福作; Faye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7386 鼠膽英雄 江若陽作; 就就貓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98270 文殊讚雲海 宗喀巴大師造; 釋如法主譯; 釋如密主校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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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8278 地道建立 妙音笑.寶無畏王大師, 克主傑大師, 祥雄巴.法自在稱大師造論; 釋如法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285 地道建立(漢藏對照) 妙音笑.寶無畏王大師, 克主傑大師, 祥雄巴.法自在稱大師造論; 釋如法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13902 Leaders kids conversation book program authors Betty Chiu, Nikle Ni 精裝 第1冊 1

9789860613926 Leaders. kindergarten L1 editors-in-chief Sharon Wei, Connie Tu 精裝 1

9789860613940 Leaders. kindergarten L3 editors-in-chief Sharon Wei, Connie Tu 精裝 1

9789860613964 Leaders. kindergarten L5 editors-in-chief Sharon Wei, Connie Tu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3401 鏡週刊新聞現場. 2021 廖志成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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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7905 暖暖心光: 綺莉思散文集 綺莉思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3790 乘風翱翔的信天翁 妮可拉.戴維斯(Nicola Davies)文; 薩維多.魯賓諾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868 好想睡啊! 加布里埃.克里瑪(Gabriele Clima)文; 安涅絲.芭露吉(Agnese Baruzzi)圖; 李紫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875 好棒的驚喜! 加布里埃.克里瑪(Gabriele Clima)文; 安涅絲.芭露吉(Agnese Baruzzi)圖; 李紫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882 嚇我一大跳! 加布里埃.克里瑪(Gabriele Clima)文; 安涅絲.芭露吉(Agnese Baruzzi)圖; 李紫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905 與眾不同的山羊 菲利普.喬丹諾文.圖;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936 爸爸的開學日 邁克.沃努特卡(Mike Wohnoutka)文.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974 一起去棒球場! 金永鎮文.圖; 張琪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3998 超好玩的!幼兒的100件東西認知大尋寶= One hundred things to spot娜歐米.威金森(Naomi Wikinson)作;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4049 紅豆粥婆婆被老虎吃掉了嗎? 朴潤圭改編; 白希那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綺莉思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精鏡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福祿貝爾教育科技



9789864404056 我是吸管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史考特.馬谷(Scott Magoon)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4063 開口問吧! 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文; 拉菲爾.羅佩茲(Rafael Lopez)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4087 我們是筷子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史考特.馬谷(Scott Magoon)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4094 好想好想吃起司棒! 長谷川義史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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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4548 于斌樞機和他的時代 雷震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5903 天主十誡: 歷久彌新的普世法則 金毓瑋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9535910 信仰透過藝術呈現= Faith through art Pietro Principe義大利編著; Paul F. Russell英文版編輯二版 平裝 1

9786269535927 小泥人: 人生三部曲 賴筱欽著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35934 永為司祭傳鐸音: 晉鐸四十紀念文集 賴効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0974 西方科學家 莊典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70998 鈔能戰士SME. 2, 跳舞的巨人= The dancing giants嚴淑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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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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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95378 大乘百法明門論直解 天親菩薩造論; 蕅益大師直解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153 育仁校刊. 第41期 賴鴒錚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6503 建築學是什麼 關華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校友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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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6

聚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育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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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91138 臺中市華夏書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二0二二 江英茂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8875 山陰微言: 林居城書法作品導覽 林居城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7910 傳統創新 糕餅新時代: 臺中市糕餅公會75週年紀念專刊= New era: special issue for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chung Bakery Association賴維秀執行總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1103 那一年我們走路上學去 游孟潔, 王翊宇, 余梓毅, 陳冠宇, 黃韻亭, 黃喬依, 劉懷允, 吳昆翰, 劉育汝, 張真儒故事撰寫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4401 陳三五娘有聲行動教材 林珀姬導聆.樂曲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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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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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54313 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論文集. 2021第九屆= Proceedings 2021(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66125 城市美學. 2021: 物質工藝與生活記憶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楊杰儒, 張永暉, 廖國棟, 莊凱証, 姚振梨, 陳天順, 廖滿麗, 許言, 張憲堂, 楊聖緯, 潘怡婷, 陳紫婷, 黃明利, 吳連賞作; 鄭任汶主編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1508 文化.歷史.傳承: 一段走過的記憶與實踐 高淑娟主編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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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華夏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城市科大商管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市翁子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市華聲南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嗣雍齋國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文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東縣阿美族學學會



9789869170161 竹溪梵唱六甲子: 竹溪禪寺文物特展圖錄 范勝雄, 曾國棟, 林朝成, 李德河, 薛建蓉, 黃建龍著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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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3404 番仔田記憶物語 青葉唯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4520 學甲古今采風詩萃 莊秋情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4102 灣裡悠遊。好食在 郭麗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9503 「染料」的前世與今生: 染料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臺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6502 創新科研 擁抱全球: 臺灣參與歐盟計畫的軌跡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合作推動計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6519 Embracing the world with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he engagement of Taiwan in the EU programmeseditor Taiwan European Union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1st ed.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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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46489 夫妻財產制之法理探析: 兼論稅務及土地登記實務運作羅裕翔, 趙逸凡著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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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1329 耕讀集: 第十一屆美濃後生文學獎 徐翊瑄等著作; 古錦松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637 有機農業產銷技術研討會專輯 陳文華, 林永鴻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43074 異世界悠閒農家. 6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市隆田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學甲藝文推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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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工商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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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合作推動計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市灣裡黃金商圈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唐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9789865243104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 1天河信彥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11 我的幸福婚約. 1 顎木あくみ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098 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 第二堂課 篠宮作; 西沢5ミリ插畫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35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9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66 乃木坂明日夏的祕密. 3 五十嵐雄策作; 蘇聖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180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7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10 回答我吧！關於學長的100個問題 2 兎谷あおい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27 好感度男子穿搭 9成人都說喜歡的型男時尚 Genji作; 胡君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41 賢者之孫. 11, 一騎當千的新英雄 吉岡剛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65 被虐的諾艾兒Movement. 3, Family of ''VERDE'' カナヲ原作; 諸口正巳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72 終將成為妳: 關於佐伯沙彌香. 3 入間人間作; 何陽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289 間諜教室. 1, 「花園」百合 竹町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302 繪師必備!日本女子國.高中生制服圖鑑 Kumanoi作; Demi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319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EX 深海電腦樂土 SE.RA.PH. 2TYPE-MOON原作; 西出ケ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326 艾梅洛閣下II世事件簿. 8 三田誠原作; K.K.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340 賢勇者艾達飛基.齊萊夫的啟博教覽. 1: 愛徒沙優娜的心癢癢冒險樂園有象利路作; um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35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8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685 NAKED TRAINER：人態好NICE PEOPLE PHOTOGRAPHY男子寫真人態好NICE PEOPLE PHOTOGRAPHY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08 見習神官. LV1 佐々原史緒著; 蔡環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22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媽的女兒. 3松浦原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39 魔法使的印刷廠. 4 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46 戀入膏肓 斜線堂有紀作; 邱憶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53 未來媽媽 原創小說 劉中薇原創故事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60 改變自己並不難!告別懶散找回積極自我 渡部椪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84 Fate: strange Fake. 6 成田良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791 博兒的東瀛紀行. 5 佐々大河著;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07 博兒的東瀛紀行. 6 佐々大河著;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14 博兒的東瀛紀行. 7 佐々大河著;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21 掌握幸福的第二人生. 2 メイジ漫畫; ショーン原作; YUIK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38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佯裝無能的SS級皇子背地支配王位繼承戰. 2タンバ著;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45 毀滅之魔導王與魔像蠻妃 2 北下路来名著; 可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52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5 橘由華著; Linc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69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1 一智和智著;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76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9 駱駝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83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10 駱駝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890 里亞德錄大地. 3 Ceez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3906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2 一智和智著著;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378 Fantasy: 黃欣元Alvin寫真書 黃欣元作; 曾崇倫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385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界的聖戰. 8細音啓作; 蔚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392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Ａ4孤獨的神學家 下等妙人作; 水野早桜插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08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Ａ5教宗洗禮 下等妙人作; 水野早桜插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15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5 支倉凍砂作; 文倉十插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22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6 博士漫畫; 上野原案;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39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7 博士漫畫; 上野原案;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46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8 博士漫畫; 上野原案;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53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9 博漫畫士; 上野原案;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60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2: 即使不再是戀人紙城境介作; たかやKi插畫; 可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77 一房兩廳三人行1-26歲上班族與兩名女高中生開始同居生活福山陽士作; シソ插畫; 陳士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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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楊毓瑩譯 一刷 其他 1

9789865244491 幼女戰記. 18 東條チカ漫畫; カルロ.ゼン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07 我的媽媽是公主. 2 並庭マチコ作; 徐欣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14 春與綠. 1 深海紺作;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21 春與綠. 2 深海紺作;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38 異世界拷問姬. 6 綾里惠史作; 鵜飼沙樹插畫; 梁恩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45 爺爺奶奶與阿菊貓 湊文作; 江宇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52 戰鬥員派遣中!. 6 暁なつめ作; カカオ.ランタン插畫; 林孟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69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9 かかし朝浩漫畫; 馬場翁原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76 請讓我消失吧 葦舟ナツ作; げみ插畫; 林于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83 八男?別鬧了!. 17 Y.A作; 藤ちょこ插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590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5 松山剛作; 珈琲貴族插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06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1 望公太作; 曹如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13 我依然心繫於你. 1 あまさきみりと作; フライ插畫;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20 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你也願意娶回家嗎?. 3浅岡旭作; アルデヒド插畫;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37 嬌羞俏夢魔的得意表情真可愛. 3: 那個,我也要認真起來了喔……?旭蓑雄作; なたーしゃ插畫; 李君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44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13 馬場翁作; 輝竜司插畫;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51 黑或白. 5 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68 煙與蜜. 1 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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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武中英雄漫畫; TYPE: MOON原作;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82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4 月夜涙作; れい亜插畫;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699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4, 綾瀨if. 下 伏見つかさ作; かんざきひろ插畫; 周庭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05 沙漠一點點: 西安到喀什,4590公里的絲路日誌點點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12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21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29 黑鐵魔法師. 1 もくふう漫畫; 迷井豆腐原作;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36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21 鎌池和馬作; はいむらきよたか插畫;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43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10 あやめぐむ漫畫; 愛七ひろ原作; 王志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67 楊宇騰YU 1st寫真集: half 楊宇騰等文字; 藍陳福堂, Lanchen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74 劇場版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序列爭戰. 5 IsII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81 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 6 冰樹一世漫畫; 蘇我捨恥(ヒーロー文庫/主婦の友インフォス)原作; 夏德爾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798 梅蒂亞轉生物語. 2, 世上最無懼的救世主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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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ざっぽん作; Linc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11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2 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28 魔導具師妲莉亞永不妥協: 從今天開始的自由職人生活. 2甘岸久弥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42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2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59 三明治便當: 73種經典口味,輕鬆上桌! 若山曜子作; 陳凱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66 七魔劍支配天下. 4 宇野朴人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73 七魔劍支配天下. 3 宇野朴人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80 熊熊勇闖異世界. 14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897 敬啟者: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 1 高坂曇天作; 夏德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03 馭鮫記. 1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10 馭鮫記. 2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27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11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34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12 いみぎむる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58 新約 魔法禁書目錄. 22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65 魔王經紀人. 第二部. 1 黑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72 魔王經紀人. 第二部. 2 黑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89 思慕雪的熱帶魚. 7 萩埜まこと漫畫; YUN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4996 時代錯誤 Beck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16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4 足立いまる漫畫; しめさば原作; Um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23 色慾禁咒Lust Geass. 4 高橋脩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30 前輩,這不叫戀愛!Brush up 晴川シンタ作; 竹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4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EXTRA讓笨蛋登上舞台吧!. 7, 被龍所愛的笨蛋昼熊作; 林孟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54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8, 問題兒童的追想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61 賭博師從不祈禱. 5 周藤蓮作; 蔚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78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17 愛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85 世界,還是繞著貓打轉 Nobeko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092 只做喜歡的事The snow peak way 山井太作; 王靜怡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5108 快樂至上的經營之道The snow peak way. II 山井太作; 王靜怡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5115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7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22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8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39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9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46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PLUS!. 5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53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PLUS!. 4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60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1 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77 重組世界Rebuild World. 1. 上, 誘惑亡靈 ナフセ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84 仲谷鳰短篇集: 永別了,另一個妳 仲谷鳰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191 朝姊. 1 よしだもろ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207 破滅的倒懸者. 3, 特務搜查CIRO-S死亡線的終點吹井賢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214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2 皇ハマオ漫畫; 月夜涙原作; Um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221 14歲與插畫家. 5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02 今日旅行中: 短今Sammie寫真書 短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19 陰陽眼見子. 4 泉朝樹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26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1 二丸修一原作; 井冬良漫畫; umon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33 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 1 まめちょろ原作; 米田和佐漫畫; 劉佳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40 OVERLORD. 14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57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16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64 佐佐木與宮野. 7 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71 不健全 Beck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788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5 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18 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 1 雫綺一生, IAPOC, 石坂ケンタ, 薄稀, EXCEL, カルトマ, きのさきありま, ku-ba, ぬじま, マッパニナッタ, まふゆ, みしまひろじ, ももせ, 羊箱漫畫; 尊師K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25 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 2 雫綺一生, IAPOC, 石坂ケンタ, 薄稀, EXCEL, カルトマ, きのさきありま, ku-ba, ぬじま, マッパニナッタ, まふゆ, みしまひろじ, ももせ, 羊箱漫畫; 尊師K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32 打工吧!魔王大人. 21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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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幸福滿滿電子書特裝版)ざっぽん作; Linc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56 半獸人英雄物語. 1, 忖度列傳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Kazan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70 西野: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最強少年. 4 ぶんころり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87 完全圖解 ENJOY!精釀啤酒 尋找人生最爽快的一杯Scott Murphy, 岩田Ryoko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894 我才不要和你談戀愛 志々藤からり作; 帽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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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ざっぽん作; Linc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266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佯裝無能的SS級皇子背地支配王位繼承戰タンバ 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46341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6 橘由華作; Linc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358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8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365 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 2 さき原作; 彩月つかさ漫畫;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372 愛上年獸天菜: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 1 小黑豹, 凜玥, 白夜BYA, 千行, Hibiki-響, 天然嫣, 蝶羽攸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389 神童勇者的女僕都是漂亮大姊姊!?. 4 望公太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396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22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02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Ex 馬場翁作; 廖文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19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Each Stories しめさば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26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3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33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1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40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2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57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9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64 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 1 さき原作; 彩月つかさ漫畫;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71 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 1, 夕陽與夜澄掩飾不了?二月公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488 100個無壓力生活提案 迎向後防疫時代新未來勝間和代作; 王華懋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6495 我依然心繫於你. 2 あまさきみりと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01 我的幸福婚約. 二 顎木あくみ作; 許婷婷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6518 享受優雅生活的餓鬼 塵芥居士作; 徐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25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7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32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8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49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9 寿安清作; Demi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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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入栖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63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10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70 黑色胃袋 Beck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87 自由新鎮1.5舞台劇小說: 戀愛之神與祂的背叛者們林孟寰舞台劇原作; D51小說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59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24, Unital ring. III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00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22, 美好結局十香. 下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17 愛上年獸天菜: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 2 鹿卷耳, 重花, 千行, 嵐星人, 天然嫣, 黑色豆腐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24 後來,我終於觸碰到你 ときたほのじ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31 片桐!妳擋住巨乳了!. 1 TAL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48 片桐!妳擋住巨乳了!. 2 TAL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55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EX 深海電腦樂土 SE.RA.PH. 3TYPE-MOON原作; 西出ケ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62 帝都聖杯奇譚Fate/type Redline. 1 経験値, TYPE-MOON原作; 平野稜二漫畫; 夏德爾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79 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正太. 3 びみ太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86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2 浜千鳥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693 老夫老妻重返青春. 2 新挑限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09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 3 太田顕喜原作;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16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3: 佯裝無能的SS級皇子背地支配王位繼承戰ンバ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23 幼女戰記. 19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30 幼女戰記. 20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47 溫柔異世界 一智和智作;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54 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2 川田両悟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61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10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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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秋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85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31. 未來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792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年級篇. 2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15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10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蝉川夏哉原作; 陳靖涵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22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11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蝉川夏哉原作; 陳靖涵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39 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 5 歐莎.葉克斯托姆(Åsa Ekström)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46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6 三部敬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53 Life Balancer: 健身x日常,成為自己的生活平衡大師金鎮宇作; 黃莞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60 我的幸福婚約. 三 顎木あくみ作; 許婷婷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46877 我跌的坑中神確實存在 真田つづる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84 姊姊. 5 飯田ぽち。作;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891 家庭教室 伊東歌詞太郎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907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3: 青梅竹馬還是算了吧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914 西野: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最強少年. 5 ぶんころり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921 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 7 三部敬作; 爬格子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938 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 1 森田俊平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6952 末日時在做什麼?異傳: 黎拉.亞斯普萊. 2 枯野瑛作; Linca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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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7812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4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7850 馭鮫記. 3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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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町漫步作; 陳美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038 不存在的戰區─Ep.9─86, Valkyrie has landed 安里アサト作; 可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49380 貓生好難. 4: 遺憾中的小確幸日常 Q-rais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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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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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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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9540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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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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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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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49670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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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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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相學偵探最後的案件 三津田信三著; 莫秦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0097 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 1 ピロヤ作; 蒼貓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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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10516 家裡蹲的日常: 狗狗小町與貓咪多比 MamekichiMameko作; 徐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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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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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1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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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10646 性愛&迷宮!!. 2 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 佐原玄清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653 性愛&迷宮!!. 1 ミンカンスキー原作; 佐原玄清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660 Tresor: 我的寶物 さちも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677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3 浜千鳥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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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10691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4 逢沢大介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07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11 夕蜜柑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14 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 7 冰樹一世漫畫; 蘇我捨恥(ヒーロー文庫/主婦の友インフォス)原作; 夏德爾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21 異修羅. 2, 殺界微塵暴 珪素作; Shaunten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38 異修羅. 3, 絕息無聲禍 珪素作; Shaunten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45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界的聖戰. 10細音啟作; 蔚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52 衛宮家今天的餐桌風景. 6 TYPE-MOON原作; TAa漫畫; Dem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69 寵壞大人的護理師北野小姐 ぜっきょ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76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族. 6 月夜涙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83 老夫老妻重返青春. 3 新挑限作; Runok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790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3 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06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夠可愛。. 1 氷高悠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13 東京BABYLON(完全版). 1 CLAMP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20 東京BABYLON(完全版). 2 CLAMP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37 東京BABYLON(完全版). 3 CLAMP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44 最後的藍 入間人間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51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14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68 櫻井同學希望我察覺. 1 あきのそら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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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櫻木櫻作; Dem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82 不對稱的連理. 1 みかん氏作; 此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899 不對稱的連理. 2 みかん氏作; 此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05 不對稱的連理. 3 みかん氏作; 此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12 事實有時是謊言. 1 にいち作;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29 事實有時是謊言. 2 にいち作;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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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10943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7 橘由華作; 李靜瑄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50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3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67 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 4 冰川翔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74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10 馬場翁原作; か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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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入栖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0998 [影]AMRITA 野崎まど著; 黛西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211001 我的幸福婚約. 四 顎木あくみ著; 許婷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018 家裡蹲的日常: 狗狗小町與貓咪多比 MamekichiMameko作; 徐屹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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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11032 我被滑雪場錄取了: 畫說日本打工度假日常 依筆作 一版 其他 1

9786263211049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211056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211063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11070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11087 未踏召喚://鮮血印記 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11094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年級篇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1100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枯野瑛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11117 田中: 年齡等於單身資歷的魔法師 ぶんころり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11124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秋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11131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しめさば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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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6263211155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5,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你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162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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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6263211186 記憶縫線YOUR FORMA. 1, 電索官埃緹卡與機械裝置搭檔菊石まれほ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193 義妹生活 三河ごーすと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1209 My Ride,I Love You心動騎遇 Patrick Rangsimant作;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216 Public Persona虛假人設 ami亞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223 適合我們的世界 伊東歌詞太郎著; 王靜怡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1230 你,和你以外的。: 來自ROLAND的贈言 ROLAND著;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1247 精準下刀!讓怪醫黑傑克為你剖析工作煩惱 尾崎健一著; 林冠汾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1254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1126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ject Alicization 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11278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211285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11292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EX 深海電腦樂土 SE.RA.PHTYPE-MOON原作; 西出ケ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11308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 I,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幻靈事件TYPE-MOON原作; 佐々木少年漫畫;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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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6263211322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卓二雄作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339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卓二雄作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1346 敬啟者: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 高坂曇天作; 夏德爾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353 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 ピロヤ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360 即使只有一次,都讓人後悔。 宮原都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377 即使只有一次,都讓人後悔。 宮原都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1384 帝都聖杯奇譚Fate/type Redline 経験値, TYPE-MOON原作; 平野稜二漫畫; 夏德爾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391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小惡魔學妹 鴨志田一原作; 浅草九十九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1407 我一點也不好吃! 山田2丁目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414 專情的放蕩學妹 色のん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142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abec畫集 Wanderers 川原礫原作; abec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438 Selfie Girl がおう作品集 がおう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445 愛使壞的青梅竹馬吻了我! 三浦ひらく作; AC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452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6263211469 最惡契約 劫零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476 素還真電影設定集 品蓮觀真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483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10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490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3 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06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9 枯野瑛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13 田中: 年齡等於單身資歷的魔法師. 6 ぶんころり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20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媽的女兒. 5松浦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37 記憶縫線YOUR FORMA. 1, 電索官埃緹卡與機械裝置搭檔菊石まれほ作; kazan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44 未踏召喚: //鮮血印記. 9 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51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8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68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9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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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秋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82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5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599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7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05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 5 しめさば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12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5,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你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29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年級篇. 3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36 Public Persona虛假人設 ami亞海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43 My Ride, I Love You心動騎遇 Patrick Rangsimant作;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50 你,和你以外的。: 來自ROLAND的贈言 ROLAND著; 陳美瑛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211667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EX 深海電腦樂土 SE.RA.PH. 4TYPE-MOON原作; 西出ケ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74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種特異點. I, 惡性隔絕魔境 新宿 新宿幻靈事件. 2TYPE-MOON原作; 佐々木少年漫畫; Demi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81 Selfie Girl がおう作品集 がおう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698 凹凸魔女的親子日常. 2 ピロヤ作;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04 義妹生活. 1 三河ごーすと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11 愛使壞的青梅竹馬吻了我! 三浦ひらく作; AC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28 我一點也不好吃!. 2 山田2丁目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3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abec畫集 Wanderers 川原礫原作; abec作;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4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ject Alicization. 4 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59 最近的偵探真沒用. 9 五十嵐正邦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66 桃組+戰記. 21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73 適合我們的世界 伊東歌詞太郎著; 王靜怡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211780 專情的放蕩學妹. 1 色のん作; Cato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797 最惡契約 劫零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10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2 卓二雄作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27 這樣高大的學妹你喜歡嗎?. 3 卓二雄作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34 即使只有一次,都讓人後悔。. 2 宮原都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41 即使只有一次,都讓人後悔。. 3 宮原都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58 黑鐵魔法師. 3 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う漫畫; 蒼貓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65 敬啟者: 我與殺手小姐結婚了. 2 高坂曇天作; 夏德爾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72 帝都聖杯奇譚Fate/type Redline. 2 経験値, TYPE-MOON原作; 平野稜二漫畫; 夏德爾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89 思慕雪的熱帶魚. 8 萩埜まこと漫畫;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896 思慕雪的熱帶魚. 9 萩埜まこと漫畫; 夜原優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902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小惡魔學妹. 1 鴨志田一原作; 浅草九十九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1919 我一點也不好吃! 山田2丁目作; 夜原優譯 其他 1

9786263211926 邪惡首領的床笫交戰 山田2丁目作; 夜原優譯 其他 1

9786263211933 天降雷神纏上我. 4 RENA作; 九流譯 其他 1

9786263211940 似曾相識: 洪仕晟寫真書= Robert's 1st photobook洪仕晟作; 深夜名堂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1957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蝉川夏哉原作;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陳靖涵譯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211964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11971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有我知道。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1988 比羅坂日菜子發情超可愛這件事只有我知道。紺矢ユキ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1995 朝姊 よしだもろ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2008 朝姊 よしだもろ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2015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天河信彦原作; 蒼木雅彥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2022 THE KING OF FANTASY八神庵的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天河信彦原作; 蒼木雅彥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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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6263212046 天降雷神纏上我 RENA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12053 本命男神上門告白! 慎本真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2060 本命男神上門告白! 慎本真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12077 魔女前輩日報 餅田まか作; 此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2084 魔女前輩日報 餅田まか作; 此木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1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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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冊 1

9786263212107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212114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12121 食鏽末世錄. 4, 業花帝冠,花束之劍 瘤久保慎司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2138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A. 6, 前村民A 下等妙人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2145 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川田両悟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2152 一房兩廳三人行. 3, 夏季到來。兩人一定會稍微長大福山陽士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2169 男女之間存在純友情嗎?(不,不存在!). Flag 1, 不然到三十歲還單身就跟我在一起吧?七菜なな作; 黛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2176 小玩笑小水獺 Lommy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12220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魔法人聯社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12183 My Imaginary Boyfriend我的幻想男友 Patrick Rangsimant作;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2190 客庄浪漫散策: 日本旅人眼中的客家與臺三線=台湾客家スケッチブック 客家の人と暮らしにふれる旅小池アミイゴ圖/文; 邱香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12206 舞面真面與面具少女 野崎まど著; 黛西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212237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212244 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3 川田両悟作; 一杞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275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9 リムコロ作; Y.S.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282 一房兩廳三人行. 3, 夏季到來。兩人一定會稍微長大福山陽士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374 男女之間存在純友情嗎?(不,不存在!). Flag 1, 不然到三十歲還單身就跟我在一起吧?七菜なな作; 黛西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381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魔法人聯社. 1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398 異世界悠閒農家. 9 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428 My Imaginary Boyfriend我的幻想男友 Patrick Rangsimant作; 烤鴨的鴨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473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19 愛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480 熊熊勇闖異世界. 15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497 食鏽末世錄. 4, 業花帝冠,花束之劍 瘤久保慎司作; 馮鈺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503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A. 6, 前村民A 下等妙人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510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11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蝉川夏哉原作; 陳靖涵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954 不加班真的可以嗎?: 小職員異世界佛心企業初體驗結城鹿介原作; 髭乃慎士漫畫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961 終將成為妳 仲谷鳰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978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985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雪淬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2992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藤小豆漫畫; 橘由華原作; Linca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13807 似曾相識: 洪仕晟寫真書 洪仕晟作; 深夜名堂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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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55334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六輯 林伯修總編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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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15708 野鳥完全圖鑑: 詳盡比對辨識,盡覽鳥類之美 永井真人著; 徐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16026 絕美海中浮游生物圖鑑: 254種浮游生物的真實姿態全收錄若林香織, 田中祐志著; 阿部秀樹攝影; 劉宸瑀, 高詹燦譯初版 其他 1

9786263046610 生存遊戲 坂崎Freddie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7136 花貓蛋糕實驗室創意造型餅乾盒 林勉妏, 黃靖婷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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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7983 花之芥 桐式トキコ作; 周芝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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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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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425

送存冊數共計：451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早療協會



9786263048478 日本甜點名師的奶油研究室: 滑順濃郁x完美融合x吸睛妝點坂田阿希子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8522 吉卜力工作室的各式各樣的生活 德間書店童書編輯部編; 鍾嘉惠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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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161 老師的提包 川上弘美原作; 谷口治郎漫畫; 章澤儀譯 2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9178 老師的提包 川上弘美原作; 谷口治郎漫畫; 章澤儀譯 2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9185 K-登山者 遠崎史郎原作; 谷口治郎漫畫; 章澤儀譯 2版 平裝 1

9786263049192 搜索者 谷口治郎漫畫; Blade譯 2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9208 搜索者 谷口治郎漫畫; Blade譯 2版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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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345 餓狼傳 夢枕獏原作; 谷口治郎作畫; 以斯帖譯 2版 平裝 1

9786263049376 BLANCA 谷口治郎作; 章澤儀譯 2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049383 BLANCA 谷口治郎作; 章澤儀譯 2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9390 風之抄 谷口治郎漫畫; 林武三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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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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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451 職人精選,經典歐式餅乾!: 31款送禮自用、團購接單必學手作曲奇食譜!下園昌江作; 徐瑜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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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574 重建之手: 熱血整型外科醫師的診療手札 朱育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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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598 精靈大陸與刻印的魔女 Sakizo作;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604 首麻里傳奇 手塚治虫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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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710 臺中.跟著故事走 台灣東販編輯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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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819 快樂人生不找碴: 23項「不要做的事」清單,學會捨棄就能活得更幸福!本田晃一著;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826 兒童職能治療師教你玩出無限潛力!: 給0-6歲孩子的分齡學習遊戲書吳姿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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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49840 氣炸烤箱也能做甜點!嚴選話題甜點40款,一次學會蛋糕、麵包、餅乾、常溫點心OREOの甜食町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857 北部輕旅行 東販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864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3049871 手遊開發: 從架構到行銷的49堂課 永田峰弘, 大嶋剛直, 福島光輝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888 圖解有趣的生活統計學: 零概念也能樂在其中!真正實用的統計學知識佐佐木彈監修; 劉宸瑀,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895 不可解的我的一切 粉山カタ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049901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NOUE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049918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3049925 想藉由你的手改變 ほむらじいこ作; 謝民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932 關於那個男人.惡魔 秋葉東子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049949 Love Sky戀愛天空 Mame著; 蘇偉慈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290747 Love Sky戀愛天空 Mame著; 蘇偉慈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049956 喜歡你,對不起。 オカモト優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90587 完全實用版 成人漫畫沒告訴你的性愛真相 Post Media編輯部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594 貓與我。: 走進女高中生與貓貓的萌日常 森倉圓等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600 天才作曲家跟你想的不一樣: 透過12位大師的逗趣人生,按下認識古典樂的快速鍵!やまみちゆか圖.文;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617 堅持力 伊庭正康作;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624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 手塚治虫作; 王浩德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6263290631 好事多磨 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290648 25時的xxx 天王寺ミオ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655 最後之戀: 祕密之花 かみしまあきら原作;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662 直到奪走你的一切為止 猫野まりこ原作; 小春日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679 前處男無論幾次都想呼喊愛! 山田パピコ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716 你所不知道的漫畫封面設計解析 日貿出版社編;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723 為什麼宇宙的一切都剛剛好?: 超解析22個支撐宇宙運行的物理常數松原隆彥著;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730 多職新世代的聰明工作術: 利用興趣開創複業,享受財富多元、自由多元的Plus+生活!土谷愛作;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754 好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Koizumiunsei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6263290761 圖解最好懂的宇宙百科: 零概念也能樂在其中!探索神祕的宇宙原理&構造松原隆彥監修; 鄒玟羚,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778 人馬 墨佳遼原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90785 被惡魔附身的少女 山田惠庸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90792 二月的勝者: 絕對合格教室 高瀬志帆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90846 鐵板燒究極技法全書 柴田書店編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853 八卦無極限!希臘神話事件簿 河島思朗監修; 陳姵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860 絕對成交!業務聖經: 全面剖析銷售流程,打造最強成交力大塚壽著; 曾瀞玉,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877 二分之一男友 流星ハニー作; 神威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90884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90891 愛在末路之境All in one Edition 水城雪可柰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907 笨拙的我們間的盲點 もふもふ枝子作; 紅蠍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0914 菈菈的婚禮 ためこう作; 紅蠍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90938 培養孩子未來關鍵實力的「探究型」遊戲學習法: 自主能力大增!原來學習這麼好玩!岩田拓真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010 超圖解AI與未來社會: 建立數位時代的科技素養,強化邏輯力x創造力x思考力江間有沙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027 賽雷三分鐘漫畫世界史 賽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91041 小熊熊的每一天 王婷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058 賽雷三分鐘漫畫世界史 賽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91065 圖解人體不可或缺的營養素: 蛋白質零概念也能樂在其中的76個蛋白質知識佐々木一監修; 王盈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072 駕馭光影 畫出絕美質感水彩畫: 從渲染混色到層次對比,完整公開49支技法影片教學!阿部智幸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096 HENTAI變態少女 うめ丸漫畫;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91102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3291119 副會長加油加油 ReDrop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133 你已經咬不得了 あさじまルイ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140 真正的保健X體育 つばさ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164 SDGs系列講堂全球氣候變遷: 從氣候異常到永續發展目標,謀求未來世代的出路InfoVisual研究所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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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6263291188 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 チョモラン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91218 沒察覺的視線 かみしまあきら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225 屬於我們的湛藍軌跡: 湛藍色的愛戀. 番外篇 市川けい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249 線上即戰場!突破時代困境的遠距溝通術: 內容設計、說話技巧......專業講師教你發揮實力不受限!藤咲德朗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91256 「你好,寶寶!」0-2歲成長遊戲書: 東大嬰兒學專家26年研究數據統合,不分齡開發腦力的191個遊戲提案!開一夫監修; 曹茹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22193 數學 楊精松等編著 2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522636 Reading success 吳季達, 胡學昭, 吳子芬, 王芸閣, 吳幸玲, 葉語蓁, 洪麗洋, 孟一文, 李宜年, 顧意如, 林雅芬, 張婉珍, 歐汝君, 洪媖媖, 鐘偉立編輯1st ed. 平裝 1

9789865522650 台灣咖啡莊園 王美蓉, 屠國城, 趙嘉榮, 蘇柏安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667 Aiming high Joseph Henley, Sandrine Ting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22674 Aiming high Joseph Henley, Sandrine Ting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522681 Aiming high Joseph Henley, Sandrine Ting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522711 工程數學: 觀念與精析 陳在泩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728 Your turn to read [by] Chia-Jung Tsai, Chi-Chin Lai, Jackson Ver Steeg Jr.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522735 古中國傳動機械解密 顏鴻森著 1版 精裝 1

9789865522742 積體電路製程技術 葉文冠作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759 會計學 杜榮瑞, 薛富井, 蔡彥卿, 林修葳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5522766 春風永化雨.張春興: 當代教育心理學巨擘 劉蘭辰主編 1版 精裝 1

9789865522773 The complete GEPT practice test. elementary level [by] Ian Clarke, Patrick Cowsill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22780 The complete GEPT practice test. intermediate level[by] Ian Clarke, Joseph Schier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22797 The complete GEPT practice test. high-intermediate level[by] Patrick Cowsill, Joseph Schier 1st ed. 平裝 1

9789865522803 會計學習題解答 杜榮瑞, 薛富井, 蔡彥卿, 林修葳著 8版 平裝 1

9789865522827 運動員暨國際體育事務人才英語文能力訓練教學實務開一心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52284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語聽講練習. 下冊Casey Malarcher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22858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下冊Ian Clarke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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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5338 新纖維 新紡織品 新趨勢 臺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編著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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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2791 真臘風土記(中英對照)= Record on the custom and land of Zhen-la周達觀(Zhou Da-guan)著; 陳鴻瑜(Chen Hurng Yu)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34

臺灣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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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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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送存冊數共計：19

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筆會



9789570533194 無字食譜: 圖解100道簡易又健康的料理,從開胃菜、主菜到甜點、飲料,讓你優雅地完成一桌美食莎碧瑞娜.蘇.達尼爾斯(Sabrina Sue Daniels)著; 黃慧珍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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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菈.羅柏森(Cara Robertson)著; 徐立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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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韓翔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705 扎根: 人類義務宣言緒論= L'enracinement: prélude à une déclaration des devoirs envers l'être humain西蒙.韋伊(Simone Weil)著; 卡繆(Albert Camus)編; 梁家瑜, 郭亮廷, 周伶芝, 楊依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828 1571年: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岸本美緒編; 李雨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835 醉人植物博覽會: 香蕉、椰棗、蘆薈、番紅花......如何成為製酒原料,形成啜飲的歷史艾米.史都華(Amy Stewart)著; 周沛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3842 1776革命未竟之地: 煙硝、貿易與生態瓦解,不為人知的美洲史克勞迪奧.桑特(Claudio Saunt)著; 羅亞琪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859 扎根: 人類義務宣言緒論 西蒙.韋伊(Simone Weil)作; 梁家瑜, 郭亮廷, 周伶芝, 楊依陵譯1版 其他 1

9789570533866 人子: 鹿橋寫給九歲至九十九歲孩子的寓言故事鹿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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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謹也作; 陳國維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897 日不落.倫敦: 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站上世界舞台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著; 蔡耀緯譯 1版 其他 1

9789570533903 面向過去思考: 與史學大師的爐邊閒談,打造歷史思惟的八場對話亞歷山大.貝維拉夸(Alexander Bevilacqua), 費德里克.克拉克(Frederic Clark)著; 陳建守, 陳建元, 徐兆安, 韓承樺譯1版 其他 1

9789570533910 邪惡植物博覽會: 辣椒、杜鵑、鬱金香......如何成為邪惡殺手,一不小心讓你命喪黃泉艾米.史都華(Amy Stewart)著; 布萊恩妮.莫羅-克里布斯(Briony Morrow-Cribbs), 強納森.羅森(Jonathon Rosen)繪; 周沛郁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3927 七週遇見對的人: 擴展愛的能力,聽從內心的指引,尋回值得的人生= Calling in "the one": 7 weeks to attract the love of your life凱薩琳.伍沃德.湯瑪斯(Katherine Woodward Thomas)著; 黃美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934 跨越世紀的亞洲觀光: 明治.大正.昭和,日本旅遊手冊中的世界= 旅行ガイドブックから読み解く 明治.大正.昭和 日本人のアジア観光小牟田哲彥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941 花花老師的減醣甜點: 45款甜點X最精簡工法,可以立刻上手的夢幻食譜曾心怡(花花老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958 惡臭與芬芳: 感官、衛生與實踐,近代法國氣味的想像與社會空間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3965 一輩子受用的腳部健護指南= 60歳からは脚を鍛えなさい中野.詹姆士.修一作;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3972 悲劇哲學家尼采= Nietzsche 陳鼓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0533989 歷史的轉換期. VI, 1571年,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平山篤子, 城地孝, 真下裕之, 堀井優, 和田光司, 薩摩真介著; 李雨青譯1版 其他 1

9789570533996 邪惡植物博覽會: 辣椒、杜鵑、鬱金香......如何成為邪惡殺手,一不小心讓你命喪黃泉艾米.史都華(Amy Stewart)著; 布萊恩妮.莫羅-克里布斯(Briony Morrow-Cribbs), 強納森.羅森(Jonathon Rosen)繪; 周沛郁譯3版 其他 1

9789570534023 愛的恩典之路 王壽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4030 1683年: 近世世界的變貌 島田龍登編;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4054 不講理的共和國: 國家暴力與帝國利益下的犧牲品,一部原住民族對抗美國西拓的血淚哀歌克勞迪奧.桑特(Claudio Saunt)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48568 自由之地的泰國: 發展現況與展望 施正鋒、紀舜傑主編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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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0138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雙連兒童台語聖詩集 蔡侑恬, 簡皎竹編曲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677 論現代僭政制 謝宏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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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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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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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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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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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基督長老彰化中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5718 SSD企業創新策略管理技術= Handbook of sustainable system development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nnovation顏敏仁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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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6269515578 金屬線刺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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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8673 解開汽車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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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38680 解開機器人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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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39038 一看就懂的1mm圖鑑= The visual guide to 1mm 稻葉茂勝撰文; 兒童俱樂部編; 宋碧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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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淳瀅翻譯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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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6760 基礎眼睛照護與臨床視光學(4版)= Clinical procedures in primary eye careDavid B. Elliott[著]; 廖嘉琛譯 其他 1

9789869906777 人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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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y’s醫用解剖學 Richard L. Drake, A. Wayne Vogl, Adam W. M. Mitchell作; 王馨瑩等審譯四版 精裝 1

9789869906791 麻醉祕笈= Anesthesia secrets Brian M. Keech, Ryan D. Laterza原著; 楊承憲等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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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65477 超音波原理與儀器 Frederick W. Kremkau原著; 丁健益, 郭瓊文翻譯第十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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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證學院講師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93061 Peritoneal dialysis at a glance: learning from cases 台灣腎臟醫學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4903 台灣曆書. 一一一年 羅山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0577 死刑的盡頭: 人權公約下的死刑案件判決樣貌與刑事法變遷林慈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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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518206 魏晉南北朝志怪選 尤雅姿注譯 三版 平裝 1

臺灣產業創新研究院亞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膠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學生



9789571518466 月掛汐越松: 連清吉教授榮退紀念文集 周彥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527 名家與名學: 先秦詭辯學派研究 陳癸淼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8596 <>鄭氏學探賾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633 性情與愛情: 新儒家三大師相關論說闡微 黃兆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640 佛教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第二屆 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664 向具象與抽象航行: 楊牧文學論輯 許又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718 殷虛文字丙編選讀 朱歧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725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518732 古文字入門 朱歧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763 林安梧新儒學論文精選集 林安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770 異變: 中國古代異變思想與異變文學 黃景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8787 中西印哲學文集 張君勱著; 程文熙編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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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6066 外星人到地球投資股票卻沒有注意風險 馬克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46073 外星人到地球投資股票卻沒有注意風險 馬克吐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5801 躁鬱宇宙: 黃海科幻小說精選 黃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917 術數師. 7, 惡之華,聖光之十字 天航K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979 獵人案 戚建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5986 倀鬼夜行: 幽聲夜語. 7= Night whispers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006 超能水滸 沈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013 偵探冰室.疫 陳浩基, 譚劍, 文善, 莫理斯, 黑貓C, 望日, 冒業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037 湧與浪: 自由中國號 狼七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044 採集人的野帳. 2 英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051 1624男人與島= Formosa X 李隆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068 特殊傳說. III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6075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詹馥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082 壞猴子= Bad monkeys 麥特.羅夫(Matt Ruff)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112 騙子王國= Crooked kingdom 莉.巴度格(Leigh Bardugo)著; 林零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6129 騙子王國= Crooked kingdom 莉.巴度格(Leigh Bardugo)著; 林零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6167 獵魔士. 長篇1, 精靈血= Krew elfów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196242 永遠的台灣島 竹內昭太郎著; 林芬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6334 福爾摩斯小姐. 4, 沃德洛堡拍賣會= Lady Sherlock. 4, the art of theft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6403 圓夢領航帶領手冊 謝昊霓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595 連合艦隊的黃昏: 出乎意料的帝國海軍在臺灣: 大正末期.昭和時期艦艇寫真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2703 劇畫少女與戰車= Gekiga girls and panzer 小林源文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2741 福爾摩沙鐵道浪漫印象= The romantic image of Formosa railroad姚開陽作.插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蓋婭生活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證券交易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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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18500 吃乾抹淨 羅川文 再版 其他 1

9786269518524 從小在一起 羅川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8531 借我錢! 羅川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8548 相親結婚 羅川作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8555 厚德路 羅川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8562 小老公 羅川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8579 小老公之等待的愛情 羅川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18586 厚德路之生活裡的愛情 羅川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71406 不需要溫柔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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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2000 兩岸媽祖文化的傳播路徑與發展研究 謝雅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84701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0冊 1

9789865284015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5284022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5284039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5284336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4343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4350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4398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4381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417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528418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528423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528424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528447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448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4497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450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451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4527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4725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4640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4435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4671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4442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4558 少爺的小寵婢 星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4565 少爺的小寵婢 星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4572 少爺的小寵婢 星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4589 少爺的小寵婢 星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4626 重生庶女真好命 阿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4633 重生庶女真好命 阿簌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4732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6163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6170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474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523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524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5647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565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說頻文化

製肉本屋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裨海文化事業



978986528566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567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5685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569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570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4756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4763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4770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84787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84794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8480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5111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5128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5135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5142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4817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5258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526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527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5289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482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506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507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508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5098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4831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84848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84855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85715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86101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86118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86125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8486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487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488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489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4909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5463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5616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5739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6149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6156 機械狂潮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4916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5284923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5285623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5285746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5285753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5285760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5285777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5285784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5285791 道君 躍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5284930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4947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4954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4961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4978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4985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4992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5005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5012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5029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5036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5043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285050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285104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1冊 1

9789865285593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2冊 1

9789865286095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3冊 1

9789865285159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5166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5173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5180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5197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5807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5814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5821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5838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5845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5852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5869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5876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5203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5210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5227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5302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5285319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528532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5285333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5285340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528535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528536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528537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5285388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5285395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5285401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5722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5418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5425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543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544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5456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5470 趙氏金寶 小樓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5487 趙氏金寶 小樓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5494 趙氏金寶 小樓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5500 鸞鳳譜 水龍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5517 鸞鳳譜 水龍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5524 鸞鳳譜 水龍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5531 鸞鳳譜 水龍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5548 我待夫君如初戀 桃枝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5555 我待夫君如初戀 桃枝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5562 我待夫君如初戀 桃枝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5579 我待夫君如初戀 桃枝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5586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5609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5630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6132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285890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608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5906 皇妃奮鬥記 青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5913 皇妃奮鬥記 青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5920 皇妃奮鬥記 青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5937 皇妃奮鬥記 青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5944 皇妃奮鬥記 青棠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5951 皇妃奮鬥記 青棠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5968 皇妃奮鬥記 青棠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5975 傻丫頭入福窩 蘇挽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5982 傻丫頭入福窩 蘇挽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5999 傻丫頭入福窩 蘇挽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6002 傻丫頭入福窩 蘇挽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6019 傻丫頭入福窩 蘇挽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6026 知心小醫娘 振鷺于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6033 知心小醫娘 振鷺于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6040 知心小醫娘 振鷺于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6057 知心小醫娘 振鷺于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6064 知心小醫娘 振鷺于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6071 知心小醫娘 振鷺于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6187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6361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6378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6385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639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6194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286200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286774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87115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87122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87139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87146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87153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6217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286453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287092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286224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6446 第一師兄 言歸正傳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6231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6248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6408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6415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6422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6439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6255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632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633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634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8635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86262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630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6842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7016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6279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4冊 1

9789865286781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5冊 1

9789865286286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6293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6798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7108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631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685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700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6460 廢土走私商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6477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6484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6491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6507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6514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6521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686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287030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287047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7054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6538 庶女的錦繡人生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6545 庶女的錦繡人生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6552 庶女的錦繡人生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6569 庶女的錦繡人生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6576 庶女的錦繡人生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6583 庶女的錦繡人生 疏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6590 大齡貴女上花轎 月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6606 大齡貴女上花轎 月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6613 大齡貴女上花轎 月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6620 大齡貴女上花轎 月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6637 大齡貴女上花轎 月棲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6644 長嫂如玉 臨淵羨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6651 長嫂如玉 臨淵羨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6668 長嫂如玉 臨淵羨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6675 長嫂如玉 臨淵羨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6682 長嫂如玉 臨淵羨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6699 長嫂如玉 臨淵羨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6705 長嫂如玉 臨淵羨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6712 姑娘有點慫 花綺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6729 姑娘有點慫 花綺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6736 姑娘有點慫 花綺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6743 姑娘有點慫 花綺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6750 姑娘有點慫 花綺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6767 姑娘有點慫 花綺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6804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7085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6811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6828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5286910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528692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528693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528694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5286835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287023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286873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6880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6897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6903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6958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5286965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5286972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5286989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528699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5287078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287160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7177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7184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7191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7207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7214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7221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7238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724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740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741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7429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7436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7443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745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87252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726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794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7276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7764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7955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7283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7290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7825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7900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287306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287313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287894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287337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7832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7320 紹宋 榴彈怕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7344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7351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7917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7375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6冊 1

9789865287863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7冊 1

9789865287382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739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7641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7658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7665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87672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87689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28746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287696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28793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528747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770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7719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7726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7733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7740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287757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287481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7771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7924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7498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287788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287795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287801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287818 臨淵行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287504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7511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7528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7535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7542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7559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7566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7573 娘娘吉祥 枕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7580 帝師家的小珍珠 無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7597 帝師家的小珍珠 無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7603 帝師家的小珍珠 無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7610 帝師家的小珍珠 無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7627 帝師家的小珍珠 無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7634 三寸人間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7849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7856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7870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5287962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7979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7986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7993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8006 相公翻身我翻天 諸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8013 相公翻身我翻天 諸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8020 相公翻身我翻天 諸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8037 相公翻身我翻天 諸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8044 相公翻身我翻天 諸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8051 兩世錦歡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8068 兩世錦歡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8075 兩世錦歡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8082 兩世錦歡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8099 兩世錦歡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8105 兩世錦歡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8112 我家公主棒棒噠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8129 我家公主棒棒噠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8136 我家公主棒棒噠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8143 我家公主棒棒噠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8150 我家公主棒棒噠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8167 我家公主棒棒噠 黎小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817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528818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5288198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528820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528868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528869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528870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5288716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5288723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5288211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8228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5288235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5288242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5288259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528826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528827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528828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5288730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528874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5288754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5288761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5288778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5288297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8785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9324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8303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8532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854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8556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8563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8310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288327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288334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288341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8358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8365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8792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8808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8815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8822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8839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8372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288846 超凡小師叔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288389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8853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9027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9409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8631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8648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8655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8426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8624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8433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8440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8457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8464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8471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8488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8495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8501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851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8冊 1

9789865289317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9冊 1

9789865288525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289010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8570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8587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288594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288600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289362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289379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5289386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5289393 大醫凌然 志鳥村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8617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288860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288877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288884 諸天萬界 快餐店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289416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9423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289430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288662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8891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9034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9454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8679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8907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8914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8921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9447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9478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8938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8945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8952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8969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9461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8976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28898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528899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528900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忘語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5289096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289041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9058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9065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289072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289089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289102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119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126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133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140 人族鎮守使 白駒易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157 人族鎮守使 白駒易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164 人族鎮守使 白駒易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171 人族鎮守使 白駒易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188 步步為妃 月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195 步步為妃 月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201 步步為妃 月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218 步步為妃 月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225 步步為妃 月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9232 步步為妃 月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9249 重回侯門 小樓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256 重回侯門 小樓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263 重回侯門 小樓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270 神探夫君 歸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287 神探夫君 歸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294 神探夫君 歸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300 神探夫君 歸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33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528934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5289355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89485 侯府是個幸福窩 藤下香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492 侯府是個幸福窩 藤下香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508 侯府是個幸福窩 藤下香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515 侯府是個幸福窩 藤下香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522 侯府是個幸福窩 藤下香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9539 侯府是個幸福窩 藤下香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289546 京城有個俏廚娘 一顆荔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553 京城有個俏廚娘 一顆荔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560 京城有個俏廚娘 一顆荔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577 京城有個俏廚娘 一顆荔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584 京城有個俏廚娘 一顆荔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9591 進擊的庶女 樂陶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607 進擊的庶女 樂陶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614 進擊的庶女 樂陶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621 進擊的庶女 樂陶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638 進擊的庶女 樂陶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289645 本宮不玩了 安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652 本宮不玩了 安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669 本宮不玩了 安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676 本宮不玩了 安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683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5289690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5289706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5289713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5289720 牧神記 宅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5289737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528994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6263250062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6263250451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5289744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289751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528976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5289775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5289782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6263250482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9799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5289966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5289973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5289980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5289997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5289805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289812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289829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289836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289843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289867 朕 王梓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874 朕 王梓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881 朕 王梓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898 朕 王梓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904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289911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289928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289935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289959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6263250468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6263250475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6263250000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6263250178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6263250529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6263250536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3250543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6263250017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250185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250550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250024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031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253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0048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30冊 1

9786263250444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31冊 1

9786263250055 道祖,我來自地球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6263250079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6263250086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6263250093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6263250109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6263250116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6263250123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6263250130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6263250147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6263250154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6263250161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6263250499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6263250505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6263250512 大奉打更人 賣報小郎君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6263250192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250574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250581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250598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250604 星門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250208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250215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250222 紅月之下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250307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250260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0277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50284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250291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50314 重生農女好運來 妖怪不吃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0321 重生農女好運來 妖怪不吃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0338 重生農女好運來 妖怪不吃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50345 重生農女好運來 妖怪不吃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50352 重生農女好運來 妖怪不吃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369 重生農女好運來 妖怪不吃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0376 喜結前世緣 暮雨晨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0383 喜結前世緣 暮雨晨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0390 喜結前世緣 暮雨晨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50406 喜結前世緣 暮雨晨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50413 喜結前世緣 暮雨晨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420 喜結前世緣 暮雨晨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0437 喜結前世緣 暮雨晨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50567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250666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6263250611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628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0635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50642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250659 道行天下 八寶飯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6263250673 鳳儀天下 濘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0680 鳳儀天下 濘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0697 鳳儀天下 濘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50703 寵妻成狂 兜滿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0710 寵妻成狂 兜滿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0727 寵妻成狂 兜滿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50734 寵妻成狂 兜滿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50741 寵妻成狂 兜滿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758 錦瑟芳華 呦呦鹿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0765 錦瑟芳華 呦呦鹿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0772 錦瑟芳華 呦呦鹿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50789 錦瑟芳華 呦呦鹿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50796 錦瑟芳華 呦呦鹿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802 錦瑟芳華 呦呦鹿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0819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6263250826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6263250833 我欲封天 耳根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6263250840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3250857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250864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6263250871 黃金召喚師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6263250895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250901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250918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6263250925 盜天傳說 黑山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6263250932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50949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0956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0963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50970 御獸王 輕泉流響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250994 伏天氏 淨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32冊 1

9786263251007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6263251014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6263251021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6263251038 妙手俠醫 真熊初墨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6263251045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6263251250 劍仙在此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6263251052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6263251274 神寵之王 古羲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6263251069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6263251205 仙藥大亨 寂寞我獨走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6263251076 鏡淵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1083 鏡淵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1090 鏡淵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51113 在逃公主 糖蜜豆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1120 在逃公主 糖蜜豆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1137 在逃公主 糖蜜豆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3251144 在逃公主 糖蜜豆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6263251151 在逃公主 糖蜜豆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1168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6263251175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6263251182 小閣老 三戒大師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6263251199 牧龍師 亂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6263251236 廢土走私商第二部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6263251243 人族鎮守使 白駒易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1328 人族鎮守使 白駒易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6263251267 萬族之劫 老鷹吃小雞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6263251298 超武醫神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6263251311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6263251335 朕 王梓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6263251342 極道之主 烽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1359 極道之主 烽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1380 崑崙天尊 怕辣的紅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3251397 崑崙天尊 怕辣的紅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251533 魔界霸主 點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6263251540 人族鎮守使 白駒易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6263251557 朕 王梓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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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269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翻譯練習. 下冊黃郁芳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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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2116 日本語好好玩= 楽しい日本語 王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70665 豪記龍虎榜. 2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80002 太空梭與火箭: 「李─阿思本艦隊」案新探 尹傳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29313 飛鴻踏雪泥: 中華民國前駐教廷大使杜筑生回憶錄杜筑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9337 全球化下的台灣天主教會 司馬忠, 梁潔芬, 郭文般, 王志堅, 孔令信, 易守箴, 蔡清華, 林耀隆, 徐振德, 沈牧樺著; 司馬忠, 梁潔芬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0729344 安逝的麥籽: 直隸東南代牧區: 獻縣教區中外傳教士列傳(1856-1956)田煒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80093 橘色善念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1: 歸零= Orange Beneficenc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zero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主編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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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80086 舒曾祉水彩集= Watercolor album by Shu Tseng-Tzu舒曾祉作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28512 原牧: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13期= Bulletin of Aboriginal Theology and Pastoral Work(Fu Jen University of Theologate of St. Robert Bellarmine,Taiwan). thirteen issue詹嫦慧主編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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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弗.鄧頓(Trevor Dunton)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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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爾.波斯蓋特(Daniel Postgate)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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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李維(Philip Reeve)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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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李維(Philip Reeve)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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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李維(Philip Reeve)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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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李維(Philip Reeve)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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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李維(Philip Reeve)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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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赫奕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79

送存冊數共計：680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輔大應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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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爾.蓋茲(Phil Ga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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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250577 我的性格,我決定: 更有自信、更高EQ、打造理想人生的性格養成計畫班傑明.哈迪(Benjamin Hardy)著; 林俊宏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0614 大腦解鎖: 史丹佛頂尖學者裘.波勒以最新腦科學推動學習革命裘.波勒(Jo Boaler)著; 廖月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0621 大腦解鎖: 史丹佛頂尖學者裘.波勒以最新腦科學推動學習革命裘.波勒(Jo Boaler)著; 廖月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0638 我的性格,我決定: 更有自信、更高EQ、打造理想人生的性格養成計畫班傑明.哈迪(Benjamin Hardy)著; 林俊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0645 關於前途,我真的知道 陳瑰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0652 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 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0669 不當決策!: 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開人性偏誤奧利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著; 周宜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0676 不當決策!: 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開人性偏誤奧利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著; 周宜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0690 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 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鄭方逸譯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1048 漫步華爾街: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資策略 墨基爾(Burton G. Malkiel)著; 楊美齡, 林麗冠, 蘇鵬元, 陳儀譯七版 其他 1

9789865251055 物理之美: 費曼與你談物理 費曼(Richard P. Feynman)著; 陳芊蓉, 吳程遠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1062 起步走笨作文: 基礎訓練篇 林明進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079 人生就是賽局: 透視人性、預測行為的科學 費雪 (Len Fisher)著; 林俊宏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086 漫步華爾街: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資策略 墨基爾(Burton G. Malkiel)著; 楊美齡, 林麗冠, 蘇鵬元, 陳儀譯七版 其他 1

9789865251093 物理之美: 費曼與你談物理 費曼(Richard P. Feynman)著; 陳芊蓉, 吳程遠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1109 起步走笨作文. 進階技巧篇 林明進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116 起步走笨作文: 基礎訓練篇 林明進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123 起步走笨作文. 進階技巧篇 林明進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130 人生就是賽局: 透視人性、預測行為的科學 費雪(Len Fisher)著; 林俊宏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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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1178 從沙龍到聯合國: 歐萊德創辦人葛望平的綠色模式邵冰如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1192 從沙龍到聯合國 : 歐萊德創辦人葛望平的綠色模式邵冰如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1215 灰階思考 謝孟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369 費曼的主張：誠實、獨立思考、不知為不知 費曼(Richard P. Feynman)著; 吳程遠等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1383 點亮藝術力：打造有感學習的創意課堂，讓天賦發光，培養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孫菊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406 點亮藝術力：打造有感學習的創意課堂，讓天賦發光，培養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孫菊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451 美玲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 陳美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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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1536 樂在工作: 在工作中得到成功、財富與幸福 丹尼斯.魏特利(Denis Waitley), 芮妮.薇特(Reni L. Witt)著; 尹萍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1543 樂在工作: 在工作中得到成功、財富與幸福 丹尼斯.魏特利(Denis Waitley), 芮妮.薇特(Reni L. Witt)著; 尹萍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1550 孔子新傳: 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 孫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642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一 錢復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659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二 錢復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666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三 錢復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673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一 錢復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680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二 錢復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697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三 錢復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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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1741 雜訊: 人類判斷的缺陷 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奧立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 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廖月娟, 周宜芳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1772 雜訊: 人類判斷的缺陷 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奧立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 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廖月娟, 周宜芳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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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宏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1932 AI 2041: 預見10個未來新世界 李開復, 陳楸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1994 同理心對話: 增加談話深度的關鍵技巧 瑟列斯特.赫莉(Celeste Headlee)著; 連育德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2014 同理心對話: 增加談話深度的關鍵技巧 瑟列斯特.赫莉(Celeste Headlee)著; 連育德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2083 一生必修的科學思辨課 江才健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168 艱難的抉擇: 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 卜睿哲(Richard C. Bush)著; 周佳欣, 劉維人, 廖珮杏, 盧靜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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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2182 艱難的抉擇: 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 卜睿哲(Richard C. Bush)著; 周佳欣, 劉維人, 廖珮杏, 盧靜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267 家族企業的治理、傳承與接班 司徒達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311 亞馬遜逆向工作法: 揭密全球最大電商的經營思維柯林.布萊爾(Colin Bryar), 比爾.卡爾(Bill Carr)著; 陳琇玲, 廖月娟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328 亞馬遜逆向工作法: 揭密全球最大電商的經營思維柯林.布萊爾(Colin Bryar), 比爾.卡爾(Bill Carr)著; 陳琇玲, 廖月娟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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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2434 萬物簡史. 上, 天地奇航 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2441 萬物簡史. 下, 生命擂台 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2465 萬物簡史. 上, 天地奇航 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2472 萬物簡史. 下, 生命擂台 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師明睿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252557 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創造民主新制度 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Gehl), 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作; 譚天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595 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創造民主新制度 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Gehl), 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作; 譚天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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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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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252694 疫無反顧: 亞東醫院做對的事 吳佩穎總編輯; 邱莉燕, 張玉櫻, 楊倩蓉,劉宗翰採訪整理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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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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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2946 少年讀世說新語. 1, 亂世中的堅持 張小椿編著; 25度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953 少年讀世說新語. 2, 人性中的至情 張小椿編著; 25度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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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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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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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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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康寧漢(Lawrence A. Cunningham)著; 陳重亨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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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康寧漢(Lawrence A. Cunningham)著; 陳重亨譯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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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134 解密黑洞與人類未來 法爾克(Heino Falcke), 羅默(Jörg Römer)著; 姚若潔譯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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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189 解密黑洞與人類未來 法爾克(Heino Falcke), 羅默(Jörg Römer)著; 姚若潔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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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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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318 梅克爾傳: 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 凱蒂.馬頓(Kati Marton)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332 梅克爾傳: 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 凱蒂.馬頓(Kati Marton)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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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漣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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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漣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431 信義學: ESG先行者10個有溫度的創新 陳建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455 新竹市跳級生: 因為你我的努力,這座城市開始美好的改變。李羅, 林佳誼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5253455 新竹市跳級生: 因為你我的努力,這座城市開始美好的改變。李羅, 林佳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554 思想經濟學: 當代136位精英的思想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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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561 思想經濟學: 當代136位精英的思想交流 維卡斯.夏哈(Vikas Shah)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253592 思想經濟學: 當代136位精英的思想交流 維卡斯.夏哈(Vikas Shah)著; 陳重亨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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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622 讀繪本，學素養 葉惠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639 我種了高麗菜 陳麗雅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5253646 畫家馬一邊 湯姆牛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653 紅樹林真好玩 陳麗雅文.圖 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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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691 讀繪本，學素養：資深名師葉惠貞這樣教繪本葉惠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707 讀繪本，學素養：資深名師葉惠貞這樣教繪本葉惠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714 為愛重生 謝國樑(小愛爸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721 貝佐斯新傳: 無極限!巔峰中再創新局的亞馬遜帝國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 洪慧芳, 李芳齡, 李斯毅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738 貝佐斯新傳: 無極限!巔峰中再創新局的亞馬遜帝國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 洪慧芳, 李芳齡, 李斯毅譯第一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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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752 我做得到!未來總統蘇菲亞 安德麗雅.碧蒂(Andrea Beaty)文;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圖; 賴慈芸譯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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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3776 少年讀世說新語. 3, 思潮下的智慧 張小椿編著; 25度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783 魚,是我們的祖先嗎？ 孩子的第一本演化書 喬納森.推特(Jonathan Tweet)作; 凱倫.路易斯(Karen Lewis)繪; 林大利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790 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 龔建嘉和鮮乳坊用一瓶牛奶改變一個產業謝其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813 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從一個人到一群人，鮮乳坊用一瓶牛奶改變一個產業謝其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837 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 從一個人到一群人，鮮乳坊用一瓶牛奶改變一個產業謝其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844 放手讓孩子飛: 亞太美國學校打造實現夢想的舞台邵冰如, 朱乙真, 黃筱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875 荒島求生迷宮: 野外求生加荒島逃脫大探險! 香川元太郎, 香川志織文.圖; 原木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882 放手讓孩子飛: 亞太美國學校打造實現夢想的舞台邵冰如, 朱乙真, 黃筱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899 放手讓孩子飛: 亞太美國學校打造實現夢想的舞台邵冰如, 朱乙真, 黃筱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905 家庭裡的素養課 顏安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936 一生可以帶著走的能力 王力行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943 葛瑞的囧日記. 16, 大號三分球= Diary of a Wimpy kid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3950 想念兔小妹 王元容作; 黃淑華繪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3974 家庭裡的素養課 顏安秀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3998 家庭裡的素養課 顏安秀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001 愛,在每個心跳 謝其濬, 陳慧玲, 陳培英作 第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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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4049 不敗學習力: 學霸都在用的10大聰明讀書法 劉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056 雲梯車威威出任務 正高素子文; 鎌田步圖;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4063 童年的那個埤塘 王佩琪文; 放藝術工作室圖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254070 五隻老虎開記者會 方素珍文; 張掀掀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087 改變生命的故事: 三十過往,只是序章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著 第一版 平裝 3

9789865254094 努力,但不費力: 只做最重要的事,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Effortless: make it easier to do what matters most葛瑞格.麥基昂(Greg McKeown)著; 張靖之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100 不受傷創業= Why startups fail: a new roadmap for entrepreneurial success湯姆.艾森曼(Tom Eisenmann)著; 林俊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117 少,但是更好= Essentialism: 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less葛瑞格.麥基昂(Greg McKeown)著; 詹采妮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254124 吳作棟傳(1990-2004): 新加坡的卓越關鍵 白勝暉著; 林琬緋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4131 改變生命的故事: 三十過往,只是序章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著; 李國芬, 丘美珍整理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148 改變生命的故事: 三十過往,只是序章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著; 李國芬, 丘美珍整理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155 不受傷創業: 哈佛商學院的6堂必修課 幫助新創企業避開失敗陷阱,建立穩定獲利的成功事業湯姆.艾森曼(Tom Eisenmann)著; 林俊宏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162 不受傷創業: 哈佛商學院的6堂必修課 幫助新創企業避開失敗陷阱,建立穩定獲利的成功事業湯姆.艾森曼(Tom Eisenmann)著; 林俊宏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179 伸展聖經(40週年全新增修版)= Stretching(40th anniversary edition)包柏.安德森(Bob Anderson)著; 珍恩.安德森(Jean Anderson)繪圖; 陳萱芳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254186 伸展聖經(40週年全新增修版) 包柏.安德森(Bob Anderson)著; 珍恩.安德森(Jean Anderson)繪圖; 陳萱芳譯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4193 伸展聖經(40週年全新增修版) 包柏.安德森(Bob Anderson)著; 珍恩.安德森(Jean Anderson)繪圖; 陳萱芳譯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4209 吳作棟傳(1990-2004): 新加坡的卓越關鍵 白勝暉著; 林琬緋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216 吳作棟傳(1990-2004): 新加坡的卓越關鍵 白勝暉著; 林琬緋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223 疫苗商戰: 新冠危機下AZ、BNT、輝瑞、莫德納、Novavax的生死競賽= A shot to save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life-or-death race for a COVID-19 vaccine古格里.祖克曼(Gregory Zuckerman)著; 廖月娟, 張玄竺, 鍾榕芳, 黃瑜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230 大熊來了 理查.莫里斯(Richard T. Morris)文; 范雷韻(LeUyen Pham)圖; 黃聿君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254247 神奇樹屋. 特別篇. 2, 德州颶風英雄(中英對照)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蔡冠群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254 少,但是更好 葛瑞格.麥基昂(Greg McKeown)著; 詹采妮譯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4261 少,但是更好 葛瑞格.麥基昂(Greg McKeown)著; 詹采妮譯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254278 努力,但不費力: 只做最重要的事,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葛瑞格.麥基昂(Greg McKeown)著; 張靖之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285 努力,但不費力: 只做最重要的事,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葛瑞格.麥基昂(Greg McKeown)著; 張靖之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292 疫苗商戰: 新冠危機下AZ、BNT、輝瑞、莫德納、Novavax的生死競賽古格里.祖克曼(Gregory Zuckerman)著; 廖月娟, 張玄竺, 鍾榕芳, 黃瑜安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308 疫苗商戰: 新冠危機下AZ、BNT、輝瑞、莫德納、Novavax的生死競賽古格里.祖克曼(Gregory Zuckerman)著; 廖月娟, 張玄竺, 鍾榕芳, 黃瑜安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315 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 莊宏達和瑪利亞基金會的生命實踐李嘉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322 引領世界的心跳: 陳適安與台灣心律不整團隊的故事陳麗婷, 陳慧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339 風險指紋: 找出生活中的灰犀牛,化危機為轉機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著; 許恬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346 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 莊宏達和瑪利亞基金會的生命實踐李嘉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353 引領世界的心跳: 心臟醫學權威陳適安和團隊的故事陳麗婷, 陳慧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360 找出生活中的灰犀牛：認識你的風險指紋，化危機為轉機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著; 許恬寧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377 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 莊宏達和瑪利亞基金會的生命實踐李嘉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384 引領世界的心跳: 心臟醫學權威陳適安和團隊的故事陳麗婷, 陳慧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391 找出生活中的灰犀牛：認識你的風險指紋，化危機為轉機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著; 許恬寧譯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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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54414 中美匯流大未來: 地緣政治、宏觀經濟、企業經營趨勢周行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421 中美匯流大未來: 地緣政治、宏觀經濟、企業經營環境的趨勢周行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438 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 陳添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445 中美匯流大未來: 地緣政治、宏觀經濟、企業經營環境的趨勢周行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452 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 陳添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469 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 陳添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476 看漫畫輕鬆學: 防災知識 旺文社編輯部編著; 太田康士漫畫.繪圖; 原木櫻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483 看漫畫輕鬆學: 創意思考 旺文社編輯部編著; 太田康士漫畫.繪圖; 原木櫻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490 總統與我 張祖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506 從0到101: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 胡芝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537 人生重開機 戈丹.柯曼(Gordon Korman)著; 蔡豫寧繪; 謝孟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544 從0到101: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 胡芝寧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551 從0到101: 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 胡芝寧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568 總統與我: 政壇奇緣實錄 張祖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575 總統與我: 政壇奇緣實錄 張祖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612 疫苗先鋒: 新冠疫苗的科學戰 吉爾伯特(Sarah Gilbert), 格林(Catherine Green)著; 廖建容, 郭貞伶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629 疫苗先鋒: 新冠疫苗的科學戰 吉爾伯特(Sarah Gilbert), 格林(Catherine Green)著; 廖建容, 郭貞伶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636 小朋友最愛問337個為什麼大集合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Larousse)編著; 蔡心儀翻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5254650 疫苗先鋒: 生命優先的科學戰疫= Vaxxer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Oxford AstraZeneca Vaccine and the race against the virus吉爾伯特(Sarah Gilbert), 格林(Catherine Green)著; 廖建容, 郭貞伶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735 進步一點點,人生就會不一樣 洪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254780 輝瑞登月任務: 拯救人類的疫苗研發計畫 艾伯特.博爾拉(Albert Bourla)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797 輝瑞登月任務: 拯救人類的疫苗研發計畫 艾伯特.博爾拉(Albert Bourla)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865 進步一點點,人生就會不一樣 洪蘭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254872 進步一點點,人生就會不一樣 洪蘭作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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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紀末以來的美中關係史 潘文(John Pomfret)作; 林添貴,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1287 一名江戶城裡的異鄉女子= Stranger in the Shogun's City: a japanese woman and her world艾美.史丹利(Amy Stanley)著; 林士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81294 二二八反抗運動: 臺灣爭取民主之路(二二八事件75週年增訂版)黃惠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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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7120 飢餓信號!一次解開身心之謎的飲食心理學= Hunger, Frust und Schokolade: Die Psychologie des Essens米歇爾.馬赫特(Michael Macht)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3053 巨富思維: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一生奉行的商業原則&為富之道約翰.戴維森.洛克斐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33084 吉檀迦利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作; 聞中譯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76210 致富科學: 啟動豐盛願景、轉化創造思維,讓千萬人成功脫貧的百年經典華勒斯.華特斯作; 蔡仲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5646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6, 文藝復興時代: 米開朗基羅的時代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653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7, 近世史. I: 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時代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5660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8, 近世史. II: 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時代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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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12

送存冊數共計：216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字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菓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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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505691 十二生肖之歌 洪福田作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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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84572 葛莉塔與巨人= Greta and the giants 左埃.泰克(Zoë Tucker)文; 左伊.薄西戈(Zoe Persico)圖; 柯清心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84602 蘿莎莉隊長 提姆西.德佛貝勒(Timothée de Fombelle)作; 伊莎貝爾.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繪畫; 柯清心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84619 拇指姑娘 碧雅翠絲.芳塔內(Béatrice Fontanel)作; 露西.帕拉桑(Lucile Placin)繪;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784626 畫室小童 伊莉莎白.波頓.崔瓦尼(Elizabeth Borton de Traviño)作; 柯清心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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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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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84985 妖怪森林 劉思源作; 貓魚繪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9011 山頂上的一百萬顆牡蠣 艾力克斯.諾奎斯(Alex Nogués)文; 蜜倫.阿希恩.羅拉(Miren Asiain Lora)圖;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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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9233 說學逗唱,認識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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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69417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8, 遼金西夏元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9462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9, 明 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9523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10, 清與民國知中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69578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6-10套書: 從隋唐到民國知中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3614 如果世界沒有伊斯蘭: 面對地緣政治新變局,來自美國中情局的戰略思考= A world without Islam葛雷姆.富勒(Graham E. Fuller)著; 藍曉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8072 數位世紀的真實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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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5555 海上霸權 竹田勇美著;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5586 打造最強大團隊: 馬提斯的領導與管理學= Call sign chaos: learning to lead吉姆.馬提斯(Jim Mattis), 賓.魏斯特(Bing West)作; 趙武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82151 天生不愛動= Exerc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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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89586 王莽篡奪 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1473 午夜遊樂園 吉迪恩.史德勒(Gideon Sterer)故事; 瑪麗亞恰拉.荻.喬治(Mariachiara Di Giorgio)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2678 找找看,馴鹿在哪裡?= Spot the reindeer at Christmas克里娜.派泰爾(Krina Patel), 塔夏.波西(Tasha Percy)文; 馬克.莫尼斯(Marc Mones)圖;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2722 管他去死是人生最大的自由. 2: 踏上順暢之路的超痛快人生實踐指南= Get your sh*t together莎拉.奈特(Sarah Knight)著; 林怡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739 財富是這樣養成的: 韓國暢銷No.1財經書!讓錢為你工作,邁向財富自由= 존리의 부자되기 습관John Lee著; 梁如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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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欣, 楊燕詒, 張翠蘚, 李俞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814 星際先鋒: 美國衛星製程總工程師解密7宗太空意外事件王立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838 大家一起來學禪繞畫: 6週圖解練習、200個圖樣與範例，保證學會= One Zentangle® a day: a 6-week course in creative drawing for relaxation, inspiration, and fun貝卡.克胡拉(Beckah Krahula)著; 金黎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92845 貓熊動物園 大野耕平著; 林宜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2883 練習好心情: 讓人際關係和工作都順遂的88個小習慣= いつも機嫌がいい人の小さな習慣: 仕事も人間関係もうまくいく88のヒント有川真由美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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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Biddulph)著; 心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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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329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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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茜文作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燎原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9789573293040 花的祕密: 植物為什麼會開花?= What's inside a flower?: and other questions about science & nature瑞秋.伊格諾托夫斯基(Rachel Ignotofsky)文.圖; 陳雅茜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3064 找找看,恐龍在哪裡? 史黛拉.梅德門特(Stella Maidment)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圖; 吳琪仁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93071 找找看,小老鼠在哪裡? 莎拉.坎恩(Sarah Khan)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圖; 吳琪仁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93125 在定靜中成為自己: 體會活在當下的自由與喜悅= Oneness with all life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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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黃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187 邁向成功: 反覆驗證,實證有效的成功三定律= The path to personal power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作; 呂佩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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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329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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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頓作; 卓妙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255 勾引大腦: 沉浸式的故事力,讓任何人為你的說法買單麗莎.克隆(Lisa Cron)著; 実瑠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262 直覺力: 連接最高智慧與能量的內在藍芽,從小事到大事,給你最真實的指引艾瑪.露希.諾斯(Emma Lucy Knowles)著; 梵妮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279 聽比說更重要: 比「說」更有力量的高效溝通法赤羽雄二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286 魔數小子. 1, 義大利麵與肉丸子: 面積與周長的祕密瑪瑞琳.伯恩斯文; 黛比.提莉圖; 吳梅瑛譯 三版 精裝 1

9789573293293 魔數小子. 2, 貪心的三角形: 多邊形的祕密 瑪瑞琳.伯恩斯文; 戈登.西佛里雅圖; 冶海孜譯 三版 精裝 1

9789573293309 魔數小子. 3, 夢想家的披風: 幾何圖形的祕密 艾琳.佛里德曼文; 金.霍華圖; 王心瑩譯 三版 精裝 1

9789573293316 魔數小子. 4,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 乘法的祕密 辛蒂.紐斯汪德文; 麗莎.伍卓芙圖; 吳梅瑛譯 三版 精裝 1

9789573293323 魔數小子. 5, 國王的超級特派員: 計算數量的祕密艾琳.佛里德曼文; 蘇珊.格瓦拉圖; 王心瑩譯 三版 精裝 1

978957329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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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3293347 閣樓房間裡的搗蛋鬼 鹽谷真實子作; 林宜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3354 零干擾: 利用簡單決策的力量,找回時間與注意力羅伯.哈契(Rob Hatch)著; 陳冠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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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文佳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329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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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3293385 尋食記: 鞭神老師的超時空台灣美食 鞭神老師(李廼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392 動物園的祕密 黃一文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3415 好感力: 讓人自然而然喜歡你的超能力= Omtyckt: superkraften i att vara äkta, positiv och relevant拉斯-約翰.艾格(Lars-Johan Åge)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460 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 從神經犯罪學探究惡行的生物根源,慎思以治療取代懲罰的未來防治計畫艾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著; 洪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9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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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ater! Dichter und Dramen卡塔玲娜.馬倫霍茲(Katharina Mahrenholtz), 朵恩.帕里西(Dawn Parisi)著; 麥德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484 藤森照信 建築偵探放浪記: 順風隨心的建築探訪= 藤森照信の建築探偵放浪記: 風の向くまま気の向くまま藤森照信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514 謝謝你這麼說: 守護自己並維持關係,讓日常生活變踏實的語言金有珍著; 陳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521 發現你的生命色彩: 透過14種色彩光環找回內在平衡,開啟你的專屬天賦= Life colors: what the colors in your aura reveal帕瑪拉.歐斯里(Pamala Oslie)著; 曾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538 勾引大腦: 沉浸式的故事力,讓任何人為你的說法買單麗莎.克隆著; 実瑠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545 直覺力: 連接最高智慧與能量的內在藍牙,從小事到大事,給你最真實的指引艾瑪.露希.諾斯著; 梵妮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552 壞男人的權謀霸術: 玩轉人心的陽謀與陰謀 那個奧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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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医.モタ先生の心が晴れる言葉齋藤茂太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637 臺灣稻米奇蹟 夜未央MiO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644 發明家養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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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93675 雙堂記: 大武山下的聖堂傳奇= A tale of two churches: faith and love by Dawu Mountain范毅舜(Nicholas F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682 雙堂記: 大武山下的聖堂傳奇= A tale of two churches: faith and love by Dawu Mountain范毅舜(Nicholas F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699 活出你的不煩人生: 讓心變強大的煩惱清理術 午堂登紀雄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705 改變人類文明的12座時鐘= About time: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twelve clocks大衛.魯尼(David Rooney)作; 顏涵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712 親愛的不完美人生 安娜.荷普(Anna Hope)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729 每一天練習照顧自己. 2: 12步驟引領你放手,找回生命的重心,與過去和解,做完整的自己= Codependents' guide to the twelve steps: how to find the right program for you and apply each of the twelve steps to your own issues梅樂蒂.碧緹(Melody Beattie)著; 張芸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736 暖被桌 麻生知子作; 林宜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3804 謝謝你這麼說: 守護自己並維持關係,讓日常生活變踏實的語言金有珍著; 陳宜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811 小蜜蜂總動員: 妮琪和蜂群的勇敢生活 傑.霍斯勒(Jay Hosler)作.繪; 林大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842 改變人類文明的12座時鐘 大衛.魯尼(David Rooney)著; 顏涵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3910 子彈寫作: 25發狩獵式寫作技巧,只要三行文字就能擊中人心近藤康太郎著; 李佳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927 有趣到不可思議的樹木果實圖鑑: 300種果實驚人的機能美和造形美,前所未有的鑑賞級寫真小林智洋, 山東智紀著; 盧姿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934 快速致勝: 用多元實驗取代一萬小時練習,助你另闢蹊徑,邁向成功,過你想要的人生= Skip the line: the 10,000 experiments rule and other surprising advice for reaching your goals詹姆斯.阿圖徹(James Altucher)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958 一年投資5分鐘: 打造每月3萬被動收入,免看盤、不選股的最強小資理財法陳逸朴(小資YP)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93972 瞬間千年: 東亞海域周邊史論 鄭永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93989 東華春理髮廳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293996 親愛的不完美人生 安娜.荷普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047 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 從神經犯罪學探究惡行的生物根源,慎思以治療取代懲罰的未來防治計畫Adrian Raine著; 洪蘭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3294078 有趣到不可思議的樹木果實圖鑑: 300種果實驚人的機能美和造形美,前所未有的鑑賞級寫真小林智洋, 山東智紀著; 山田英春攝影; 盧姿敏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092 活出你的不煩人生: 讓心變強大的煩惱清理術 午堂登紀雄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108 藤森照信 建築偵探放浪記: 順風隨心的建築探訪藤森照信作; 謝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368 九型人格覺醒指南: 走過三階段蛻變旅程,遇見更好的自己碧翠絲.切斯納(Beatrice Chestnut), 烏瑞尼.佩斯(Uranio Paes)著; 謝慈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382 憂鬱的貓太郎 王幼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399 最好的教養,從接受負面情緒開始: 理解孩子的情緒風暴,打造良好親子關係的45堂對話課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著; 周昭均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405 WFH在家工作的成功祕訣：具團隊精神的企業競爭新優勢羅伯特.格雷瑟(Robert Glazer), 米克.史隆著(Mick Sloan); 孟令函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412 有感的設計: 結合不同設計策略,強化優勢、減少阻力,你就可能挖到金礦戴博拉.納斯(Deborah Nas)著; 方祖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429 表達吸睛: 從個人到小組,重量級講師教你的升級說話課曾培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436 普通人的財富自由之道: 從思維到方法,一人創業大神帶你打造致富腦約翰.李.杜馬斯(John Lee Dumas)著; 梵妮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443 談判致富: 從商業實戰到生活應用,溝通高手教你用談判創造財富麥可.雅德尼(Michael Yardnet)著; 楊馥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474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1, 再見青鳥. 上 翁裕庭作; 步烏＆米巡繪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481 護心時代: 心血管不暴走!國際血液醫學權威教你守護健康的七堂課伍焜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634 女人,你該好好愛自己: 透過勇敢的自我關懷,活出有力量的豐盛人生克莉絲汀.聶夫(Kristin Neff)著; 陳依萍, 馬良平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641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2, 再見青鳥. 下 翁裕庭作; 步烏, 米巡繪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719 Instagram社群電商實戰力: 這樣做超加分!頂尖銷售員私藏的48個致勝心法艸谷真由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94771 猶太人這樣想、這樣做: 200則讓全世界買單的成功術史威加.貝爾格曼(Zvika Bergman)著; 范曉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1265 靜靜如霜 吳鈞堯作 平裝 1

9789573911272 桃園文學百年選= 100 Years of Taoyuan literature林央敏主編 精裝 1

9789573911289 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 對臺韓文學的一個觀察崔末順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3911296 方寸間最美的人 陳清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1302 追尋少年時: 量子求生記 錢鴻鈞著 平裝 1

9789573911326 客家聲聲慢: 林錫霞客語詩集 林錫霞著 平裝 1

9789573911333 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 蕭泰然 林衡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1340 十二隻鴨仔呱呱呱= Twelve ducks quack quack quack張捷明故事; 張竹芩團隊繪圖 其他 1

9789573911357 時光長巷= Long alley of time 姚嘉為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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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64324 小呱小蝸: 不勇敢也沒關係 咚東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4331 在黑暗中發光的奇妙生物: 歷經千萬年,仍在繼續閃耀柔依.阿姆斯壯(Zoë Armstrong)著; 安雅.蘇沙尼(Anja Sušanj)繪; 戴至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4348 Yann Couvreur的法式甜點手札: 揚.庫弗的76道精選甜點,無時無刻都享有美好時光揚.庫弗(Yann Couvreur)作; 林鈺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4355 地球: 屬於我的45億年 史塔奇.麥卡諾提(Stacy McAnulty)作; 大衛.里奇斐德(David Litchfield)繪; 戴至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0664362 火星: 地球的好鄰居 史塔奇.麥卡諾提(Stacy McAnulty)作; 史蒂芬.路易斯(Stevie Lewis)繪; 戴至中譯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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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33523 詹典嫂告御狀 王金櫻劇本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1941 中國歷代王朝興亡四字歌 高明著; 王心怡篆書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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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銘傳大學數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閩南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83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3

銀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鳳凰文物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72718 買房勝經: 高房價時代不被坑,黑心房市全集新修版SWAY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04826 請益錄 萬松老人評唱 再版 精裝 1

978986540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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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水經 (清)黃宗羲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53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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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 1

9789865533823 鹽鐵論; 新序 (漢)桓寬, (漢)劉向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53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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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1843 美學與生活 陳莉玲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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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81009 蓮師七句祈請文: 楷書體臨摹本 烏金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2

9786269581016 蓮師除障滿願文: 楷書體臨摹本 烏金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7552 潛入混沌領域= Dive to the chaotic territory 田島大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37709 苦盡甘來: 莊建模九十自述 莊建模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296 Mega Drive終極聖經= メカドラ゙イフゴンフリ゚ートカイ゙トデラ゙ックス with マークIII復古遊戲愛好會編; 林克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29538 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 種乃なかみ作; 郭婷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629545 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 種乃なかみ作; 郭婷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慶台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數位原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德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德鴻畫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36344 我是誰?發揮自我無限的內在力量 魏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36351 管理的智慧 高安邦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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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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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金錢必做的10件事 莉茲.威斯頓(Liz Weston)著; 呂佩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9034 日本頂尖知識YouTuber資訊彙整術: 蒐集X判讀X表達,連9歲小孩都能聽懂!= 伝え方の魔術 集める.見抜く.表現する及川幸久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9041 投機者的撲克: 操盤18年手記 扁蟲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9058 日本頂尖知識YouTuber資訊彙整術: 蒐集 X 判讀 X 表達,連9歲小孩都能聽懂!及川幸久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79065 投機者的撲克: 操盤18年手記 扁蟲魚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9207 連日本人都驚呆的日文單字心智地圖(日文合格點讀筆版)前田美紀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49214 世界最強日語50音記憶口訣(日文合格點讀筆版)懶鬼子英日語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9549221 世界最強日文文法(日文合格點讀筆版) 桶田宜加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995 10堂鋼琴課必備樂理(練習本)(中英對照)= Essential music theory for piano lessons(workbook)蔡佩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61963 10堂鋼琴課必備樂理(秘笈本)(中英對照)= Essential music theory for piano lessons(lesson book)蔡佩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31425 鷹揚臺海: 中華民國空軍血淚史(1949-1999): 習賢德空軍資料紀念選集習賢德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3024 日清修約交涉史 李啟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68346 空間.記憶.歷史: 戰後東台灣的政治監獄 陳進金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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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661 書法現地創作= Calligraphy,work in situ 王玉齡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04083 嘎啷啷 書簡 赫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4359 關鍵七十一天: 二戰前後臺灣主體意識的萌芽與論爭阿部賢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504526 越嶺紀 王威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4588 當我們重返書桌: 當代多元散文讀本 楊佳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504595 唐鳳談數位與AI的未來 唐鳳口述; 日本總裁出版社編輯部作; 姚巧梅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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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蔚龍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磐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樂學舍數位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38542 我心中的南十字星: 岑龍和他的藝術= The southern cross: Cen Long,his world of art林暄涵作 平裝 1

9789869838559 月影婆娑你和我: 林靖子(中英對照)= Moon and the tree,you and I: Yasuko Hayashi林暄涵文 平裝 1

9789869838566 看不見的通道: 一條連結永恆精神的紐帶= Invisible passage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at which is and that which has always been林暄涵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8181 她的世界史 琳達.柯利(Linda Colley)著; 馮奕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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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52150 大逃離: 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 Escape from Rome: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2204 流氓王信福 張娟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2211 桑塔格= Sontag: her life and work 本傑明.莫瑟(Benjamin Moser)著; 堯嘉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075 歪仔歪詩刊. 16: 羅青專輯. 2018 鍾宜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45001 賣夢日記 Dreamer作 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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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65777 50年行醫回顧: 從心看健康 鄭阿乾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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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765497 養蝦,你會不會忘了什麼? 郭宛靜, 林翰佑, 林翰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9805 北疆傳說: 迷霧之書 張麗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9812 戀戀眷情: 憶水交社今昔 朱戎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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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賣夢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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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賣田

送存冊數共計：7

蔚藍藝術經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墨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魚世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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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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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2895825 暗殺世界史: 從4000年的暗黑殺手行動,窺探人性中的陰謀算計,歷史也因此改變約翰.維辛頓(John Withington)作;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5986 鄂圖曼帝國英雄和那些女人們: 蘇丹、寵妃、建築師......10位關鍵人物的趣史帶你穿越伊斯蘭文明600年小笠原弘幸作; 林姿呈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013 專注力UP!5分鐘居家辦公整理術: 房間小也OK!科學方法擺脫雜物干擾,打造不復亂WFH空間,建立超強工作效率米田瑪麗娜作; 哲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020 怪書研究室: 人皮書、殺人書、和書結婚、內容多到摧毀宇宙的書......從這些珍奇書稿探索史上最獵奇的真實故事愛德華.布魯克希欽(Edward Brooke-Hitching)作; 楊詠翔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044 逗留台北,美好生活誌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96129 最強睡眠法: 掌握「血清素」自然睡得好!給失眠的你6大舒眠原則X擺脫睡眠負債,每天都好睡西川有加子作; 呂盈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143 資訊科技犯罪: 資安戰爭開打!從心理測驗、交友軟體、廣告信&假新聞到選舉操控,駭客如何入侵你的真實生活傑夫.懷特(Geoff White)作; 詹蕎語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198 典藏世界圖書館: 從古文明至21世紀的絕美知識殿堂巡禮詹姆斯.坎貝爾(James W.P. Campbell), 威爾.普萊斯(Will Pryce)作; 黃煦甯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2896204 從0到億!社畜也能財務自由: 我「23歲/沒背景/沒資歷」,用6年打敗死薪水,提早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迫佑樹著;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259 征服阿茲海默症: 從病變基因、造假風波到藥物研發,與疾病對抗的最前線戰士,如何幫助患者及其家人找到解方下山進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266 磚建築全書: 從古文明至21世紀的磚頭美學與榮耀詹姆斯.坎貝爾, 威爾.普萊斯作; 陳卓均, 常丹楓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2896273 喝到改變世界的酒醉現場: 金字塔是用啤酒建造的、甘迺迪被刺時保鑣宿醉中......原來歷史是喝出來的!Benoît Franquebalme作;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327 大和日常美學時尚穿搭: 江戶人其實很潮!從平民到花街藝伎、藝人到武士貴族,用現代插畫解析浮世繪流行文化撫子凜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334 動出高智能的運動遊戲,10歲前才是關鍵!掌握黃金成長期,讓孩子建立自信,越動越聰明柳澤弘樹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358 不可能的任務: 創造心流、站上巔峰,從25個好奇清單開始,破解成就公式史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著; 楊景丞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471 有錢人都在實踐的財富教養學: 懂得賺錢的大腦是靠後天訓練的!啟動致富思維的6堂知識課加谷珪一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518 化解衝突的高效溝通: 當爭論產生,你選擇戰鬥還是逃跑?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法,讓彼此關係更緊密伊恩.萊斯里(Ian Leslie)作; 李翊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532 歷史Z咖搞什麼!法國皇室變裝玩伴、希特勒的鋼琴家...改變世界的都是偉人旁的小人物,75個超有事真相爆料= Le dentiste de Napoleon,l'indic de Jules Cesar...75 figures de l'ombre qui ont influencé l'histoire德爾芬.加斯頓(Delphine Gaston)著; 詹文碩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6549 愛沙尼亞.解密全數位王國: 一張數位身份證就能超越GAFAM!從全球首創雲端治理成功模式,解讀數位化矛盾與未來維歐蘭.尚波提耶.德.里伯(Violaine Champetier de Ribes), 尚.斯畢里(Jean Spiri)作; 李靖晴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176 蹽溪過嶺: 黃國書書法創作展= Traversing Rivers & Mountains: th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Huang Kuo-Shu.黃國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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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4522 病毒病毒,我不怕! 林敏雲文; 鄭琇文圖 精裝 1

9789869124539 大腳走臺灣 林敏雲文; 陳佩娟圖 精裝 1

9789869124546 兔子的早餐 林敏雲文; 吳若嫻圖 精裝 1

9789869124553 形狀的奇幻旅行 林敏雲文; 蔡季嫻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14630 文法入門=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grammar 劉毅修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14647 演講式英語=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eeches 劉毅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14654 Vocabulary 5000 劉毅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14661 Vocabulary 10000 劉毅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14678 Vocabulary 22000 劉毅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314685 Vocabulary fundamental 劉毅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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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38

墨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儒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16053 Readers & players: amazing tracing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060 Readers & players: A to M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077 Readers & players: N to Z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084 Readers & players: world adventure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091 Readers & players: our community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107 Readers & players: numbers 1 to 20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114 Readers & players: crazy doodle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121 Readers & players: colors & shapes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145 Activity book-write & wipe: all about me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152 Activity book-write & wipe: ready for school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6267016169 Activity book-write & wipe: my busy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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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22966 金融市場技術分析(暢銷經典版)= Technical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rad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約翰.墨菲(John J. Murphy)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622973 金融市場技術分析(暢銷經典版)= Technical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rad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約翰.墨菲(John J. Murphy)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622980 股市放空獲利術. 2: 歐尼爾放空實戰守則= Short-selling with the O'Neil disciples: turn to the dark side of trading吉爾.莫萊爾斯(Gil Morales), 克利斯.凱馳(Chris Kacher)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22997 約翰.聶夫談投資= John Neff on investing 約翰.聶夫(John Neff), 史蒂文.明茲(Steven L. Mintz)著; 陳儀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7314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說讀寫4 in 1 何誠作 平裝 1

9789860607321 高中選修物理. III, 波動、光及聲音 林靖, 劉家齊作 平裝 1

9789860607338 國中三年級. 1, 自然 陳鎮州, 林靖作 平裝 1

9789860607345 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 1 彭誠, 柏源誠作 平裝 1

9789860607352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何誠作 平裝 1

9789860607369 高中選修生物. III 殷琴, 亦潔作 平裝 1

9789860607376 國中考前總複習. 自然. B 劉家齊, 徐緯, 東言彥, 廖豆豆, 陳威銘作 平裝 1

9789860607383 國中考前總複習. 自然. A 劉家齊, 徐緯, 東言彥, 廖豆豆, 陳威銘作 平裝 1

9789860607390 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盧澔, 黃鴻作 平裝 1

9786269502004 高中選修歷史. 1 周泰作 平裝 1

9786269502011 高中選修地理. 1 鄭瑞, 何騰勝作 平裝 1

9786269502028 素養秘笈: 打造基礎英文閱讀力 安希亞作 平裝 1

9786269502035 新國寫高分速成 陳漢編著 平裝 1

9786269502042 New!高中英聽一聽就懂 名師學院編輯群作 平裝 1

9786269502059 必考英文單字 一背就會 盧克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02059 必考英文單字 一背就會 盧克作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02066 必考英文單字 一背就會 盧克作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02066 必考英文單字 一背就會 盧克作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02073 必考英文單字 一背就會 盧克作 平裝 第3冊 1

9786269502073 必考英文單字 一背就會 盧克作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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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19828 爸媽最安心的嬰幼兒副食品: 專業營養師為寶貝量身打造的副食品全書宋明樺, 林俐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835 拉近親子距離的PLUS加分對話: 用九型人格讀懂孩子的心陳思宏, 游紫華著; 楊雯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866 孩子愛生氣、易分心,不是他的錯!: 透過100個小細節練習,培養孩子專注力及情緒穩定李靜, 王應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6

學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0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寰宇知識科技



9789863641841 造型戚風層層圖解 丘涵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858 星級主廚的西式居家料理: 西式料理So easy,在家也能擁有大師級的好廚藝蔡明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865 輕鬆學時尚法式甜點 許少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872 早粥午飯晚煲湯 劉冠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896 糕餅麵食寶典: 國寶級師傅60年經驗傳授,不藏私解答150個製作糕餅麵點的技巧與問題呂鴻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08204 東窗別照 善願淨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8228 讚啦!我成為印尼語導遊了! 小K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8235 高電壓塑膠電容材料開發及應用 李炤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2016 橫山USR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畫成果專輯. IV: 在地.環保.創新.永續ALL IN ONE= SHU-TE University Hengshan USR green connotation action project. IV盧圓華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3084 跨域設計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21第十四屆=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and Industrial-Academic Collaboration. 2021 the 14th江幸芳, 鍾佳穎, 鄭淳瀞, 高珮芝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963091 設計與產業學報. NO.18= Journal of design and properties丁亦真主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52009 千萬種愛的形式: 傳遞感動時刻從樹德開始. 第3卷, 109學年服務學習成果專書顏世慧, 陳玟瑜, 陳瑞霞執行編輯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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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52023 2022解密 梵華印象: 雍容大雅 噶瑪寺木雕唐卡展洛本天津仁波切, 江文義合著; 盧圓華主編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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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569150 舊約聖經釋義: 方法、步驟與實例應用 曾宗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181 莫非心語靈修伴讀365: 在永恆中,讀你 莫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9198 與馬偕同遊淡水的綠波蕩漾: 馬偕新觀 林鴻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204 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 但以理書 陳琇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9303 為禱告而生: 傾聽救主祈禱 活出禱告生命 馬克.瓊斯(Mark Jones)著; 高阿丹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1937 我真正的家,就在當下: 一行禪師的生命故事與教導= At home in the world: stories and essential teachings from a monk's life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一葉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1968 愛的光源療癒: 修復轉世傷痛的水晶缽音樂療法內山美樹子MIRA著; 洪玉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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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樹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樹德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澹廬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橫山USR專案推動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課服組



9789869110792 書道傳心法: 澹廬書會第五十三次會員展作品= The 53rd exhibition of Dan-Lu Calligraphy Society collection of works胡大智, 林俊光, 徐長春, 李建德, 徐靜國, 程銘洲, 席秀月, 楊淑華, 林美智, 學研小組執行編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41813 你知道的太多了: 欠錢可以不還、年金可以不繳、法庭可以喊價、和解可以再告、借名可以侵占、勞保可以害人-這是什麼荒謬劇?!不~這是我們的法律!施宇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1820 高敏敏教你這樣吃最營養、補最多! 高敏敏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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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3981 這是為什麼?: 「右」難及成因 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580940 夢幻紳士. 怪奇篇(珍藏版) 高橋葉介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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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3056 北一喜多捕物帖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3087 LEVEL 7 宮部美幸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73094 克蘇魯的呼喚 H.P.洛夫克拉夫特作; 田邊剛畫;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3124 克蘇魯的呼喚 H.P.洛夫克拉夫特作; 李彥樺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7073131 文身 岩井圭也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3148 平面犬 乙一著; 龔婉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7073162 平面犬 乙一著; 龔婉如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7073179 奧杜邦的祈禱(經典回歸版) 伊坂幸太郎著; 張智淵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7073186 大江戶火龍改 夢枕貘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73209 狂骨之夢 京極夏彥著; 蔡佩青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7073216 狂骨之夢 京極夏彥著; 蔡佩青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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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75629 我創業,我獨角. no.3: #精實創業全紀錄,商業模式全攻略= UNIKORN startup.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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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93064 會跳舞的大象: 裕森的葡萄酒短篇(經典暢銷版)林裕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3507 開瓶: 裕森的葡萄酒飲記(經典修訂版) 林裕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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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93712 發酵吧！葡萄汁：種植 芙勒.歌達(Fleur Godart)作; 居絲汀.桑洛(Justine Saint-Lô)繪; 黃詩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729 發酵吧！葡萄汁：釀造 芙勒.歌達(Fleur Godart)作; 居絲汀.桑洛(Justine Saint-Lô)繪; 黃詩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736 發酵吧!葡萄汁. 1, 獨立酒農的明日葡萄園= pur jus芙勒.歌達(Fleur Godart)作; 居絲汀.桑洛(Justine Saint-Lô)繪; 黃詩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743 發酵吧!葡萄汁. 2, 獨立酒農的明日酒窖= Pur jus: la vinification nature芙勒.歌達(Fleur Godart)作; 居絲汀.桑洛(Justine Saint-Lô)繪; 黃詩雯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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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93781 走近中醫(健康升級版): 對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唐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93798 用腦品酒: 葡萄酒「品」什麼?頂尖侍酒師精心設計,給飲者的感官基礎必修課,由外而內整合你的「品飲腦」!= テイスティングは脳でする中本聰文, 石田博作; 平田利之繪; 陳匡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866 時尚設計全書: 時尚歷史、品牌潮流、靈感研究、織品開發、設計過程、發表求職,給時尚設計師的全方位求生指南= Fashion Design丹尼斯.安東(Denis Antoine)作;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873 水彩調色與技法: 認識顏料特性與調色原理,學習運用11種基礎色創造出最大色彩範圍,建立個人專屬調色盤伊莎貝.侯洛芙(Isabelle Roelofs), 法比安.佩堤里雍(Fabien Petillion)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3903 一人食光: 小廚房也能輕鬆做,50道好吃又好拍、兼顧健康又暖心的輕食料理,我家就是咖啡館,自煮時代的優雅生活提案!曲文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獨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獨売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獨立作家



9789864593934 世界料理解構聖經 Keda Black, Abi Fawcett, Marianne Magnier-Moreno, Vania NikoIcic, Orathay Souksisavanh, Jody Vassallo, Laura Zavan著; 林雅芬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943 塵三作品集2017-2021= Chen San collection 2017-2021塵三[作] 精裝 1

9789868869950 塵三畫冊= Chen San 陳慕白主編 精裝 1

9789868869967 塵三作品集= Chen San collection 陳慕白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6791 劉墉帶你走進故宮的鎮館三寶 劉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6426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國文(教師用). 1-4冊 陳靜宜, 黃信銘, 蔡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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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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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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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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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1287 國民小學課本Hooray. 第二冊= Hooray student book. 2英語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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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1331 Play with ABCs: 國民小學英語低年段跨領域活動本. 第四冊賴玉倩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6263121348 Play with ABCs: 國民小學英語低年段跨領域活動本. 第二冊張于玲 初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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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1652 國民小學課本Hooray. 第四冊= Hooray student book. 4英語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50 高中無敵講義.數學(教師用). 4B 何俊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867 高中無敵講義.數學. 4B 何俊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1997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 6下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00 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 數學(教師用). 4A 黃天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017 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 數學. 4A 黃天賜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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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206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公民.II, 民主政治與法律王韻茹, 吳瑟致, 林玫君, 林義鈞, 邱子宇, 殷瑞宏, 張紹斌, 曾昭愷, 黃源銘, 羅承宗編撰委員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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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戰歷屆試題. 自然. 101~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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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穎川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羲之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9786263122260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4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77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6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84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6 林詩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291 國小作文小博士. 3下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 陳彗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07 國小作文小博士. 4下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 陳彗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14 國小作文小博士. 5下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21 國小作文小博士. 6下 杜麗絹, 鄭碧招, 閻如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38 寒假國數大滿貫. 1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45 寒假國數大滿貫. 2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52 寒假國數大滿貫. 4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69 寒假國數大滿貫. 5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376 寒假國數大滿貫. 6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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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2413 國小生活課堂練習. 2下 生活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20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 4下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437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 5下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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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2451 寒假國數大滿貫. 3年級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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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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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教師用). 4 張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67 超級翰將講義. 自然. 4 張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581 Here We Go. 進階養成篇 初版 平裝 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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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2628 Here We Go. 基礎養成篇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22635 Here We Go. 發音養成篇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3122642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659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666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673 社會作業簿.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680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697 社會作業簿.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03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10 社會作業簿.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27 新無敵自修. 自然. 4 何錫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58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765 數學作業簿.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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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2833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40 數學作業簿.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57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64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71 國小社會自修.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888 國小社會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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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2925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2下(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32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2下(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49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4下(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56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4下(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63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5下(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70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5下(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2987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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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014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21 國小國語自修.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38 國小國語自修.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45 國小國語自修.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52 國小國語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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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083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090 國語作業簿.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06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13 國語作業簿. 2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20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37 國語作業簿. 4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44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51 國語作業簿. 5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68 贏戰考前30天. 自然(教師用) 蔡醇龍, 陳揚, 林千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175 贏戰考前30天. 自然 蔡醇龍, 陳揚, 林千裕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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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311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6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28 國小數學講義. 6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35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教師用).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342 自然與生活科技作業簿.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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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380 國小數學自修.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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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458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數學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465 贏戰試屆盃主題式12週講義. 數學(教師用) 陳宗樺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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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519 國小國語自修.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502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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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557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564 國小實力評量. 生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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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588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與生活科技.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595 國小生活課堂練習. 1下 生活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01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6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18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6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49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教師用). 6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56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 6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63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6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670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6 陳震昌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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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3823 國小社會自修.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830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公民與社會學習寶典. II芥子, 林聖凱, 曾露瑤, 黃同展, 葛小璇, 劉炳勛, 鄭詠霖編著初版 平裝 2

9786263123915 品格主題書: 尊重: 洋洋的金卡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946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953 國語作業簿.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3977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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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004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數學. 4A董展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011 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教師用). 6 張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028 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 6 張文山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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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080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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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103 國小數學自修. 6下 黃金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10 贏戰考前30天. 社會(教師用) 林均, 李志忠, 李若妡, 方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27 贏戰考前30天. 社會 林均, 李志忠, 李若妡, 方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34 生活作業簿(教師用).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41 生活作業簿.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58 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 數學(教師用). 2 黃天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165 高中階段式教學講義. 數學. 2 黃天賜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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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202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教師用). 6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219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 6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226 新無敵自修. 數學. 6 林錦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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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271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6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01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1下(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18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1下(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25 贏戰考前30天. 國文(教師用) 吳兆斌, 周雅心, 鍾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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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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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363 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 6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70 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教師用). 6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394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教師用). 6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00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 6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17 國小生活自修. 1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24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 6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31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教師用). 6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48 贏戰關鍵60天. 數學甲 殷灝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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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486 贏戰考前30天. 英語(教師用) Nana Dai編修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493 贏戰考前30天. 英語 Nana Dai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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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530 贏戰考前30天. 數學(教師用) 孟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547 贏戰考前30天. 數學 孟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592 社會作業簿(教師用).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608 社會作業簿.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646 新無敵自修. 自然. 6 何錫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660 國語作業簿(教師用).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677 國語作業簿.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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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714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6下(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721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6下(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738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教師用). 6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745 國中A++資優專用講義. 數學. 6 林柏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752 新無敵自修. 數學. 2 林錦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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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790 新無敵自修. 社會. 6 吳承泰, 劉鎮銘, 于珊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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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4820 國小實力評量. 數學.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837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歷史. 2陳秀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851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數學甲. 下(教師用)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868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數學甲. 下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929 贏戰會考衝刺模擬題本 初版 其他 1

9786263124936 新無敵自修. 社會. 2 吳承泰, 劉鎮銘, 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943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教師用).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950 超級翰將國中國文講義. 2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967 國小數學講義(教師用).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974 國小數學講義.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4998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數學(教師用). 2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01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數學. 2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18 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教師用). 2 宋裕審訂; 劉文裕修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25 教學式講義國中國文. 2 宋裕審訂; 劉文裕修訂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32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教師用). 2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49 超級翰將國中數學講義. 2 陳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56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教師用). 2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63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公民. 2 曾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70 高中無敵講義. 數學(教師用). 2 何俊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87 高中無敵講義. 數學. 2 何俊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094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3下(甲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00 國小社會自修.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17 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 3下(乙本)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24 國小實力評量. 國語.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31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教師用). 2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48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地理. 2 林鏡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55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教師用). 2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62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2 王佳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79 國小實力評量. 社會.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186 新無敵自修. 國文. 2 翰林國文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16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 2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23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地理(教師用). 2 柯晏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30 國小國語自修.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47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數學. 2董展宏, 柯智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54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教師用). 2 陳怡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61 新無敵試題寶典. 國文. 2 陳怡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78 數學作業簿(教師用).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85 數學作業簿.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292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公民與社會. 2陳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08 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 2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15 超級翰將國中自然講義(教師用). 2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46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教師用). 2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53 新無敵試題寶典. 自然. 2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60 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 2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77 教學式講義國中自然(教師用). 2 翰林自然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84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教師用). 2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391 教學式講義國中數學. 2 翰林教科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407 國小數學自修.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414 自然科學作業簿(教師用). 3下 翰林作者群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421 自然科學作業簿. 3下 翰林作者群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476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教師用). 2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483 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歷史. 2 蔡豐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490 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期考試題挖挖哇. 地理. 2藍冠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506 無敵自修. 高中數學. 2 林志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513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 2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520 新無敵試題寶典. 數學(教師用). 2 陳宗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551 新無敵自修. 自然. 2 陳俊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568 贏戰關鍵60天. 地理 尹齊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575 翰林版無敵筆記式自修高中英文. 2 蔡任翔, 陳琪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599 贏戰關鍵60天. 歷史 楊智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605 國小實力評量. 自然科學.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612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教師用). 2 汪藍, 弗利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629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歷史. 2 汪藍, 弗利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650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 3下 自然科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667 國小自然科學自修. 3下 翰林作者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2570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公民與社會學習寶典. I張世緯, 曾露瑤, 羅婷, 劉怡婷, 王青樹, 劉炳勛, 胡湘珍, 品溱編著初版三刷 平裝 2

9786263125797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地球科學 藍秀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39346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四冊 陳文隆, 蘇芳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39353 導覽解說實務 陳珮真, 鍾碧蔙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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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71193 資訊社會學2.0 王佳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7202 用心.顧厝: 不動產研究 黃靖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7219 從刑事政策及風險管理論醫病關係 陳鏡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7226 重寫中國: 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中國敘事(1920-1945)羅詩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57233 權湘詩藏新 石之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310

送存冊數共計：315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蘆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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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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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23948 你看到了什麼 保冬妮著; 洪俊繪 精裝 1

9789864523955 我和影子 保冬妮著; 馮建霞繪 精裝 1

9789864523962 身體上的洞洞 保冬妮著; 李蓉繪 精裝 1

9789864523979 和泡泡一起飛 保冬妮著; 抱抱小枕頭繪 精裝 1

9789864524099 最新全年形音義訓練日記 蔡有秩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4105 最新全年形音義訓練日記 蔡有秩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4112 新編句子柔軟操 賴慶雄作 平裝 1

9789864524129 字音字形競賽試題完全解析. 國中組 李雅萍編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524136 斑馬生活在城市 王一梅作; 加布里爾.王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30469 王淑芬X雅菲,手感禮物提案20+: 創意機關、夢幻插畫,萌萌手作表心意王淑芬, 雅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1671 金魚路燈的邀請 侯維玲文; 王書曼圖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3286 生活中的數學. 1, 飼養員的任務: 破解動物園裡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大衛.克萊姆森(David Clemson)文; 連緯晏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3309 生活中的數學. 2, 發現大海怪: 破解深海裡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大衛.克萊姆森(David Clemson)文; 連緯晏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4047 科學不思議. 1, 昆蟲量體重 吉谷昭憲文.圖; 邱承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4054 科學不思議. 2, 尾巴大調查 犬塚則久文; 大島裕子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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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575037178 繪本動起來 王淑芬作; 陳怡今道具製作.插畫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185 繪本100+輕鬆打造英語文法力 李貞慧著; 水腦繪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7192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 發展正向性格,培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的恆久能力保羅.塔夫(Paul Tough)著; 張怡沁譯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208 學習就像終身幼兒園 米契爾.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著; 江坤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7215 學思達增能: 張輝誠的創新教學心法 張輝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7222 閱讀裡的生命教育: 從繪本裡預見美麗人生 劉清彥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7239 溫美玉數學趴 溫美玉, 王智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7246 溫美玉備課趴. 2: 閱讀理解延伸寫作 五卡教學實錄溫美玉, 王智琪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253 溫美玉社會趴 溫美玉, 王智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7260 愛的生存遊戲: 引導孩子做對選擇、遠離危險的安全課羅怡君, 單信瑜著; iamct繪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277 媽媽財務長的幸福理財學: 給孩子一生受用的金錢價值觀陳怡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7376 我想做個好父母 蔡穎卿文.圖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383 大腦的主張 洪蘭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390 競爭實力: 台灣百萬大學生如何由人力變人才 蕭富元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06 閱讀,動起來: 借鏡國際成功經驗 看見孩子微笑閱讀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策劃.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68 讓孩子安心做自己 李坤珊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75 做孩子的學習好夥伴: 超級老師王文華,給親師的20道學習錦囊王文華著; 水腦插圖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499 掉進兔子洞: 幸佳慧帶路,跟著經典童書遊英國幸佳慧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05 在家啟動創造力: 55個超簡單的親子手作,拼拼貼貼玩出好教養!Selena Hung(洪淑青)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12 情緒教養,從家庭開始 楊俐容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29 30招,教出高EQ小孩 楊俐容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36 親師SOS: 寫給父母、老師的 20 個教養創新提案蘇明進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43 有效閱讀: 閱讀理解,如何學?怎麼教? 鄭圓鈴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50 河馬教授說故事: 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 張文亮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67 翻轉教育: 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何琦瑜, 賓靜蓀, 陳雅慧等<>雜誌編輯部文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574 發現孩子的亮點 詹志禹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628 走進長襪皮皮的世界: 探訪瑞典國寶級作家,永遠的林格倫幸佳慧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635 這樣因材施教,就對了!: 認識9大氣質,揭開孩子的天賦密碼張黛眉著; 薛慧瑩繪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642 學習,動起來. 1, 英國: 創造力的學習 陳雅慧文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659 學習,動起來. 2, 上海: 思考、提問、表達的學習許芳菊文 一版 其他 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親子天下



9789575037680 洪蘭老師開書單. 2, 悅閱人生: 44本好書,分享教育趨勢、大腦科學、內省心靈與多元視野洪蘭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697 漸凍人生又怎樣?: 我胡庭碩,自己的人生自己扛!胡庭碩故事; 李翠卿書寫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03 記得這堂閱讀課: 偏鄉教師楊志朗用閱讀翻轉孩子的人生楊志朗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10 掌握0-6歲27個關鍵第一次: 輕鬆理解寶寶的身體、情緒與認知發展陳珮雯ㄝ, 李宜蓁, 張瀞文等親子天下編輯部著; 陳怡今繪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27 生涯探索,SOS!: 發現潛能、追逐夢想,給青少年父母的陪伴守則楊俐容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34 青春期,SOS!: 給青少年父母的情緒、學習、教養對策楊俐容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7741 在愛裡,我逆著光飛翔: 音樂夢想家黃裕翔的成長故事黃裕翔故事; 李翠卿書寫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58 帶你長大: 讓孩子在愛和信任中成長 李坤珊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65 徐玫怡的Mother Style: Meiyi’s育兒手記,展現自我的媽媽風格徐玫怡文字.繪圖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72 世界的微笑: 純真與感動的瞬間 許培文字.攝影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796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從預防、控制到治療,黃瑽寧醫師給父母的安心提案黃瑽寧著; 王佩娟繪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02 有效提問: 閱讀好故事、設計好問題,陪孩子一起自我探索陳欣希, 陳育健, 林意雪等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19 翻轉教育2.0: 從美國到臺灣動手做,開啟真學習何琦瑜, 賓靜蓀, 陳雅慧, 林韋萱, 張益勤, 王韻齡合著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26 一張紙做一本書: 每個人都能上手的超創意小書 王淑芬教你輕鬆做!王淑芬作; 陳怡今手工書插畫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33 華人育兒百科 長庚兒科精英醫療團隊, 周育如合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57 愛還是錯愛: 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 顏擇雅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64 小雨麻的副食品全紀錄: 158道寶寶超愛的當令食譜,過敏兒這樣吃也沒問題!小雨麻著;陳怡今繪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71 學‧思‧達 張輝誠的翻轉實踐 張輝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88 跟著王宏哲,早期教育SO EASY: 0-3歲Baby聰明帶的84個技巧王宏哲著; 王佩娟, 陳怡今繪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895 戒吼媽: 挑戰21天不生氣的教養提案 Jaguar小姐, <>編輯群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01 一張紙做立體書 王淑芬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18 分數之外的選擇: 陳安儀的教育實驗手記 陳安儀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25 孩子們,玩創作!: 孩子是天生的藝術家,隨時隨地啟動創造力洪淑青(Selena Hung)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32 美力,孩子看不見的競爭力 詹秀葳故事提供; 謝其濬採訪撰稿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49 聽寶寶說話: 幫助0-6歲幼兒建構一顆好用的腦袋!周育如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56 有你,更能做自己 鄧惠文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63 賴馬家的52週生活週記簿 賴馬, 賴曉妍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70 親師SOS2: 交心: 啟動孩子的內在動機 蘇明進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87 繪本大變身!: 152個情境遊戲玩出大能力 袁巧玲著; nicaslife圖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7994 發燒免驚!搞懂流感、腸病毒，小兒生病不心慌黃瑽寧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07 電影裡的愛情學分: 51部電影,陪孩子談情說愛李偉文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21 小雨麻的100道馬克杯料理,上桌！ 小雨麻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38 我的草根翻轉: MAPS教學法 王政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45 溫美玉備課趴: 情緒表達與寫作的雙卡教學實錄溫美玉, 彭遠芬, 段淑如, 李佳茵, 李郁璇, 林怡君, 徐培芳, 楊沛綸, 魏瑛娟作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52 情緒教育,怎麼教?家校攜手,共讀共玩的50+提案<>編輯部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69 遊戲式學習: 啟動自學X喜樂協作,一起玩中學!侯惠澤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76 請問長庚醫生: 好吃好睡好健康,嬰幼兒關鍵照護100+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醫學中心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83 請問長庚醫生: 頭好體壯愛學習,學齡兒身心教養100+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醫學中心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090 請問長庚醫生: 長高成熟轉大人,青春期重點守護100+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醫學中心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06 一張紙玩一首詩: 紙玩+寫詩 簡單做出禮物書 王淑芬著; 陳怡今繪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13 明日教育: 大膽想像 學習的未來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20 不太乖世代: 不是叛逆,更不是反骨,而是堅持乖乖做自己!蘇仰志, 陳慧婷, 親子天下雜誌編輯群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37 科學玩具自造王: 20種培養創造力、思考力與設計力的超有趣玩具自製提案金克杰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51 教養不必惱,自然就好: 只求全心陪伴,不必當完美父母洪蘭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68 自主閱讀: 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 史蒂芬.克拉申(Stephen D Krashen), 李思穎, 劉英著; 林俊宏譯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75 光光老師專注力問診室: 滿足生理發展,破解教養關卡,向分心說再見!廖笙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82 我的過動人生: 昆蟲老師吳沁婕的追夢日記 吳沁婕圖.文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199 教室裡的阿德勒: 人生三角柱裡的處世智慧 溫美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205 小熊媽親子學英語私房工具101+ 小熊媽(張美蘭)著; Nic徐世賢繪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212 教得少學更多: 孩子學英文,這樣開始!讓有興趣的聽和讀,激發能活用的說與寫陳超明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229 老師,是孩子遲來的父母: N位夥伴Ｘ蘇文鈺的熱血連線蘇文鈺故事書寫; 盧諭緯採訪整理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236 不孤單,一起走: 體制外教師曲智鑛的教育思索曲智鑛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250 教出閱讀力(2017暢銷增修版) 柯華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8267 玩具大變身: 99組情境遊戲＋5款桌遊,玩出93項幼兒發展大能力袁巧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8274 成長性思維學習指南: 幫助孩子達成目標,打造心態致勝的實戰教室安妮.布魯克(Annie Brock); 希瑟.韓德利(Heather Hundley)著; 王幸蓮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8281 為未來而教: 葉丙成的BTS教育新思維 葉丙成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8298 科學玩具自造王. 2, 動手做大百科 金克杰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311 五味屋的生活練習曲: 用態度換夢想的二手商店張瀞文, 顧瑜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8328 小雨麻極簡育兒提案: 打造輕省卻心靈自由的減法生活小雨麻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342 愛,無國界: 台灣孩子.荷蘭父母的收養故事 王美恩(Neien Wang)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359 培養Super小讀者: 引導孩子讀懂文章,優遊書海樂無窮!柯華葳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366 柚子醫師雞婆診療室: 兩代育兒Ｘ親子教養,44則診間記事陳木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380 準媽媽心靈解憂書: 備孕、待產到育嬰,來自孕產醫師的70個減壓處方亞歷山德拉.沙克斯(Alexandra Sacks, M.D.), 凱瑟琳.波恩朵夫(Catherine Birndorf, M.D.); 張怡沁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403 晨讀10分鐘: 人物故事集 王文華選編; 達姆, 李士欣插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410 被遺忘的孩子 瑞安儂.納文(Rhiannon Navin)著; 卓妙容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427 設計思考: 從教育開始的破框思維 <>編輯部,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台灣Design For Change團隊作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434 愛的教養讀心術: 20個圖畫心理測驗遊戲,探索孩子的真實內在邱寶慧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441 報告!這裡沒有校長室: 印度河濱學校的七堂課,化知道為做到的熱血教育許芯瑋, 上官良治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5038533 薩提爾縱深對話 學思達團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038564 別當完美父母B+就夠好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571 家有學前兒: 友善寶寶親子遊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588 家有學前兒: 教出EQ好寶寶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595 家有學前兒: 玩出聰明創意腦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01 寶寶生活: 好好睡覺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18 培養生活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25 教養小書包: 培養自律10關鍵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32 理財教育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49 大腦與學習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56 玩出數學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63 培養口語表達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70 新手父母實戰: 第一次出遊準備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87 教養小書包: 數位管教10原則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694 餐桌上的食育課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717 家有學前兒: 玩出英語好感度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724 教養小書包: 生活裡的理財課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731 親⼦玩中學.52個週休提案: 北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748 親⼦玩中學.52個週休提案: 中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755 家有學前兒: 生活好習慣養成術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762 家有學前兒: 常見小兒病氣居家照護法. 上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786 家有學前兒: 一次打擊 換季過敏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09 家有學前兒: 建立我能感,走過叛逆期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16 家有學前兒: 跟著蒙特梭利學教養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30 教出不怕輸的小孩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47 斷捨離,父母該知道的放手教養學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54 搞定婚姻,教養加分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61 教養小書包: 睡出學習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78 家有學前兒: 父母常弄錯的健康迷思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85 打通閱讀理解關卡 培養愛看書的小孩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892 寶寶生活: 好好吃飯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908 實驗教育選校指南(北部地區)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915 教出情緒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922 搞定青少年 青春期父母預備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939 人際力 教出擁有同理心與溝通力的孩子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946 聽出英語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977 家長必讀: 親師合作的溝通關鍵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8984 教養小書包: 培養自信表達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028 寶寶生活: 開發五感的10堂才藝課. 上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035 寶寶生活: 開發五感的10堂才藝課. 下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066 文創基地X博物館邊玩邊學10個好所在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073 教養小書包: 教出好禮貌實用10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080 教養小書包: 好好生氣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097 教養小書包: 正念教養15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03 教養小書包: 改正壞脾氣,提升情緒表達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27 教養小書包: 學會時間管理. 上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34 教養小書包: 幼小銜接關鍵準備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41 教養小書包: 用愛管教,有效獎懲6原則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58 教養小書包: 10招培養愛書小孩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65 寶寶生活: 遊戲開發五感能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72 學習實戰: 多運動,擊退學習無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89 教養小書包: 學會時間管理. 下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196 教養小書包: 挫折抵抗力10堂課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02 教養小書包: 10招與青少年溝通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19 新手父母實戰: 幫寶寶洗澡 第一次就上手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26 教養小書包: 培養自立負責的孩子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33 教養小書包: 找到孩子的天賦才能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40 新手父母實戰: 0歲開始,親子共讀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57 看見搗蛋行為背後的原因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64 給孩子的時間管理學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71 家有學前兒: 常見小兒病氣居家照護法. 下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295 親⼦玩中學.52個週休提案: 東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18 家有學前兒: 好好表達情緒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32 品格教育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49 完全認識華德福教育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56 終結回家功課戰爭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63 分齡教養,養出自律兒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70 教出好禮貌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87 家有學前兒: 小心!生活裡的安全地雷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394 聰明教養9種氣質小孩. 下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417 玩出大能力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424 黃瑽寧醫師教養小講堂: 爸媽不怕,與孩子一起長大黃瑽寧著 其他 1

9789575039448 實驗教育選校指南: 中、南、東部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493 親師溝通 完全指南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其他 1

9789575039509 <>常春藤名校教師給高中生的16個入學申請建議許雅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039875 最有梗的元素教室: 週期表君與他的元素小夥伴上谷夫婦著; 李沛栩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6263050044 超科少年. 7, 特斯拉 好面, 友善文創漫畫; 胡佳伶撰文 第一版 其他 1

9786263050051 超科少年. 8, 愛達 好面, 友善文創漫畫; 胡佳伶撰文 第一版 其他 1

9786263050709 我要找回我的帽子 雍.卡拉森(Jon Klassen)文.圖; 柯倩華譯 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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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51102 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 3, 冬日篇: 雪人融化了 凱蒂.柯本斯(Katie Coppens)文; 荷莉.哈塔姆(Holly Hatam)圖; 劉握瑜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157 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 4, 春日篇: 世界地球日 凱蒂.柯本斯(Katie Coppens)文; 荷莉.哈塔姆(Holly Hatam), 安娜.奧喬亞(Ana Ochoa)圖; 劉握瑜譯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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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051249 要站哪一邊? 黃郁欽文.圖 精裝 1

9786263051324 瞎掰舊貨攤 鄭宗弦文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3051331 瞎掰舊貨攤 鄭宗弦文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051379 一樣不一樣: 斑傑明.馬利的找找遊戲書 賴馬文.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423 神奇柑仔店. 11, 失控的最強驅蟲香水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430 神奇柑仔店. 12, 神祕人與駱駝輕鬆符 廣嶋玲子文; jyajya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447 怪獸幫你收拾房間! 潔西卡.馬丁奈羅(Jessica Martinello)文; 葛雷果.馬畢爾(Grégoire Mabire)圖; 黃聿君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1454 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 3, 冬日篇: 雪人融化了 凱蒂.柯本斯(Katie Coppens)文; 荷莉.哈塔姆(Holly Hatam)圖; 劉握瑜譯其他 1

9786263051461 小艾的四季科學筆記. 4, 春日篇: 世界地球日 凱蒂.柯本斯(Katie Coppens)文; 荷莉.哈塔姆(Holly Hatam), 安娜.奧喬亞(Ana Ochoa)圖; 劉握瑜譯其他 1

9786263051478 象什麼 張東君文; 黃麗珍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1485 綠野蛛蹤 楊維晟文; 黃麗珍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1492 蟲小練武功 楊維晟文; 林芷蔚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6263051508 蟲來沒看過 楊維晟文; 蔡其典圖 第三版 平裝 1

9786263051522 機密任務. 3, 代號V,用愛的料理決戰吧! 姜景琇著; 簡郁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539 最有梗的人體教室: 針筒兄弟與他們的器官小夥伴上谷夫婦圖文; 李沛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6263051584 微生物悄悄話. 1, 嘿!我是細菌,地球生命演化始祖白明植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1591 微生物悄悄話. 2, 嘿!我是病毒,地表最強變身大師白明植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1607 微生物悄悄話. 3, 嘿!我是真菌,大地最稱職清潔員白明植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1614 微生物悄悄話. 4, 嘿!我是原生生物,奇形怪狀小精靈白明植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1621 要站哪一邊? 黃郁欽文.圖 其他 1

9786263051645 反螢幕特攻隊 勒妮雅.馬卓文; 弗羅宏.貝居圖; 尉遲秀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1652 德拉拉牙科診所 尹談曜文.圖; 葛增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6263051737 我家的美味時間 童嘉文.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4340 人權的條件: 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沙茲(Philippe Sands)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25026 台灣門神圖錄(專業典藏版) 康鍩錫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625057 空中看古厝: 從建築格局到裝飾工法,空拍照、透視圖、紅外線攝影,深度導覽68棟台灣經典古厝康鍩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5125 吃的台灣史: 荷蘭傳教士的麵包、清人的鮭魚罐頭、日治的牛肉吃法,尋找台灣的飲食文化史翁佳音, 曹銘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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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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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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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92518 象棋神示卡操作手冊 聖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2532 學會象棋占卜必備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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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9664 在世界的每一天: 閱讀與書寫.生命敘事文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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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03643 四十二章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626950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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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9562404 解惑: 證嚴法師答客問. 三, 人生智慧與修養篇 釋證嚴講述; 靜思僧團輯錄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62411 靜思法髓妙蓮華: 譬喻品第三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6269562442 靜思語歌集 阿鏜作曲; 釋德慇, 林芳寬策劃製作 初版再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8802 作品的故事 蘊育的美景 許志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42142 佛說千佛洪名寶懺. 卷上, 過去莊嚴劫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2159 佛說千佛洪名寶懺. 卷中, 現在賢劫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2166 佛說千佛洪名寶懺. 卷下, 未來星宿劫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2173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其他 1

9789577942180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577942197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 環遊世界超讚! 慕凡(林琼(瓊)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942203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 精裝 1

978957794221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受生經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42227 法華三經: 無量義經.妙法蓮華經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靜簏苑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靛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15

送存冊數共計：216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70742 發現台指選擇權的<> 黃培碩, 張庭彰, 王癸元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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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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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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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192181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數學甲教學講義. 下黃森山, 陳清風, 董涵冬, 方璞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198 國文補充講義. 2 陳盈州, 曾茗嫄, 蘇莉閔, 江伊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192228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 6 唐婉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81186 陳聖天(藍天老師)職人手作麵點 陳聖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81193 陳聖天(藍天老師)職人手作日誌 陳聖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209 烘焙女王的黃金30天減重手帳 麥田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216 烘焙女王的減重日記 麥田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481223 極簡甜點工作室!手作餅乾、法式點心專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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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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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8510 量子哲學引領企業成功= With quantum physics to corporate success克里斯恬.布蘭德(Christiane Brand), 羅伯.諾利姆.迪赫(Robert Noriam Diehl), 卡斯滕.穆勒(Carsten Müller)原著; 優善時空波U-SUN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38527 量子哲學引領企業成功= With quantum physics to corporate success克里斯恬.布蘭德(Christiane Brand), 羅伯.諾利姆.迪赫(Robert Noriam Diehl), 卡斯滕.穆勒(Carsten Müller)原著; 優善時空波U-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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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81580 大肚悠遊導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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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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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4525 宇宙天國. 首部曲, 神魔宇宙 彌勒皇佛作; 彌勒開慧神譯 平裝 1

9786269524532 十方宇宙彌勒諸佛行讚 彌勒決賢神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優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優美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溪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龍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善時空波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嶺東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523 Ôm chặt Khỉ Chậm Chạp; Hugging the slow monkeyTrần Anh Tuệ[作]; Hà Quốc Dục[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47633 可。已愛: 林可LINK純愛寫真 林可LINK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795 無上印心佛法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覺妙地明總編輯 精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71802 張慧茲HUI TZU畫冊: 生態之美視覺藝術 以畫為伴妝點生活張慧茲著作 平裝 1

9786269571819 張慧茲HUI TZU畫冊: 生態之美視覺藝術 以畫為伴妝點生活張慧茲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3855 馬背上的舞步: 非洲奇緣 洪玉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233930 愛我: 以愛之名,殺人無形 亞斯莫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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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21697 幸福渡假村 高小敏編著 2版 其他 1

9789863721819 尋生(緣起) 弈繁著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2326 蕃薯之聲廣播電台之恆春兮思想攲 鄭志文製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0348 汝窯新發現= New discoveries in Ru Kiln 王南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59553 思想史. 10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9980 法哲學: 自然法研究 陳妙芬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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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60405 123生台灣 陳盈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60429 被統治的藝術: 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 宋怡明著; 鐘逸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0481 敦煌卷子 國家圖書館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60559 台灣新文學史(十週年紀念新版)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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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天下

嘉義基督教醫院早療管理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欣發創客科技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報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線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繆司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9789570860566 台灣新文學史(十週年紀念新版)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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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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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篇核心古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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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61105 堂吉訶德 塞萬提斯著; 楊絳譯 三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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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61242 免疫權威醫師每天都喝的抗病蔬菜湯: 5種食材就能做!每天一碗,喝出最強抗病力藤田紘一郎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303 猶太人. 二部曲: 無國、無家、非我族類,遊蕩世界的子民歸屬何處(西元1942-1900)西蒙.夏瑪(Simon Schama)著;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310 中國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著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61327 在其他世界: 史碧瓦克文化政治論文選 蓋雅翠.史碧瓦克(Gayatri C. Spivak)著; 李根芳譯注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334 西遊記 吳承恩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861358 傷心困頓時,還好繪本接住了我: 寫給為人生焦慮困惑的你,撫慰心靈的30堂繪本課李貞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402 天光雲影共徘徊: 歐麗娟品讀古詩詞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861419 天光雲影共徘徊: 歐麗娟品讀古詩詞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861433 線上學習新視界. 高中篇 彭宗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440 為什麼不愛了: 更多自由卻更少承諾的愛情,社會學家的消極關係報告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著; 翁尚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457 荷蘭阿克馬起司市場 茹絲寶(Roozeboos)著; 賴嘉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61464 不平等的樣貌: 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張優遠(Teo You Yenn)著; 方祖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471 做自己,為什麼還要說抱歉? 林依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549 最後的海上獵人 廖鴻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617 「國際傳播」國際化 李金銓等著; 陳楚潔, 黃順銘, 李紅濤, 宋韻雅, 袁夢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624 餃子十兄弟 揚逸(Larissa Fan)著; 吳欣芷(Cindy Wume)繪; 賴嘉綾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861648 打造財富方舟: 疫情衝擊後的世界經濟脈動全面解析,把握關鍵機遇,你就是贏家!詹姆斯.瑞卡茲(James Rickards)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846 腰痛難民: 好不了的腰痛,可能是重大疾病的徵兆!池谷敏郎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61853 記疫共同體 王長江, 忽思慧, 李舵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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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期化力量訓練系統: 達成訓練目標最有效的實務指引,從訓練項目、順序、強度到頻率,美國名人堂教練與運動醫學專家教你打造穩定優化運動表現的訓練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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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50140 當女孩成為貨幣: 一位社會學家的全球超富階級社交圈臥底報告,揭開以性別、財富與階級不平等打造的派對勞動產業赤裸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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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heroic journeys to recovery凱瑟琳.吉爾迪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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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50225 開運大預言&福虎年開運農民曆. 2022 雨揚老師著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263 攀登的奧義: 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 The meaning of mountaineering: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late 19th century European thinkers詹偉雄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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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ヘルタースケルター岡崎京子著; 謝仲其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317 製衣 山本耀司著; 彭盈真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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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50355 隔離島= Shutter island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作; 尤傳莉譯 四版 平裝 1

9786263150362 義大利為什麼能誘惑世界三千年：從神話到時尚、由極度痛苦到極致創造，探討義式熱情的起源、表現與對西方文明的影響黛安.黑爾斯(Dianne Hales)著; 高子梅譯 一版 其他 1

9786263150379 義大利為什麼能誘惑世界三千年: 從神話到時尚、由極度痛苦到極致創造,探討義式熱情的起源、表現與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La passione: how Italy seduced the world黛安.黑爾斯(Dianne Hales)著; 高子梅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393 圖解建築入門= ゼロからはじめる建築の(歴史)入門原口秀昭著;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5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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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150416 解剖時間: 從科學、哲學、歷史到個人經驗,我們如何看待、研究與感受時間,思考時間的真實與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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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不易受傷、行動自如的身體梁友瑋(山姆伯伯)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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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送存冊數共計：35

聯聖企管顧問



9786263150430 齊瓦哥醫生的祕密信差= The secrets we kept 拉娜.普瑞斯考(Lara Prescott)著; 力耘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454 製衣 山本耀司著; 宮智泉採訪; 彭盈真譯 二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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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50485 生而為人的13堂數學課= Mathematics for human flourishing蘇宇瑞(Francis Su)著; 畢馨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150522 全彩圖解!動畫製作基礎知識大百科: 元老級動畫師親自作畫講解,制作流程、數位作畫到專業用語全方位入行攻略= アニメーションの基礎知識大百科 増補改訂版神村幸子繪著; 孫家隆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577 如何扭轉氣候災難: 人為力量的介入能否逆轉自然浩劫?來自各大環境災難前線的直擊報導,看人類如何運用科技與智慧應對地球危機= Under a white sky: the nature of the future伊莉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著; 余韋達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584 彼得2.0: 我不會死去,而是即將進化。全球首位賽博格回憶錄= Peter 2.0: the human cyborg彼得.史考特-摩根(Peter Scott-Morgan)著; 孟令函譯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591 地圖之外: 47個被地圖遺忘的地方,真實世界的另一個面貌= Off the map: lost spaces, invisible cities, forgotten islands, feral places, and what they tell us about the world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著; 黃中憲譯二版 平裝 1

9786263150607 不要忘記我= Ne m'oublie pas 艾莉克斯.噶杭(Alix Garin)著; 吳平稑譯 一版 平裝 1

9786263150614 我是賽伯格--彼得2.0：從漸凍進化到終極自由，全球首位完整半機器人回憶錄彼得.史考特-摩根(Peter Scott-Morgan)著; 孟令函譯一版 其他 1

9786263150669 地圖之外: 47個被地圖遺忘的地方,真實世界的另一個面貌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著; 黃中憲譯二版 其他 1

9786263150683 激情= The passion 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著; 葉佳怡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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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707410 誰是小蘋果 許添盛口述.導讀.繪圖; 管心執筆 初版 精裝 1

9789860707472 賽斯讓你成為命運的創造者 王季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707489 <<不藥而癒. 3>>有聲書. 第3輯 王怡仁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7496 <<靈魂永生>>有聲書. 第10輯 許添盛主講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07519 矽谷水果哥的躁鬱人生 楊志仁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96372 巴里之眼 玉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389 隧道裡的亡靈 綠光, 玉筆, 墨水馨, 卡卡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396 開啟CP戀愛模式 風夜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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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uache paintings by Kuo Ying郭櫻作 平裝 1

9789860653823 「唯美不言」郭櫻膠彩畫集= "Beauty without words" gouache paintings by Kuo Ying郭櫻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3658 難經: 鬼臾區 吳再得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923665 難經: 鬼臾區 吳再得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923672 難經: 鬼臾區 吳再得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923689 難經: 鬼臾區 吳再得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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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7795 「公法輕鬆學」有聲書 趙達瑜, 劉豈銓, 宋海儀, 厲志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17795 「公法輕鬆學」有聲書 趙達瑜, 劉豈銓, 宋海儀, 厲志光編著 初版 其他 2

9786269546206 沙鹿老街廟宇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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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46220 阿雄攝影紀錄 林文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6237 沙鹿六路、晉江寮廟宇護照: 朝順宮 蔡君逸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駿燁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1107 科學引流賺錢手冊首部曲: 內化思維心法 陳寬鴻編著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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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89534 夜晚的遊樂園 林信吟, 蔡依庭, 何旻翰文.圖 平裝 1

9789869989541 我是一個紙箱 林信吟, 何旻翰圖.文 精裝 1

9789869989558 一點兒: 繪本生活誌= On bite picture books salon謝旻琪, 陳品靜, 古曼均, 孫筱亞, 楊宇琁, 何宏文, 陳玟佑, 李芳琳, 劉芷妤, 王若伊, 林于勝, 黃冠撰稿; 古曼均, 孫筱亞總編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0009 邱育千的生命故事: 我的一千零一夜 邱育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263 約翰書信: 約壹 約貳 約叁 呂沛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56077 Poetry and pictures 程盛雄(Francis S Cheng), 許昭彥(John Hsu)作 平裝 1

9789860656084 楚山 翊青著 平裝 1

9789860656091 第二面孔 翊青著 平裝 1

9786269513000 沿江村.綠衣 空同著 精裝 上冊 1

9786269513017 沿江村.綠衣 空同著 精裝 下冊 1

9786269513031 重走淘金路 沈志敏著 平裝 1

9786269513048 愛情嗎啡.尋回2.5秒的心動 朱維達著 平裝 1

9786269513055 另類哲學論 山中來人著 平裝 1

9786269513062 劍舞輪迴= Sword Chronicle Setsuna著 平裝 第3冊 1

9786269513079 變異的維納斯 顧日凡著 平裝 1

9786269513086 愛情元素 韓牧著 平裝 1

9786269513086 愛情元素 韓牧著 平裝 2

9786269513093 地老天荒: 劉向陽詩選 劉向陽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78313 蹦蹦甜點 潘妤梵文; 薏蒂蕬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27618 廣告文案水平辭堂: 以鑲嵌修辭為前導的文本分析、教學與創作邱順應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7601 廣告文案水平辭堂: 以鑲嵌修辭為前導的文本分析、教學與創作邱順應作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27625 廣告文案水平辭堂命名別冊: 台灣房產建案命名的水平修辭分析與創作邱順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鴻恆行銷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禮婕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單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歸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點點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嚮往影響力投資平台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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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04139 太乙金華宗旨: 天心金丹秘法 天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272401 不入後宅入朝堂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2418 不入後宅入朝堂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2531 掌心寵 上薰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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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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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73620 富家嬌兒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2 -9

9789865273620 富家嬌兒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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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送存冊數共計：3

藏美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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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73897 夢見相公後我穿越了 春野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903 成親這麼難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910 反轉棄婦命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3927 反轉棄婦命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3934 非凡千金之珍珠滿福妻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941 來到古代破奇案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3958 來到古代破奇案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3965 來到古代破奇案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3972 來到古代破奇案 白玉樓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3989 幫夫小戶女 米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3996 夫君要滅我全家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009 夫君要滅我全家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016 夫君要滅我全家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023 夫君要滅我全家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4030 夫君要滅我全家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4047 小牛醫娘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054 失憶後錯撩王爺 霜竹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061 失憶後錯撩王爺 霜竹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078 失憶後錯撩王爺 霜竹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085 醫家嗣子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4092 醫家嗣子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4108 醋夫寵妻 朝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115 咱倆和離是祕密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122 農女有福孕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139 農女有福孕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146 農女有福孕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153 農女有福孕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4160 農女有福孕 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4177 貴命小通房 醉明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4184 貴命小通房 醉明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4191 霉女喜嫁 裘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207 大王心頭朱砂痣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214 富甲衣方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221 富貴青梅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238 錦衣御食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245 錦衣御食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252 錦衣御食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269 錦衣御食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4276 錦衣御食 林上清寒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274283 靠山是隻狼 冰豆咖啡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290 靠山是隻狼 冰豆咖啡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306 靠山是隻狼 冰豆咖啡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313 貴夫幫轉運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4320 貴夫幫轉運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4337 穿越全靠王爺罩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344 穿越全靠王爺罩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351 穿越全靠王爺罩 九月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368 賜嫁短命爺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375 竹馬不開竅 花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382 竹馬不開竅 花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399 竹馬不開竅 花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405 竹馬不開竅 花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4412 追妻寵成災 墨時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4429 追妻寵成災 墨時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4436 繼妻要和離 蕭荷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443 繼妻要和離 蕭荷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450 繼妻要和離 蕭荷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467 爬牆逗妻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474 私房寵 心月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4481 私房寵 心月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274498 有夫萬安 夢難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504 靠著鍋鏟養全家 玉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511 靠著鍋鏟養全家 玉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528 靠著鍋鏟養全家 玉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535 靠著鍋鏟養全家 玉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4542 追妻忙撒錢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559 奴役皇商夫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274566 小廚娘 和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274573 小廚娘 和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274580 小廚娘 和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274597 小廚娘 和音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274603 領旨來沖喜 梨寶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274610 領旨來沖喜 梨寶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78507 慢色= Late colours 林憲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233 睡眠障礙與老化失智 何豐名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12255 點燃台灣文學的火種: 彭瑞金與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王國安, 李敏忠, 李敏勇, 張靜茹, 陳鴻逸, 陳瀅州, 彭瑞金, 葉連鵬, 蔡孟文, 鄭烱明作; 鄭邦鎮主編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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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3306 自然的代價(增編插畫全新版) 吉祥尊者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492199 金融市場概論 黃志典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492212 國際財務管理= Fundamentals of multinational financeMichael H. Moffett, Arthur I. Stonehill, David K. Eiteman著; 周麗娟譯六版 平裝 1

9789865492229 金融科技2.0: 基礎與應用 翁禮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492243 司法社會工作: 理論與實務 張憶純, 郭世豐, 顏玉如, 張錦麗, 彭南元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492250 國際金融概論 黃志典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492298 諮商新手知多少: 第一次諮商實習就上手 喬虹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群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124

豐創投資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教諮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闐空文化工作室



9789865492304 發展心理學 陳易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437 蔡仁厚教授紀念集: 慶壽紀念聯璧 蔡仁厚教授紀念集編輯委員會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5905 空軍三重一村: 祕寶探索筆記 柯善容, 黃怡萱圖文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31144 勤武秘錄: 矛槍槍譜 羅國鶴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931151 武學笈集: 長劍劍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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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1786 實用百搭休閒手作包 楊雪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11793 達人的手作名牌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企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77200 零失敗!療癒手作布小物: 小布立大功X怎麼縫都可愛郭雅芬(CoCo)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821 陳澄波全集. 第十三卷, 論評. II=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3, comments. II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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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22845 陳澄波全集. 第一卷, 油畫=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 oil painting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852 陳澄波全集. 第十八卷, 年譜=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8, chronicle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869 燠溽與呼愁: 陳水財藝評文集= from sultriness to hüzün: collected art reviews陳水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883 臺灣美術全集. 第39卷, 劉耕谷= Taiwan fine arts series. 39, Liu Geng-Gu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890 陳澄波全集. 第十卷, 相關研究及史料=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0, related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906 陳澄波全集. 第十一卷, 文稿、筆記=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1, writings and notes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913 浮生畫記 蔡莉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4091 星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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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0956 流體向度: 後疫情下漂移的地方感= Fluid: displacement under the pandemic邱建銘, 范嘉恩, 梁育瑄, 陳巧筠, 陳劭彥, 梁宗佑, 顏群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2607 爺爺過生日 姜鴻逸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2614 卦山味蕾散步 黃筱雅, 丁韋森, 丁俊甫, 葉瑜芳, 李伊云, 王芊筑, 史秉叡文.圖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2621 聽見風的時候閉上眼 吳柏賢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6269512638 在黑夜抓蛇 陳育萱文; 林達祐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壞壞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國鶴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鵝湖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樂肆貳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識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境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家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10651 尋找天賦與熱情: 職涯難題的分析與解答 洪澤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10668 第一次設立公司就上手: 開設流程與內行門道 馮繼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10682 第一次結婚就上手: 熱門婚顧教你打造理想婚禮陳韻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910699 第一次買車就上手: 給入門者的購車指南 黃韋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3503 大人學英文: 聽懂印度腔英語的系統化訓練 陳湘陽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643510 工程師的職涯經營指南 彭建文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7054048 借刀殺人中學 楊鐵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7054055 八尺門的辯護人 唐福睿著 平裝 1

9786267054079 最後的魔術家族 吳威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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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12899 霧峰向日葵家園寵物表演與管理教材 吳思妤, 吳佳軒, 李慈悅, 張騰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61001 大和日記: 西日本 小林賢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01784 Set love free: female sexuality as a subversive agency in Lord Byron's Don JuanCheng-Fen Chen(陳正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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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01944 紀實攝影,我的2019-2021: 張守為作品=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bout 2019-2021: works by Chang Sow Wei張守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01968 數位影像式高解析度薄板表面瑕疵快速檢測系統開發陳俊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802031 Lico Dino(student book) by Corrinne Tzeng(曾麗風) 第六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802048 Lico Dino by Corrinne Tzeng(曾麗風) 第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802055 力克GEPT全民英檢初級. 1 Lifeng Tseng, Difeng Chueh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802062 A key to grammar. 3 editor Corrinne Tzeng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2621 我不是自己的 陳函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638 一切皆有可能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Elizabeth Strou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676 萬物皆有裂縫 阿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676 萬物皆有裂縫 阿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683 潮聲 薛好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713 愛情創傷來自童年創傷: 走出受害者、拯救者、加害者的陰影與複製黃惠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720 無齡世代: 創造理想的老後 林靜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744 蝴蝶的重量: 沙克絲詩選 奈莉.沙克絲(Nelly Sachs)著; 陳黎, 張芬齡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768 願你擁有憤怒的自由 叢非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775 開刀房的溫暖: 外科醫師的同理與傾聽 賴俊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2805 無言歌 崔舜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鯨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61318 大佛頂首楞嚴經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1115 觀音心 妙善情 陳金龍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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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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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681499 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望三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9528905 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望三山作 初版 平裝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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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28981 靈能覺醒: 傻了吧,爺會飛 打殭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28998 糖都給你吃 墨西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6269542406 糖都給你吃 墨西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42437 投資一定有風險 本生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42451 談愛傷感情 莫斯卡托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2468 靈能覺醒: 傻了吧,爺會飛 打殭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42475 靈能覺醒: 傻了吧,爺會飛 打殭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9542482 雙面巨星 滅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42499 糖都給你吃 墨西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6269555307 糖都給你吃 墨西柯作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6269555314 MSN: musician solitude novelist JittiRain作; 舒宇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6269555321 MSN: musician solitude novelist JittiRain作; 舒宇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9555338 MSN: musician solitude novelist JittiRain作; 舒宇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767910 高駿華印拓 高駿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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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50763 周易探究. 上經 王春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50770 周易探究. 下經 王春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008 臨床試驗的統計設計與分析: 原則與方法 Weichung Joe Shih, Joseph Aisner著; 施維中,許根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022 神聖的媒介: 一個佛教寺院媒介實踐的民族誌研究馮桂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053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 晚清卷 王建朗, 黃克武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0643077 佛光山建築浮雕圖像之研究 釋永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43091 中文概念史談藪 鍾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102 阿布杜熱施德.伊布拉欣中國紀行 阿布杜熱施德.伊布拉欣著; 馬強, 韓小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09119 經貿臺灣與大歷史 林滿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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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朧月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0

瓏丁藝文工作坊

寶嚴國際文教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錸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魔豆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01053 神使劇場: 花的幻想鄉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01060 光之祭司 香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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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641918 周易的刑法文章解密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1925 正好的民法選擇題. 基礎篇 林政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1932 台灣冤案實錄: 洗冤 江元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1949 好齊x好多!總複習. I. 2020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1956 我想唸刑法總則實務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1963 好齊*好多!總複習. II. 2020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1987 大荒遺冊: 三秀 YANG著 一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574642014 這是一本證券交易法解題書 希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038 海商法爭點地圖 許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045 就是這本智慧財產法體系+解題書 張律師, 韋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052 這是一本商事法解題書 果殼, 果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076 格鬥!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共人力資源管理 良文育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083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凱風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642106 就是這本社會學體系+解題書 莎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113 藍星沙的社會學 藍星沙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642151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選擇題 尹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182 這是一本移民法規選擇題 泰米, 陸羽, 謝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642199 就是這本刑事訴訟法概要體系+解題書 施正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205 就是這本民事訴訟法概要體系+解題書 薏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212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關鍵實務 蘇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42229 供奉: 虎樹門卷 貓頭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243 善用智財管理協助公司治理. 入門篇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574642366 台灣冤案實錄: 泣冤 江元慶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1561 推理破案王: 祕密殺人事件簿 羅亮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31592 星座X血型X生肖讀心術大揭密 六分儀編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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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4327 考古雜誌 葉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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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4846 人魚能不能上岸 李笭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853 古祠高樹: 夏眉小說集 夏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860 台北.夜.店 許人杰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877 打造僑務工作4.0: 從駐泰數位外交經驗到全球僑務工作智能化童振源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884 正午 小惑星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891 母親的肖像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07 妥善照服,還有我陪你: 來自癌末病房2A30的溫暖記事老么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14 忘川盡: 音如夢 慕容紫煙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21 明月千山路 周典樂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38 玫瑰心結 綺莉思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45 星之森 Eckes著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體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讀享數位文化



9789864454952 疫情副作用: 新冠肺炎下的職業棒球 卓子傑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69 執靈怨 庚晴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76 被一朵花召喚 琹川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83 逐日填滿,不定期氾濫 陳育律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4990 森: 楊淇竹詩集 楊淇竹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003 福瑞斯之城 廣吾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010 導讀莫言 楊小濱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027 燈尾集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034 錯舷 唱無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041 戲劇譚叢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058 鵲橋的想像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249 Yes.史瓦帝尼 班柯希(Buhlebenkhosi Dlamini), 陳瑩峰(Ean Chen)作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256 下一次鳳凰花開 瑪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263 玄靈的天平: 白虎宿主與御儀靈姬 秀弘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270 好牛.好年.好運: 林煥彰詩畫集 林煥彰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287 老年維特的煩惱 顏瑜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294 李登輝學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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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455300 刺脊山莊 班傑明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17 居服員對白: 王亞茹詩集 王亞茹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24 法式麵包佐中國普洱: 吐槽跨國婚戀!今天你抓狂了沒有?奇拉.蘇拂來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31 信仰書店: 洪逸辰詩集 洪逸辰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48 病毒無公休: 陳秀珍詩集 陳秀珍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55 神的祕密: 革命之後 大漠倉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62 神劍傳奇 張一弘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79 邃古的寧靜 葉含氤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86 親愛的6c精神科書寫 周牛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393 鄉愁在柳川古道 妍音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09 德吉洛魔法商店: 獻祭羔羊的慘劇 山梗菜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16 超越雙軌的朵拉 小葉欖仁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23 善提經: 鬼道品 言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30 郵購、喬琪、虱目魚: 桂花飄香的南瀛時光 艾莉雅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47 朝向漢語的邊陲: 當代詩敘論與導讀 楊小濱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54 陰陽判官生死簿. 貳: 西風蕭颯 秀霖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61 偷刣豬的阿忠歐吉桑 邱傑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5492 願為星海 佐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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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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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5560 借火集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577 待綠集 徐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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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5591 燈籠集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07 進香集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14 鞭痕集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21 混凝土與詩人: 2019-2020 易人禾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38 命、風、歌 林若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45 奔海: 台灣智庫二十年 石牧民, 王聖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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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5683 島國人語 章良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690 台灣華俳精選 洪郁芬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706 聽夜在說話 蔡沐橙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713 遇到巴列霍 陳秀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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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5744 輪迴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751 無題的問句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782 小船兒上的天窗: 大時代的小城故事1954-2016 馬文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11 新政治經濟學: 理論與政策的解析 林佳龍, 洪振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28 赤腳狂奔 唐寅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35 懸空的椅子 唐寅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59 時間的傻姑娘 唐寅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66 時間的去處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73 原野的呼聲 徐訏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80 十八甲阿公 邱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5997 人生若只如初見 徐磊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6017 竹掃帚博士 圓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6031 星星的孩子 陳銘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6048 陰差實習生 貓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055 出町柳 小村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062 我在日本的24hr: 街頭巷尾的常民生活日誌 陳威臣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079 命、風、歌: 冬曲 林若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086 待綠集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093 美好生活的兩個臺灣實踐樣本+ 藺桃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09 借火集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16 島國人語 章良我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23 混凝土與詩人: 2019-2020 易人禾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30 進香集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47 輪迴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54 燈籠集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61 鞭痕集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78 願為星海 佐緒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85 顯微鏡下: 賴欣詩集 賴欣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192 藤騷亂 陳建佐Chazel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6208 Cy Twombly的郵戳 少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6215 藥草飄香看星星 是風不是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6239 時空之外: 非馬新詩自選集. 第五卷(2013-2021)非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6246 人生若只如初見 徐磊瑄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253 小船兒上的天窗: 大時代的小城故事1954-2016 馬文海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260 台灣華俳精選 洪郁芬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277 竹掃帚博士 圓角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284 赤腳狂奔 唐寅九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291 星星的孩子 陳銘堯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307 時間的去處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314 時間的傻姑娘 唐寅九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321 無題的問句 徐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338 華緣綺語: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師生創作集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策劃; 王萬象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345 遇到巴列霍 陳秀珍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6352 電影的口音: 賈樟柯談賈樟柯 白睿文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692907 浴火鳳凰: 楊小寧精選= Phoenix from the flames: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Yang Xiao-Ning楊小寧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81590 高中公民與社會複習週記 許和寧, 曾露瑤, 陳姿慧, 林貞君, 陳立偉, 賴柷宏, 淳以棋著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731712 丑時之女.異遊鬼簿. 2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736 妖火.异游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3

送存冊數共計：113

炘宸國際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笭菁工作室



9789860731743 妖火.異遊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767 死魂葬.异游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781 怨亡录.异游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11 禁死令.异游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59 血島獵殺.異遊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1873 末日審判.異遊鬼簿. 3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33938 百鬼夜行卷. 2, 水鬼 笭菁作 其他 1

9789860758016 百鬼夜行卷. 4, 火焚鬼(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8023 百鬼夜行卷. 4, 火焚鬼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0758146 詭軼紀事. 肆, 喪鐘平安夜 DIV(另一種聲音), 星子, 龍雲, 笭菁等合著 其他 1

9789860758153 百鬼夜行卷. 6, 黃色小飛俠 笭菁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1987 綠能小屋 許宜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502 情緒地圖 黃志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519 路跑筆記 陶以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526 舟衝浪艇 黃楗翔, 黃群倫, 林郁翔, 許進智, 凃瀞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0695540 你怎麼沒愛上你自己 陳志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9217 技術型高中數學B及第寶典 數學名師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6269519293 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應用文 蔡如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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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521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及第寶典. 6 陳櫻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22538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2 黃德壽, 池欣玲, 陳建森, 陳建樺, 詹恩華, 黃子榮, 蔡佩芩, 黃羽淳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6269522545 阿美族獨木舟: 開啟南島民族原鄉的一把鑰匙 林榮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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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28008 CCNA Voice專業認證手冊(640-460 IIUC) Jeremy Cioara等作; 遲丕鑫譯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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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張耀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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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許郁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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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寶典!李京美, 金銀璟, 尹貞心著; 陳盈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029111 實戰物聯網: 運用ESP32製作厲害又有趣的專題Agus Kurniawan著; CAVEDU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197 行為改變科學的實務設計: 活用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Stephen Wendel原著; 林玠里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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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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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29326 超人60天特攻本: 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111年統測適用)薛博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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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沈佩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371 IFRS+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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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程式設計實務 Marc Loy, Patrick Niemeyer, Daniel Leuck著; 莊弘祥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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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游子賢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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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29562 精通資料視覺化: 用試算表和程式說故事 Jack Dougherty, Ilya Ilyankou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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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碁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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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630 達成10倍效率的Google雲端工作術: 數位轉型x遠距工作平塚知真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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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othy L. Warner著; 林班侯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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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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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876 Illustrator超完美入門 高野雅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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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29913 Python遊戲開發講座. 進階篇: 使用pyGame 廣瀨豪著; 吳嘉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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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王薌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29944 Mapping Experiences看得見的經驗 James Kalbach著; 吳佳欣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29951 專家都在用的Google最強實戰: 表單、文件、試算、簡報、遠距與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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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5508 圖解Docker & Kubernetes的知識與使用方法 小笠原種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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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走車辨識x口罩偵測x雲端服務蔡宜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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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40056 房務實務 夏文媛, 王耳碧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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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Excel 2021/2019/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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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186 跨裝置網頁設計: HTML5、CSS3、JavaScript、Bootstrap5、jQuery、jQuery Mob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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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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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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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歐娜.海耶斯(Fiona Ha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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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240285 機器學習入門: 使用Scikit-Learn與TensorFlow 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292 Spring REST API開發與測試指南: 使用Swagger、HATEOAS、JUnit、Mockito、PowerMock、Sprint Test曾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08 Windows Server 2022系統與網站建置實務 戴有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15 秒懂行動網頁設計: Visual Studio Code+GitHub+Bootstrap5+CSS3+HTML5+Web App專案實作蕭國倫, 姜琇森, 陳璟誼, 董子瑜, 朱珮儀, 章家源著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22 觀光餐旅業導論 夏文媛, 吳錦芬, 尹淑萍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6263240339 Python遊戲開發入門講座 廣瀨豪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46 AutoCAD 2022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53 最新Python基礎必修課(含ITS Python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60 圖解資料庫的工作原理 坂上幸大著; 何蟬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77 黑帽Python: 給駭客與滲透測試者的Python開發指南Justin Seitz, Tim Arnold著; H&C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40384 網路時代人人要學的資安基礎必修課 Sam Grubb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391 第一次學SEO就上手 鈴木將司原著; 何蟬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407 為什麼是這樣?小孩超有趣自然科學圖解一點通!Old Stairs Editorial Team著;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414 PHP、MySQL與JavaScript學習手冊 Robin Nixon原著; 賴屹民譯 三版 平裝 1

9786263240421 第一次用Youtube行銷就上手 KYOKO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438 會計事務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適用人工記帳、資訊項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568 理解演算法: Python初學者的深度歷險 Bradford Tuckfield著; 陳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575 跟我學Windows 11輕鬆學習x快速上手 郭姮劭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582 管理資訊系統. 2022 朱海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599 樂高機器人創意寶典: 128種絕妙新組合 五十川芳仁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605 網路開店X拍賣王: 蝦皮來了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40612 精通資料分析: 使用Excel、Python和R George Mount著; 沈佩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636 Tensorflow.js學習手冊 Gant Laborde著; 楊新章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650 資料結構: 使用C 蔡明志著 五版 平裝 1

9786263240667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40674 Soft Skills軟實力: 軟體開發人員的生存手冊 John Z. Sonmez原著; 黃詩涵譯 二版 平裝 1

9786263240698 3分鐘超萌塗鴉畫起來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711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 2022版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728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完整呈現原尺寸等比例完成稿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40735 圖解IoT: 物聯網的開發技術與原理 坂東大輔原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0742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MVC 5.x範例完美演繹(適用Visual C# 2022/2019)聖殿祭司, 奚江華著 四版 平裝 1

978626324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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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766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 111年啟用試題林文恭, 葉冠君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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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4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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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40803 IFRS+IT經營管理e化實務 蔡文賢, 藍淑慧著 二版 其他 1

9786263240810 第一次學Excel VBA就上手: 從菜鳥成長為高手的技巧與鐵則たてばやし淳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827 第一次用macOS Big Sur就上手 井村克也原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834 圖解SQL查詢的基礎知識: 以MySQL為例 坂下夕里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841 Web:AI智慧生活應用 蔡宜坦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858 精通JavaScript: 導入現代程式設計原則 Marijn Haverbeke著; 黃詩涵譯 三版 其他 1

9786263240896 MOS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Microsoft Word Expert (Word and Word 2019): Exam MO-101王仲麒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902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教本: Windows 10+Ubuntu 18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作 二版 其他 1

9786263240919 會計事務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適用人工記帳、資訊項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926 影視後製全攻略: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適用CC)鄭琨鴻, 嚴銘浩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933 Excel VBA新手入門: 從基礎到爬蟲實例應用(適用Excel 2021/2019/2016)蔡文龍, 張志成, 何嘉益, 張力元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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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40957 HTML5、CSS3、JavaScript、Bootstrap5、jQuery、jQuery Mobile跨裝置網頁設計陳惠貞作 五版 其他 1

9786263240964 LibreOffice 7.x實用範例輕鬆學: Writer、Calc、Impress侯語彤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971 最新Python基礎必修課(含ITS Python國際認證模擬試題)蔡文龍, 張志成, 何嘉益, 張力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0988 黑帽Python: 給駭客與滲透測試者的Python開發指南Justin Seitz, Tim Arnold著; H&C譯 二版 其他 1

9786263240995 Spring REST API開發與測試指南: 使用Swagger、HATEOAS、JUnit、Mockito、PowerMock、Sprint Tesst曾瑞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1022 打造雲端作業系統: VMware vSphere4建置入門熊信彰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1039 最新Excel VBA基礎必修課: 程式設計與數據分析應用的最佳訓練教材(適用Excel 2021-2013)蔡文龍, 張志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6263241145 跟我學Windows 11暢快體驗x效率爆發 志凌資訊, 郭姮劭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1152 AutoCAD 2022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 林玉琪作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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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6263241176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四版 其他 1

9786263241183 ASP.NET Core打造軟體積木和應用系統 陳明山, 江通儒著 初版 其他 1

9786263241282 作業系統開發實戰手冊: 以開發一個視窗多工作業系統為例陳育書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6269518128 街區一直在: 地方生活感的來處 董淨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6269518135 地方兼業: 串接城鄉生活的橋樑 董淨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784

送存種數共計：122

送存冊數共計：122

裏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