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表日期:990409 送存圖書之清單下載報表

======================

預計出版 :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ALL

送存日

2009世運組委會 連絡人:邱慧 電話:(07)3373020 傳真:(07)3329295

郵遞區號:80203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釗涓總編輯 978-986-85949-1-3 2009世界運動會成果報告專書

9812 許釗涓總編輯 978-986-85949-0-6 2009世界運動會成果報告專書

總計: 2種 4冊

327不負責任採訪小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86020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勝街

47-2號1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327不負責任採訪小組作 978-957-41-6761-6 本來,不是這樣子的

總計: 1種 1冊

Airiti Press 連絡人:古曉凌s 電話:(02)29266006ext8238 傳真:(02)29235151

郵遞區號:23452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成功路

一段80號18樓

 E-mail:press@airiti.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王麗華作 978-986-84307-9-2 現代漢語構詞與詞類: 以作家作品為範例

9808 戴麗珠著 978-986-85182-7-8 詩與畫之研究

9812 邵東方作 978-986-85182-9-2 竹書紀年研究論稿

9901 翁德明著 978-986-6286-00-1 中世紀法文音韻的源頭與流變: 以第九至第十五

世紀之文學文本為例

9901 利傳田作 978-986-6286-02-5 空中阿拉伯語

9901 何信翰作 978-986-6286-04-9 泛露西亞詩學理論kap臺語現代詩研究

總計: 6種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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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kaku點子世界 連絡人:郭坤榮 電話:(07)5521487 傳真:(07)5526463

郵遞區號:81355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東門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郭坤榮著 978-957-28424-3-0 全球證券投資實驗與演練

總計: 1種 1冊

INK印刻文學 連絡人:江一鯉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路

800號13-3樓

 E-

mail:ink.book@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蕭夏(Claude Chauchard)著 978-986-6377-06-8 30天,年輕10歲

9901 林佛兒著 978-986-6377-07-5 島嶼謀殺案

9810 阿多弗.畢歐伊.卡薩雷斯

(Adolfo Bioy Casares)著; 張

978-986-6377-12-9 莫雷的發明

9810 麥家著 978-986-6377-14-3 風聲

9809 黃榮村著 978-986-6377-15-0 臺灣921大地震的集體記憶

9810 陳永興編著 978-986-6377-16-7 醫者情懷: 臺灣醫師的人文書寫與社會關懷

9810 明含著 978-986-6377-18-1 生命的奇遇

9901 林佛兒著 978-986-6377-19-8 北回歸線

9901 林佛兒著 978-986-6377-20-4 美人捲珠簾

9811 靜暘著 978-986-6377-21-1 雲彩飛揚: 凡塵中的不平凡

9811 高爾泰著 978-986-6377-22-8 尋找家園

9810 王珍一等著; 陳德昇主編 978-986-6377-23-5 昆山與東莞臺商投資: 經驗、治理與轉型

9902 里程著 978-986-6377-26-6 穿旗袍的姨媽

9903 鄭鴻生著 978-986-6377-29-7 母親的六十年洋裁歲月

9812 周夢蝶著 978-986-6377-30-3 風耳樓墜簡

9812 周夢蝶著 978-986-6377-32-7 有一種鳥或人

9812 周夢蝶著 978-986-6377-35-8 孤獨國: 還魂草: 風耳樓逸稿

9812 陳允元等著 978-986-6377-45-7 表情: 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二■■

九

9812 陳玉慧等作 978-986-6377-46-4 海神家族: 臺灣文學音樂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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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Tina Kuo文.圖 978-986-6377-48-8 你願不願意做我最好的朋友?

9812 江映瑤著 978-986-6377-50-1 熟女私日記

9812 古蒙仁著 978-986-6377-51-8 臺灣山海經: 國家公園生態文學之旅

9902 陳兆熙等著 978-986-6377-57-0 陳儀的本來面目

9903 童偉格著 978-986-6377-61-7 西北雨

9902 周志文作 978-986-6377-63-1 記憶之塔

9903 天野治郎著; 邱榮金譯 978-986-6377-64-8 上班族徒然草: 父親給孩子的200則工作提醒

9903 張善穎著 978-986-6377-65-5 十二個孩子的人生哲學

9904 王文娟著 978-986-6377-68-6 微憂: 那些無事在臺北走路時想起的小事

總計: 28種 32冊

Smart智富文化 連絡人:張志銘 電話:(02)25007977ext3851 傳真:(02)25001909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141號8樓

 E-

mail:gloria_yeh@bwne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邱沁宜著 978-986-7283-29-0 投資,越簡單越好賺: 邱沁宜的私房筆記

總計: 1種 1冊

Teddy Studio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1273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孔鳳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文桂川作 978-986-85960-0-9 夢幻之旅

總計: 1種 3冊

aaron-h publishing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

郵遞區號:80048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洛陽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亞倫.曲著 978-986-85907-0-0 北京的封印

總計: 1種 1冊

一品 連絡人:何宜臻 電話:(02)23880103ext215 傳真:(02)2388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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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街

一段37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張建昭主編 978-986-6721-52-6 會計師法典

9901 張甫任, 楊安城著 978-986-6721-54-0 公文寫作技巧

總計: 2種 2冊

一葉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706196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33號6樓

 E-mail:service@e-ye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善性導師講述 978-986-84332-1-2 六祖壇經直解

總計: 1種 2冊

一鳴文化 連絡人:劉烘謀 電話:(02)89315686 傳真:(02)86638291

郵遞區號:11681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一段55巷27弄18號2樓之1

 E-mail:ed16@ms6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珈璐編著 978-986-84070-5-3 智慧書: 真正使人成功的,不是聰明,是智慧!

9902 珈璐編著 978-986-84070-6-0 勵志書: 真正使人成功的,不是努力,是堅持!

總計: 2種 2冊

一德書會 連絡人:謝季雲 電話:(02)29426126 傳真:(02)26603217

郵遞區號:2357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秀峰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劉昭男等編輯 978-957-28869-4-6 經典.嘉句: 臺灣一德書會 日本沖繩縣書道美術振

興會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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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臺北聽奧籌委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72851

郵遞區號:1053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魯希文總編輯 978-986-85950-0-2 聲響 光彩 力動: 第21屆臺北聽障奧運會影像全記

錄

總計: 1種 1冊

二十一世紀 連絡人:翁天培 電話:(02)26642511 傳真:(02)26648448

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三段141巷24號4樓

 E-

mail:21stpublisher@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鬼馬星著 978-986-6424-21-2 迷宮蛛. 1, 1號歹徒

9902 鬼馬星著 978-986-6424-22-9 迷宮蛛. 2, 死刑犯的女人

9903 鬼馬星著 978-986-6424-23-6 迷宮蛛. 3, 王牌對決

9901 風十一郎著 978-986-6424-24-3 陸小嵐的故事

9902 林芃著 978-986-6424-25-0 雍正時空記之小綾清宮行

9903 風十一郎著 978-986-6424-26-7 吳美慈的故事

9903 卡爾.馬克思原著; 顧海良 978-986-6424-29-8 畫說.資本論

9903 卡爾.馬克思原著; 顧海良 978-986-6424-28-1 畫說.資本論

總計: 8種 8冊

二魚文化 連絡人:詹淑真 電話:(02)23699022ext14 傳真:(02)23698725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245號9樓之2

 E-mail:2fish@2-fishe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徐明達著 978-986-6490-25-5 廚房裡的秘密: 飲食的科學及文化

9812 焦桐著 978-986-6490-26-2 臺灣味道

9901 焦桐著 978-986-6490-27-9 在世界的邊緣

9812 葉剛總編輯 978-986-6490-28-6 北臺灣餐館評鑑. 2010

9901 林宜澐作 978-986-6490-29-3 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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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種 5冊

十方心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411351

郵遞區號:23580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自立路

29巷14弄18-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葉華鏞編著 978-986-85765-0-6 臺灣葉氏名人錄

總計: 1種 1冊

七月文化 連絡人:周思銀s 電話:(02)23930555 傳真:(02)23968004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南

路一段126-8號6樓

 E-mail:julyer@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蔡綺著 978-986-84676-4-4 美國二戰戰爭宣傳海報研究

總計: 1種 1冊

人人 連絡人:馬佩瑤 電話:(02)29183366 傳真:(02)29140000

郵遞區號:23145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橋路

235巷6弄6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海外

版編輯部著; 陳柏瑤譯

978-986-6435-24-9 曼谷

9901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海外

版編輯部著; 林安琪譯

978-986-6435-25-6 韓國

9901 劉川裕作 978-986-6435-26-3 臺灣絕美祕境

9901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編輯

部著; 廖梅珠譯

978-986-6435-27-0 長崎 豪斯登堡 博多

9901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編輯

部著; 張雲清譯

978-986-6435-28-7 東北: 小小奢華假期

9901 東京書籍出版編集部編; 張

雲清翻譯

978-986-6435-29-4 燒肉手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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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實業之日本社旅遊書海外

版編輯部著; 許懷文譯

978-986-6435-30-0 義大利

總計: 7種 7冊

人本自然文化 連絡人:戴世容 電話:(02)22182708ext15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吳九箴作 978-957-470-549-8 煩燒城中,盡是任性小孩: 讓你看清實相,也讓你改

變命運的21個覺

9812 黃奇卿作 978-957-470-552-8 口腔暨顏面美容醫學

總計: 2種 2冊

人事行政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555422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路

一段2-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編著 978-986-02-0785-9 主要人事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2冊

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

習中心

連絡人:魏彩鶯 電話:(049)2372027 傳真:(049)2352979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

村光明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

政研習中心編

978-986-02-1846-6 地方公務人員使用職能評鑑系統之行為分析與職

能課程規劃報告. 98年度

總計: 1種 2冊

人間 連絡人:陳乃慈 電話:(02)23898806 傳真:(02)23896996

郵遞區號:10846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長沙街

二段64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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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錢理群著 978-986-6777-13-4 中國知識份子的世紀故事: 現代文學研究論集

9901 張勇著 978-986-6777-14-1 摩登主義: 1927-1937上海文化與文學研究

總計: 2種 2冊

人間電視 連絡人:林中 電話:(02)87872311ext838 傳真:(02)87872333

郵遞區號:11087 地址:臺北市松隆路327號9  E-mail:maxlin@fg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覺念總編輯 978-986-81220-2-4 小沙彌歡喜看人間(注音漫畫版)

9902 覺念總編輯 978-986-81220-3-1 小沙彌歡喜看人間(注音版漫畫)

總計: 2種 2冊

人與植物學會 連絡人:張元毓 電話:(02)33664859 傳真:(02)23699085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四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中華民國人與植物學會總

編輯

978-986-84885-1-9 自然生態環境與健康效益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人類 連絡人:黃淑慧 電話:(02)22181000ext261 傳真:(02)22189191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路

115號5樓

 E-mail:human@m2.dj.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美琪等作 978-986-413-500-4 走進歷史看臺灣: 名人偉人錄

9812 唐炘炘, 黃淑姿, 吳佩珊改

寫; 趙珍, 劉麗琴繪圖

978-986-413-501-1 再讀一遍格林童話

9812 林韻華改寫; 小新插畫 978-986-413-502-8 再讀一遍安徒生童話

9812 賴佳慧, 唐淑霏, 顏毓莉文

字; 積木童畫繪圖

978-986-413-503-5 小故事大道理

9812 是非作; 奇兒繪圖 978-986-413-504-2 走進故事看臺灣: 傳奇與趣聞

9901 陳馨儀作 978-986-413-505-9 走進寶島看臺灣: 文化藏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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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張耀仁作 978-986-413-506-6 第一次說英語會話. 情境實戰篇

9902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圖

978-986-413-508-0 愛哭的雷龍

9902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圖

978-986-413-509-7 愛發脾氣的三角龍

9902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圖

978-986-413-510-3 愛嫉妒的迅猛龍

9903 廉脀叔作; 金怜彥繪 978-986-413-511-0 恐龍歷險記

9903 徐喜周作; 金怜彥繪 978-986-413-512-7 人體大探險

總計: 12種 12冊

人類智庫 連絡人:周小姐 電話:(02)22181000ext666 傳真:(02)22189191

郵遞區號:23145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橋路

235巷125號7樓

 E-

mail:service@humanbeing.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姜一錫作; 李俊熙圖; 徐若 978-986-6722-53-0 時光隧道探險記: 發明的故事

9811 姜一錫作; 李俊熙圖; 徐若 978-986-6722-54-7 時光隧道探險記: 發現的故事

9811 李東浩文.圖; 葉韋伶翻譯 978-986-6722-55-4 SOS!野生動物救援隊

9811 李聖雅文.圖; 郭秀華翻譯 978-986-6722-57-8 臉紅心跳性知識

9812 梁承旭文.圖; 李明賢翻譯 978-986-6722-58-5 侏羅紀恐龍世界

9812 梁承旭文.圖; 王慧琳翻譯 978-986-6722-59-2 希臘羅馬神話

9812 遠鑑文化編輯部編輯製作 978-986-6722-61-5 不可思議自然奇觀

9812 梁承旭文.圖; 李明賢翻譯 978-986-6722-62-2 三國英雄傳

9812 伊索原著; 黃淑慧故事改寫 978-986-6722-63-9 再讀一遍伊索寓言

9901 朴喜勇文.圖; 徐若英翻譯 978-986-6722-65-3 校園人氣王: 我是交友高手

9901 金勇哲文.圖; 徐若英翻譯 978-986-6722-66-0 校園孩子王: 我是領導人物

9901 遠鑑文化編輯部編輯製作 978-986-6722-67-7 不可思議科學異象

9812 (宋)司馬光原著; 人類文化

編輯部編輯製作

978-986-6722-68-4 圖說資治通鑑

9901 袁騰飛著 978-986-6722-71-4 兩宋風雲

9901 聽葉著 978-986-6722-73-8 都市風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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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5種 15冊

八正文化 連絡人:王麗瑾 電話:(02)23361292 傳真:(02)23361493

郵遞區號:1086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萬大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潔西卡.布洛迪(Jessica

Brody)作; 鄭淑芬譯

978-986-85057-7-3 忠誠吾愛

總計: 1種 1冊

八紅髮品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523320

郵遞區號:10354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民生西

路105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Pi-Yu Huang Baron 978-986-85910-0-4 Perm technique world

總計: 1種 1冊

力冠國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16048

郵遞區號:1068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四段76號5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黃馬琍著 978-986-86031-0-3 你知道嗎?頭皮在說話

總計: 1種 1冊

九十九度藝術中心 連絡人:楊孟庭 電話:(02)27003099 傳真:(02)27062298

郵遞區號:1068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一段259號5樓

 E-mail:99dac@99dac.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10 [徐鳴作] 978-957-29308-5-4 徐鳴畫集: 自然神韻的探求者. 2005

9511 [陳顯棟作] 978-957-29308-9-2 陳顯棟畫集. 2006

9702 [王公澤著] 978-986-83007-5-0 詩性經驗

9809 張雅芳總編輯 978-986-83007-6-7 陽光照到的所在: 許敏雄個展. 2009

總計: 4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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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逵商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08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同安街

97巷1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中國著 978-986-6495-04-5 紅樓夢本紀、世家與列傳: 紅樓夢中的人物、道

具與鬼魂

總計: 1種 1冊

九歌 連絡人:鍾欣純 電話:(02)25776564ext23 傳真:(02)25793056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12巷57弄40號

 E-

mail:hsinchun@chiuk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8011 釋證嚴 978-957-560-165-2 證嚴法師靜思語. 第二集

9903 余光中著 978-957-444-636-0 青青邊愁

9901 蔡文甫著; 蔡嘉驊圖 978-957-444-645-2 李冰鬥河神: 中國名人故事. 1

9901 廖輝英著 978-957-444-652-0 窗口的女人

9901 張耀仁著 978-957-444-653-7 親愛練習

9901 廖玉蕙著 978-957-444-654-4 純真遺落

9902 司馬中原著 978-957-444-655-1 司馬中原鬼靈經

9902 馬森主編 978-957-444-656-8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 臺灣一九八九-二■■三,

小說卷

9902 成英姝作 978-957-444-657-5 人間異色之感官胡亂推理事件簿

9902 黃國彬著 978-957-444-658-2 桌上暖香

9902 蔡文甫著; 蔡嘉驊圖 978-957-444-659-9 火牛陣: 中國名人成語故事

9902 陳義芝主編 978-957-444-660-5 席慕蓉精選集

9902 徐佳士著 978-957-444-661-2 冷眼看媒體世界

9903 馬森主編 978-957-444-663-6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 臺灣1989-2003, 小說卷

9903 駱以軍主編 978-957-444-665-0 小說選. 98年

9903 張曼娟主編 978-957-444-666-7 散文選. 98年

9903 傅林統主編; 許育榮等插畫 978-957-444-667-4 童話選. 98年
第 11 頁，共 653 頁



9903 傅佩榮著 978-957-444-669-8 原來孟子這樣說

9903 蔡文甫著 978-957-444-671-1 成長的故事

9903 林清玄著 978-957-444-672-8 心美,一切都美: 心的菩提

9903 侯文詠著; 竇仁安圖 978-957-444-674-2 頑皮故事集

總計: 21種 22冊

三之三文化 連絡人:林培齡 電話:(02)29306999ext500 傳真:(02)29301712

郵遞區號:11678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羅斯福

路五段218巷4號1樓

 E-mail:lin@3-3ed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許恩順文; 金虎淵圖: 呂嘉 978-986-7295-61-3 飛向天空的魚

9902 傑洛德.羅斯(Gerald Rose)

文.圖; 林清雲翻譯

978-986-7295-62-0 恐怖的頭髮

9903 海倫.華德文; 偉恩.安德森

圖; 黃筱茵翻譯

978-986-7295-63-7 月亮狗

總計: 3種 3冊

三民 連絡人:余婉慈 電話:(02)25006600ext514 傳真:(02)25064000

郵遞區號:1047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復興北  E-mail:editor@sanm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蔡宏進著 978-957-14-5121-3 休閒社會學

9903 梁宇賢著 978-957-14-5164-0 商事法要論

9901 吳俊才著 978-957-14-4739-1 印度史

9902 蔡聰明著 978-957-14-5239-5 數學的發現趣談

9902 黃東熊, 吳景芳著 978-957-14-5259-3 刑事訴訟法論

9901 洪茂雄著 978-957-14-5264-7 波蘭史: 譜寫悲壯樂章的民族

9902 三民歷史編輯小組編著 978-957-14-5265-4 歷史地圖學習指南. 第二冊

9901 余光雄編著 978-957-14-5266-1 All in reading. book two

9811 陳樹熙, 林谷芳著 978-957-14-5268-5 音樂欣賞

9903 侯迺慧著 978-957-14-5271-5 宋代園林及其生活文化

9902 廖玉蕙著 978-957-14-5273-9 冬之妍: 散文新四書

9902 甘添貴著 978-957-14-5280-7 刑法各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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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張淑勤著 978-957-14-5286-9 低地國(荷比盧)史: 新歐洲的核心

9901 束忱注譯 978-957-14-5289-0 新譯宋傳奇小說選

9901 王淑俐著 978-957-14-5290-6 與時間賽跑: 擺脫瞎忙的40個法則

9901 李文玲著 978-957-14-5291-3 字首字尾解碼

9901 林瑤等著 978-957-14-5292-0 工程與法律的對話

9901 王蒙著 978-957-14-5293-7 老子十八講

9901 陳橋驛著 978-957-14-5298-2 水經注擷英解讀

9901 杜忠誥著 978-957-14-5299-9 池邊影事

9902 張鶴泉著 978-957-14-5301-9 魏晉南北朝史: 一個分裂與融合的時代

9901 郭慧敏著 978-957-14-5302-6 翻譯得分王

9902 黃啟域著 978-957-14-5307-1 愛的教育零體罰

9902 巫仁恕, 狄雅斯著 978-957-14-5309-5 游道: 明清旅遊文化

9902 張錦源著 978-957-14-5310-1 國際貿易實務詳論

9902 978-957-14-5311-8 大法官會議解釋彙編

9903 蔡墩銘著 978-957-14-5312-5 刑法概要

9902 劉金源著 978-957-14-5313-2 法國史: 自由與浪漫的激情演繹

9902 李宜蓉著 978-957-14-5314-9 圖表式日語助詞

9902 李生龍注譯 978-957-14-5315-6 新譯墨子讀本

9903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978-957-14-5316-3 作文100隨身讀

9902 蔡文輝著 978-957-14-5317-0 社會學

9903 柯耀程著 978-957-14-5318-7 刑法構成要件解析

9903 勞思光著 978-957-14-5320-0 新編中國哲學史

9903 莊柏林著 978-957-14-5321-7 民事訴訟法概要

9903 陳志華著 978-957-14-5324-8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9903 陳棋炎, 黃宗樂, 郭振恭著 978-957-14-5325-5 民法繼承新論

9903 劉渝生著 978-957-14-5326-2 商事法

9903 劉作揖著 978-957-14-5327-9 少年事件處理法

總計: 39種 39冊

三朵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681703

郵遞區號:1045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春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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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加佰列歌韓(Gabriel Cohen)

作; 林雯莉譯

978-986-85880-0-4 當暴風雨來臨時天空還依然存在: 從離婚到佛教

徒之路

總計: 1種 1冊

三協成糕餅舖 連絡人:周原億 電話:(02)27458896 傳真:(02)27660360

郵遞區號:25158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路  E-mail:yi2003@ms6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10 楊維中作 978-986-80679-0-5 楊維中畫集. 2004

9708 鄭自才等作 978-986-80679-1-2 彩畫故鄉. 2008

9805 張瓊梅作 978-986-80679-2-9 張瓊梅畫札

總計: 3種 3冊

三信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302726

郵遞區號:40450 地址:臺中市北區進化路58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財團法人三信文教基金會[ 978-986-85948-0-7 十年樹木.百年樹人: 10週年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2冊

三悅文化圖書 連絡人:張姵恩 電話:(02)29453191 傳真:(02)29453190

郵遞區號:2358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平路

464巷2弄1之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フォ一ラム11編著; 楊鴻儒 978-957-526-897-8 水彩色鉛筆的技法重點書

9812 中原保裕, 中原さとみ作;

大放譯彩翻譯社譯

978-957-526-898-5 圖解入門藥理學

9811 楓由香作; 大放譯彩譯 978-957-526-899-2 楓由香 花型蕾絲風串珠飾品

9812 渡■一也監修; 郭玉梅譯 978-957-526-905-0 雞尾酒的黃金方程式

9812 くまだまり作; 趙琪芸譯 978-957-526-906-7 動感卡片.傳遞感動

9812 鷲澤玲子作; 楊鴻儒譯 978-957-526-907-4 鷲澤玲子の紅髮安妮拼布

9812 遠藤薰監修; 楊鴻儒譯 978-957-526-908-1 高齡狗狗享樂活: 愛犬安養照護手冊

9902 岩尾明子作; 楊鴻儒譯 978-957-526-911-1 小蘇打,呵護寶寶也呵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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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久米信行作; 楊鴻儒譯 978-957-526-915-9 超行動力,夢想『動』起來 不要『凍』起來!

9901 近藤典子作; 楊鴻儒譯 978-957-526-918-0 近藤典子の收納

9901 蔣佳珈譯 978-957-526-919-7 全能手作書 『縫紉』『編織』一本通

9902 御苑あきこ作; 楊鴻儒譯 978-957-526-922-7 三堂課愛上機縫

9902 渡邊昭彥作; 蔣佳珈譯 978-957-526-926-5 新手感花藝設計

9901 森山百合子作; 蔣佳珈譯 978-957-526-929-6 森山百合子: 白色山中木屋寫意拼布

總計: 14種 14冊

于天網路印刷 連絡人:尤羚如 電話:(07)2250599 傳真:(07)2256111

郵遞區號:80047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Yao, hsiu-swee編輯 978-986-83906-6-9 因爾樂芽

總計: 1種 1冊

土木水利學會 連絡人:來慧敏 電話:(02)23926325 傳真:(02)23964260

郵遞區號:1005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二段1號4樓

 E-mail:ciche@ciche.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然主編 978-986-84012-6-6 油羅溪疏濬計畫成果發表暨河川疏濬相關應用研

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2冊

士林靈糧堂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835885

郵遞區號:11167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承德路

四段170-1號

 E-mail:slnosc@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士林區各關懷站總幹事等 978-986-81644-4-4 彙心集

9812 施佳■等合著 978-986-81644-5-1 教戰手笈: 關懷站站務分享

總計: 2種 4冊

工研院奈米中心 連絡人:陸南屏 電話:(03)5912563 傳真:(03)58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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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31040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路

四段195號

 E-mail:pptsai@irt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03 楊日昌總編輯 978-957-774-605-4 臺灣奈米科技: 從2004到嚮往的大未來

總計: 1種 1冊

工研院產經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820302

郵遞區號:31040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路

四段195號10館205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宋德■, 石育賢作 978-957-774-994-9 智慧車輛之駕駛輔助系統商機與臺灣廠商進入策

略

9812 王大維, 謝孟玹作 978-957-774-995-6 生物辨識技術之機會與商機研究

9812 康志堅, 張蕎韻作 978-957-774-996-3 2010-2012年全球太陽光電市場商機探索

9812 李逸揚等作 978-957-774-997-0 導電性高分子應用展望

9812 彭光中等作 978-957-774-998-7 全球市場導向的臺灣水資源技術商機探索

9812 林志勳等作 978-957-774-999-4 金融風暴對全球消費性電子及零組件產業影響分

析

9812 董正玫, 鄭佩綺,林昭元作 978-986-264-001-2 預防檢測商機與營運模式探索

9812 黃彥臻等作 978-986-264-002-9 先進肢體障礙輔助醫療器材之發展契機

9812 林素琴, 黃雅琪, 李祺菁作 978-986-264-003-6 PCB潛力產品及技術市場機會探索

9812 林樺等作 978-986-264-004-3 慢城醞新機: 慢城都市型態與商機探討

總計: 10種 20冊

工商財經數位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53357

郵遞區號:1080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大理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8 工商時報主編 978-957-8733-82-4 理財60張王牌

9412 戴士杰, 薛玉龍著 978-957-8733-89-3 向司機學管理: 從心出發

9802 陳月雲, 陳蓓蒂主編 978-986-6844-01-0 產經趨勢總覽. 2009

9902 陳月雲, 陳蓓蒂主編 978-986-6844-02-7 產經趨勢總覽. 2010

總計: 4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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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 連絡人:楊龍雄 電話:(02)87897773 傳真:(02)87897800

郵遞區號:1101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 978-986-02-2487-0 技師懲戒案例彙編

總計: 1種 2冊

工業局 連絡人:蘇意婷 電話:(02)27541255ext3916 傳真:(02)27091674

郵遞區號:1065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路

三段41號之3

 E-mail:ytsu2@moeaid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經濟部工業局, 臺灣區環保

設備工業同業公會主編

978-986-02-0135-2 國產環保設備暨器材便覽. 2009

9901 蘇文憲總編輯 978-986-02-0603-6 智慧財產管理金鑰

9812 江東法等編撰 978-986-02-0754-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技術手冊

9812 朱興華總編輯 978-986-02-0937-2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清潔生產中衛體系專輯. 2009

9812 [經濟部工業局編] 978-986-02-1160-3 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創新競賽成果彙編. 2009第14屆

9811 劉武等執行編輯 978-986-02-1260-0 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創新案例

專輯: 躍動生技研發成果產業化新視界

981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執行製作

978-986-02-1303-4 製造業價值鏈資訊應用計畫成果彙編. 98年度

9812 中華航太產業發展促進會 978-986-02-1511-3 推動工業合作專案計畫成果彙編. 2009

9812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

業公會執行編輯

978-986-02-1850-3 臺灣創業投資年鑑. 2009年

981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978-986-02-2118-3 臺灣數位內容產業年鑑. 2009

9901 劉武等執行編輯 978-986-02-2458-0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98年度: 研發個案成

果彙編-產學聯合研發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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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劉武等執行編輯 978-986-02-2459-7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98年度: 研發個案成

果彙編-產品閞發、聯 合開發、產品設計三類別

總計: 12種 25冊

大千 連絡人:梁崇明 電話:(02)22231391 傳真:(02)22231077

郵遞區號:2355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板南路

498號7樓之2

 E-

mail:darchen@www.darchen.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黃力查編譯 978-957-447-157-7 梵文常用咒語彙編

9812 達賴喇嘛傳授; Tenzin

Tsepag英譯; 滇津顙摩中譯;

978-957-447-182-9 圖解達賴喇嘛教您修心

9901 麥可.凱洛爾(Michael

Carroll)著; 翁仕杰譯

978-957-447-183-6 在工作中悟道: 開心工作的35項修練

總計: 3種 3冊

大元書局 連絡人:顏國民r 電話:(02)23087171 傳真:(02)23080055

郵遞區號:1085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南寧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白漢忠著 978-986-82681-2-8 八字占星與中醫

9606 陳怡魁講述; 顏兆鴻編著 978-986-82681-3-5 陳怡魁風水改運成功學

9706 白漢忠著 978-986-82681-4-2 七政四餘快易通

9808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 978-986-82681-5-9 開運聖經. 2010年

9901 梁湘潤著 978-986-82681-6-6 命學大辭淵

9902 余雪鴻等著 978-986-82681-7-3 考試文昌必勝大全

總計: 6種 6冊

大屯 連絡人:黃麗如 電話:(02)88666777 傳真:(02)88666776

郵遞區號:1115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福國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姜文奎編撰 978-957-41-6947-4 從彝銘研討西周王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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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大正 連絡人:胡英虎 電話:(06)2626620 傳真:(06)2626355

郵遞區號:70264 地址:臺南市南區興隆路15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余全雄編著 978-986-7019-09-7 觀世音菩薩百首靈籤

總計: 1種 1冊

大可 連絡人:李雅富 電話:(02)87902552 傳真:(02)87902552

郵遞區號:1056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光復南

路46巷35號1樓

 E-

mail:duckbooks2006@yahoo.c

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慧玲著; 楊芳嬋英譯 978-986-83327-8-2 玉茗堂私夢

總計: 1種 1冊

大甲城隍廟管委會 連絡人:紀火灶 電話:(04)26873364 傳真:(04)26865357

郵遞區號:43748 地址:臺中縣大甲鎮新政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張慶宗等作.攝影 978-986-85421-0-5 大甲城隍廟志: 暨創廟五十週年慶

總計: 1種 1冊

大田 連絡人:蔡鳳儀 電話:(02)23696315 傳真:(02)23691275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二段95號4樓之3

 E-mail:titan3@ms2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彭樹君著 978-986-179-083-1 剛剛好的幸福

9806 荻原浩著; 楊明綺譯 978-986-179-121-0 我們的戰爭

9804 全玉杓著; 陳麗如譯 978-986-179-122-7 給你贏的習慣

9804 村上龍著; 張智淵譯 978-986-179-123-4 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

9804 柯奈莉亞.馮克作; 鄭納無 978-986-179-124-1 神偷

9804 高樓方子著; 王蘊潔譯 978-986-179-125-8 魔幻時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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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高木直子圖文; 陳怡君譯 978-986-179-126-5 我的30分媽媽

9806 王俠軍著 978-986-179-127-2 美學時光: 王俠軍的文創原型

9806 曹之懿, 蔡宛凌著 978-986-179-128-9 我想把歌唱好: 一本沒有五線譜的歌唱書

9805 金相福文字; 張車賢實繪

圖; 邱敏瑤譯

978-986-179-129-6 媽媽如果累了,請大聲哭出來

9805 鍾文音著 978-986-179-130-2 慈悲情人

9806 恩佐著 978-986-179-131-9 寂寞長大了

9807 神岡學圖文; 陳怡君譯 978-986-179-132-6 我想變成雲

9807 絲山秋子著; 陳系美譯 978-986-179-133-3 尼特族: 我是不被需要的人

9808 米蘭達.裘麗著; 九九, 趙丕 978-986-179-134-0 非你莫屬

9807 金玉杓著; 陳麗如譯 978-986-179-135-7 給年輕人贏的習慣

9807 朵朵文字; 萬歲少女繪圖 978-986-179-136-4 朵朵小語: 寧靜的況味

9808 褚士瑩著 978-986-179-137-1 年輕就開始環遊世界

9809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著; 趙丕慧譯

978-986-179-138-8 贖罪

9809 水瓶鯨魚圖文 978-986-179-139-5 去愛吧,就像不曾受過傷害一樣

9809 西川司著; 王蘊潔譯 978-986-179-140-1 老師,謝謝你: 向日葵阿司的故事

9809 黑野伸一著; 楊明綺譯 978-986-179-141-8 如果沒有遇見你

9809 許正平劇本小說 978-986-179-142-5 愛情生活

9810 新井一二三著 978-986-179-143-2 獨立,從一個人旅行開始

9810 高木直子圖文; 陳怡君翻譯 978-986-179-144-9 一個人去旅行: 2年級生

9810 絲山秋子著; 王蘊潔譯 978-986-179-145-6 海仙人

9810 宥勝著 978-986-179-146-3 你,就是冒險王: 克里斯的夢想天空

9811 全玉杓原作; 鄭賢勝文字;

全炳俊插畫; 孫晙赫漫畫;

978-986-179-148-7 給孩子贏的習慣

9810 森下惠美子著; 陳怡君譯 978-986-179-149-4 我的單身不命苦. 2

9811 溫佑君著 978-986-179-150-0 溫式效應

9812 永松真紀著; 王蘊潔譯 978-986-179-151-7 我的老公是非洲戰士

9812 古市幸雄著; 陳惠莉譯 978-986-179-152-4 我為什麼開始30分鐘學習法?: 每天只要30分鐘. 2

9812 張天捷著 978-986-179-153-1 紐約人,你為什麼穿衣服?: 50個紐約客給你50個品

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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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荻原浩著; 王蘊潔譯 978-986-179-156-2 熱演吧,出租家庭

總計: 34種 34冊

大考通訊社 連絡人:王雅慧 電話:(02)29555178 傳真:(02)89541242

郵遞區號:1065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一段161巷3-1號2樓

 E-

mail:chungfun@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林靜茹, 李佩珊, 林佳編著 978-986-81876-7-2 普通高級中學生涯規劃. 上冊

9803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略

研究小組著

978-986-85172-0-2 大學考試分發落點分析與志願選填手冊. 98學年

度, 社會組

9803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略

研究小組著

978-986-85172-1-9 大學考試分發落點分析與志願選填手冊. 98學年

度, 自然組

9805 林政緯執行編輯 978-986-85172-2-6 遺傳密碼

9805 林政緯執行編輯 978-986-85172-3-3 生命的演化

9805 林政緯執行編輯 978-986-85172-4-0 大腦與感官

9805 林政緯執行編輯 978-986-85172-5-7 大家來運動

9805 林政緯執行編輯 978-986-85172-6-4 呼吸與循環

9807 李佩珊等編著 978-986-85172-7-1 高級中學生涯規劃(全)

9809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略

研究小組著

978-986-85172-9-5 大學甄選入學報名指南. 99學年度, 社會組

9809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略

研究小組著

978-986-6317-00-2 大學甄選入學報名指南. 99學年度, 自然組

總計: 11種 11冊

大同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853966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三段40號

 E-mail:hmchiao@t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煇煌, 陳志誠, 林南宏編

輯

978-986-84514-3-8 中華民國科技管理學會年會暨論文研討會論文摘

要集. 2009年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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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和諧生命協會 連絡人:林芬芬 電話:(02)24683303 傳真:(02)24683133

郵遞區號:20150 地址:基隆市信義區六和街  E-mail:kenghi@ms6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空海主講 978-986-84141-4-3 馬來西亞.修成林: 禪修開示

總計: 1種 2冊

大拓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ext16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路

三段194號9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姚會民編著 978-986-6972-73-7 熟女最愛看的53個心理遊戲

9812 謝婷編著 978-986-6972-74-4 最快樂的女人

9901 徐佳欣著 978-986-6972-75-1 老公絕不會告訴妳的事

9901 博冰著 978-986-6972-76-8 老婆更不會告訴你的事

9901 李巍著 978-986-6972-77-5 情緒管理: 你不再是個情緒失控者

9902 殷樂遙著 978-986-6972-78-2 老爸的幸福一元起標: 讓老爸的價值越來越高

9902 姚會民編著 978-986-6972-79-9 女生最愛看的愛情心理遊戲

9902 孫郡鍇著 978-986-6972-80-5 男人四十,要像什麼

總計: 8種 8冊

大洋洲風水研究學會 連絡人:陳炎枝 電話:(03)5367775 傳真:

郵遞區號:30057 地址:新竹市東大路三段377

巷18弄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陳炎枝編著 978-986-85580-0-7 萬事通順

總計: 1種 1冊

大是文化 連絡人:徐仲秋 電話:(02)23757911 傳真:(02)2375699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1號5樓之5

 E-mail:assuntahsu@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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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小■桂悅郎著; 黃文玲譯 978-986-6526-40-4 搞懂老闆的遊戲

9901 雪麗.泰勒(Shirley Taylor)著;

晴天譯

978-986-6526-41-1 天哪!我居然CC給他: 電子郵件如何幫你拿訂單、

受重用、結人脈?

9901 菅民郎, 土方裕子著; 李佳

蓉譯

978-986-6526-42-8 想被重用,你一定要有的市場判斷力: 3天就能活

用,憑統計學讓老闆刮目 相看

9901 村越英裕著; 張凌虛譯 978-986-6526-43-5 猜猜看,這尊佛是誰?: 旅行、小說、動漫與親近佛

的超好用攻略本

9812 亞倫.韋伯(Alan M. Webber)

著; 楊幼蘭譯

978-986-6526-44-2 改寫規則的人,獨贏: 怎麼想?怎麼問?怎麼找到答

案?

9902 三宅崇廣著; 黃文玲譯 978-986-6526-45-9 破解三國: 讓智謀升級的人性攻略本

9901 馬修.梅伊(Matthew E. May)

著; 晴天譯

978-986-6526-46-6 少了一部分,為什麼更值錢?: 『不做』,最有價值

的新商業概念,如何操作?

9902 永島幸夫著; 劉宗德譯 978-986-6526-47-3 那樣擺不會賣,這樣才對!: 賣場中的行銷學

9903 肯.達科特(Ken Doctor)著;

林麗冠譯

978-986-6526-48-0 消息經濟來了: 數位內容正這樣改寫世界,不參

與、就淘汰

總計: 9種 9冊

大家 連絡人:柯若竹 電話:(02)22181417ext253 傳真:(02)22181142

郵遞區號:2314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506號4樓

 E-

mail:rong@sin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羅伊.沃雷克(Roy M.

Wallack), 比爾.科多夫斯基

(Bill Katovsky)作;  黃致潔譯

978-986-85088-6-6 一生的自行車計畫

9811 Quotation編輯部作 978-986-85088-7-3 Quotation引號: 倫敦最新創意特輯

9811 史蒂芬.克拉克(Stephen

Clarke)作; 林嘉倫譯

978-986-85088-8-0 愛是妳,愛是屎

總計: 3種 3冊

大乘精舍印經會 連絡人:潘維雄 電話:(02)23145010 傳真:(02)23312136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漢口街

一段132號6樓

 E-

mail:tzuyun.mag@msa.hinet.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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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體光老和尚講述; 妙吉法師 978-986-7424-69-3 體光老和尚開示錄

9812 陳義孝演述 978-986-7424-71-6 佛說無量壽經白話淺釋

9901 諦閑法師撰述 978-986-7424-72-3 水懺申義疏

總計: 3種 6冊

大展 連絡人:王蓮玉 電話:(02)28236033ext31 傳真:(02)28272069

郵遞區號:1128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致遠一

路二段12巷1號

 E-

mail:elaine_wang@books.url.c

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7 耿軍, 趙會斌著 978-957-468-545-5 七星螳螂拳梅花路

9707 曾廣中著 978-957-468-625-4 無極養生氣功

9710 黃濤編著 978-957-468-642-1 李小龍腿功教室: 超級腿功訓練88課

9812 魏峰, 王安寶編著 978-957-468-718-3 詠春拳頂尖高手必修

9812 魏峰編著 978-957-468-719-0 詠春拳秘傳狠招集粹

9812 崔毅主編 978-957-468-720-6 心臟病.腦中風預防與治療

9812 顧勇編著 978-957-468-721-3 科學養生細節: 養生在於細節

9812 邱丕相主編 978-957-468-722-0 傳統養生功法精選

9901 蔡依穎主編 978-957-468-723-7 日本話無師自通

9901 胡劍北等編著 978-957-468-724-4 中西醫結合時間醫學

9901 王穎編著 978-957-468-725-1 圖解針灸經絡穴位

9901 葉燕慈主編 978-957-468-726-8 由人相診斷健康

9901 王鳳鳴著 978-957-468-727-5 太極纏絲功

9902 鄭華岳編著 978-957-468-728-2 循經通脈健身操

9902 占家智主編 978-957-468-729-9 熱帶魚養殖技法

9902 王方莘著 978-957-468-730-5 太極導氣鬆沉功

9902 高允旺編著; 學軍整理 978-957-468-731-2 偏方治大病合編

9902 劉靜民主編 978-957-468-732-9 板球基礎教程

總計: 18種 18冊

大康 連絡人:鄧以慧 電話:(02)23628872ext13 傳真:(02)2362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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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浦城街

9-8號1樓

 E-

mail:book@dacom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致錕編著 978-986-6353-04-8 窺探減重手術的奧秘: 從胃瘦起

9812 Daisuke Tachikawa 978-986-6353-05-5 Fucoidan: alternativa de vida contra el cancer

9901 劉國年著 978-986-6353-06-2 神經病糖果: 愛情是一顆糖果,不吃讓人神經病

總計: 3種 3冊

大都會文化 連絡人:蔡穎如 電話:(02)27235216ext17 傳真:(02)27235220

郵遞區號:1105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一段432號4樓之9

 E-mail:metro@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中國養生文化研究中心作 978-986-6846-52-6 冬養生: 二十四節氣養生經

9806 莎拉.懷特海德(Sarah

Whitehead)著; 陳印純譯

978-986-6846-66-3 City Dog: 時尚飼主的愛犬教養書

9805 中國養生文化研究中心作 978-986-6846-67-0 夏養生: 二十四節氣養生經

9809 Ting作; 黑爸攝影 978-986-6846-68-7 愛犬的美味健康煮

9807 侯清恆作 978-986-6846-69-4 忍的智慧

9808 蘇.海瑟(Sue Heaser)作; 廖慧

雯譯

978-986-6846-70-0 Candles的異想世界: 不思議の手作蠟燭魔法書

9708 馬悅凌著 978-986-6846-71-7 溫度決定生老病死

9808 孫大為作 978-986-6846-72-4 好感力: 辦公室C咖出頭天的生存術

9809 楊子英作 978-986-6846-73-1 業務力: 銷售天王VS.三天陣亡

9809 孫大為作 978-986-6846-74-8 交際是一種習慣

9809 孫大為著 978-986-6846-75-5 人脈=錢脈: 改變一生的人際關係經營術

9810 大衛.桑德斯(David Sands)

著; 劉珈汶譯

978-986-6846-76-2 Know your dog: 愛犬完全教養事典

9810 貝琳達.雷佛思(Belinda

Levez)著; 蕭靖宇譯

978-986-6846-77-9 智慧博弈: 賭城大贏家

9811 周文傑著 978-986-6846-78-6 誰是潘柳黛?

9811 崔華芳作 978-986-6846-79-3 天才少年的5種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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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黃麒倫作 978-986-6846-80-9 活出競爭力: 讓未來再發光的4堂課

9811 孫大為作 978-986-6846-81-6 溝通: 沒有解不開的結

總計: 17種 17冊

大陸書店 連絡人:羅美雪 電話:(02)23091171 傳真:(02)23071666

郵遞區號:1004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衡陽路

79號

 E-

mail:d23064494@yahoo.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15-7 琴壇先祖: 韋發第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16-4 琴壇鬼才: 帕格尼尼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17-1 琴壇名教: 白里奧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18-8 琴壇奇才: 魏歐當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19-5 琴壇傳奇: 維尼奧夫斯基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20-1 琴壇魔師: 薩拉薩蒂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21-8 琴壇巨匠: 克萊斯勒

9803 蔣雄達編 978-986-7061-22-5 琴壇之王: 海菲茲

9801 Krisna Setiawan著 978-986-7061-26-3 鄭瀚風景詩曲

9802 樂新編著 978-986-7061-27-0 中國長笛名曲選

9808 薛繼勇編著 978-986-7061-28-7 流落民間的貴族: 拔罐療法

9808 謝隆廣著 978-986-7061-29-4 巴爾托克: 第一號絃樂四重奏研究

9809 薛繼勇編著 978-986-7061-30-0 養生保健不求人 拔罐DIY: 打擊健康宿敵肥胖專

章

總計: 13種 13冊

大華傳真 連絡人:徐詩庭s 電話:(02)23822538ext18 傳真:(02)23317388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49號4樓

 E-mail:jsevon@ting-we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102 陳明鴻編 978-957-479-224-5 稅務特考國文(論文、公文及閱讀測驗)

9110 陳明鴻編 978-957-479-382-2 高公局甄試國文

9110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383-9 高公局甄試智力測驗

9110 李秉華編 978-957-479-384-6 高公局甄試一般及交通常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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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 陳昭男編 978-957-479-408-9 專利商標電機機械

9201 張耀輝編 978-957-479-409-6 專利商標電力系統

9202 陳人鵬編 978-957-479-410-2 專利商標經濟學

9202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450-8 中醫師檢定生理學考古題解析

920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451-5 中醫師檢定內科學考古題

9203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453-9 中醫師檢定方劑學(含診斷學)考古題

9202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454-6 中醫師檢定藥物學考古題

9202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455-3 中醫師檢定生物學考古題

9202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456-0 中醫師檢定國文考古題解析

9201 陳啟豐編 978-957-479-459-1 專利商標計算機概論

9201 曾昱誠編 978-957-479-461-4 專利商標電路學

9203 江天福編 978-957-479-478-2 基層特考結構學(概要)

9203 王運元編 978-957-479-479-9 基層特考測量學(概要)

9203 陳亮世編 978-957-479-483-6 基層特考統計學(概要)

9206 陳明鴻, 黃瓊玉, 郭逸凡編 978-957-479-504-8 國家考試升學考試限制式作文

9405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725-7 勞保用書國文模擬試題

9405 王龍應編 978-957-479-737-0 勞保用書會計學

9405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739-4 勞保用書經濟學模擬試題

9405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741-7 勞保用書社會學模擬試題

9406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744-8 勞保用書民法模擬試題

9408 陳明鴻, 黃瓊玉, 郭逸凡編 978-957-479-767-7 勞保用書國文

9408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768-4 勞保用書總體經濟學模擬試題

9408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769-1 勞保用書投資學模擬試題

9507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873-5 勞保局招考社會學題庫精析

9601 徐元文編 978-957-479-915-2 調查局考試法學緒論

9601 周邵其編 978-957-479-919-0 銀行招考程式設計

9601 陳啟豐, 胡博文編 978-957-479-921-3 銀行招考網路管理

9604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著 978-957-479-926-8 警察考試刑法及刑事訴訟法高效率題庫精選

9603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928-2 警察特考英文經典模擬試題

9604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934-3 警察特考犯罪偵查(概要)經典模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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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 梅濬編 978-957-479-945-9 臺電、中油、臺水、電信甄試人力資源管理

9606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79-947-3 臺電、中油、臺水、電信甄試物理化學題庫精析

9606 任郁蓁編 978-957-479-962-6 公路監理特考公路英文

9607 楊耀華編 978-957-479-966-4 公路監理特考佐級公路監理法規

9607 陳宏仁編 978-957-479-968-8 公路監理特考佐級公文

9607 楊坤和編 978-957-479-972-5 鐵路特考土木施工學概要

9608 鍾其昌編 978-957-479-985-5 公路監理特考中華民國憲法

9608 曹宇瀚編 978-957-479-988-6 公路監理特考民法概要

9608 胡振棠編 978-957-479-995-4 高普考地方特考民法總則與親屬編

9608 徐孟如編 978-957-479-996-1 高普考地方特考戶政法規

9608 葉祐逸編 978-957-479-997-8 高普考地方特考移民政策與法規

9608 許平和編 978-986-215-009-2 郵政招考投資學(含證券投資)

9608 陳嘉英編 978-986-215-010-8 郵政招考會計學概要

9609 陳威任, 宋澤芳編 978-986-215-026-9 高普地方特考營建管理與工程材料

9609 陳俊治編 978-986-215-028-3 高普地方特考土壤力學

9609 江天福編 978-986-215-029-0 高普地方特考工程力學(概要)

961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045-0 鐵路特考物料管理大意模擬試題

9611 袁盈盈編 978-986-215-053-5 鐵路特考事務管理大意

9611 徐豐登編 978-986-215-055-9 鐵路特考民法大意

961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063-4 鐵路特考內燃機大意模擬試題

9611 易學通編 978-986-215-081-8 鐵路特考鋼筋混凝土學(概要)與設計

9611 張玉書, 王沛恩編 978-986-215-082-5 鐵路特考心理學(概要)(含諮商與輔導)

9612 陳俊治編 978-986-215-094-8 鐵路特考土壤力學

9612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097-9 銀行招考英文1000題精析

9612 張碩編 978-986-215-102-0 銀行招考理財規劃理論與實務

970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06-8 鐵路特考鐵路法(概要)模擬試題

970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09-9 鐵路特考基本電學模擬試題

970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21-1 鐵路特考倉儲管理大意模擬試題

970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23-5 鐵路特考會計學大意模擬試題

9701 封得宜編 978-986-215-133-4 高普地方特考技術服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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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 蔡世遠編 978-986-215-137-2 專利師考試微積分

9701 申弘揚編 978-986-215-143-3 高普地方特考電腦與資訊檢索(概要)

9703 沈世屏編 978-986-215-151-8 專利師考試普通物理

9705 陳人鵬編 978-986-215-156-3 郵政招考經濟學(概要)

9705 胡伯強編 978-986-215-157-0 國民年金法精要

9705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60-0 身心障礙人員特考法學知識題庫精析

9706 言文力編 978-986-215-164-8 化妝品概論

9708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71-6 行政法經典模擬試題

9709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77-8 勞工相關法規

9709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78-5 會計審計法規模擬試題

971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180-8 鐵路特考行政法模擬試題

9803 陳啟豐, 林勇志編 978-986-215-183-9 資料通訊

9801 李梅濬編 978-986-215-206-5 中華電信甄選行銷學(概要)(測驗題型)

9801 徐梁棟編 978-986-215-207-2 中華電信甄選電子學大意

9801 陳啟豐編 978-986-215-208-9 中華電信甄選計算機大意

9806 周邵其編 978-986-215-209-6 程式設計(程式語言)

9808 李亞潔編 978-986-215-219-5 生物統計學考題精解

9802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220-1 鐵路特考測量學(概要)模擬試題

9802 張世勳編 978-986-215-221-8 臺灣菸酒運輸與倉儲管理

9803 李梅濬編 978-986-215-226-3 消費者行為

9803 王文充編 978-986-215-229-4 專利商標審查特考英文

9808 宋勝利編 978-986-215-233-1 工程經濟學重點範例解析

9804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86-215-235-5 鐵路特考機械工程製圖大意

9804 陳啟豐編 978-986-215-238-6 高普考資料處理概要(資訊管理概要)

9804 江天福編 978-986-215-239-3 高普考工程力學

9805 李質穎編 978-986-215-240-9 銀行招考人壽保險實務(含測驗題庫)

9804 李容安編 978-986-215-241-6 銀行招考保險學理論(含測驗題庫)

9805 張子平編 978-986-215-250-8 高普考傳播理論

9806 張世勳編 978-986-215-253-9 臺電中油臺水國營事業機構政府採購法

9806 李怡玟編 978-986-215-258-4 近代外交史

9809 高正奇編 978-986-215-272-0 水利法規及環境影響評估法規

9810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978-986-215-276-8 銀行招考國文(論文及公文)模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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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陳齊實編 978-986-215-280-5 臺北縣政府經濟發展局甄試民法概要

9810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978-986-215-282-9 銀行招考會計學概要1000題精析

9810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978-986-215-283-6 銀行招考貨幣銀行學1000題精析

總計: 99種 100冊

大華嚴寺 連絡人:唐岱蘭 電話:(02)32341261ext362 傳真:(02)22239390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路

1180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中華佛教華嚴學會編輯 978-986-84767-1-4 華嚴齋僧綸貫: 永恆的地藏菩薩

9902 大華嚴寺『無盡藏燈』付 978-986-84767-2-1 傳承.奇蹟: 大乘瑜伽行派付法師資記

總計: 2種 2冊

大智通文化 連絡人:蒼玄珠 電話:(02)26687071ext2010 傳真:(02)26686220

郵遞區號:23880 地址:臺北縣樹林市佳園路

二段7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霍華德.畢哈(Howard Behar),

珍妮.葛史坦(Janet

Goldstein)作; 徐思 源譯

978-986-85091-8-4 星巴克: 比咖啡更重要的事

9808 桑迪.米勒(Sandy Miller)作;

鄭文琦, 黃玉華譯

978-986-85091-9-1 咖啡時光 紐約: 識途老馬的社區咖啡館指南

9807 劉宗聖口述; 林春江整理 978-986-6364-00-6 買指數型基金,就對了!

9807 三立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製

作著作; 2D馬賽克漫畫創作

978-986-6364-01-3 福氣又安康 康樂小劇場

9809 克莉絲汀.葛拉夫(Christine

Graf), 丹尼斯.葛拉夫

(Dennis Graf)作;  黃玉華, 鄭

978-986-6364-02-0 咖啡時光 巴黎

9809 三立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著

作; 2D馬賽克漫畫創作

978-986-6364-03-7 福氣又安康 康樂小劇場

9901 史提夫.塞隆(Steve Zaffron),

戴夫.羅根(Dave Logan)著;

978-986-6364-05-1 績效三大定律: 改寫個人及組織未來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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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陳德來, 謝建宏合著 978-986-6364-06-8 巴冷公主. 二, 太陽之淚

9902 平本相武著; 王俞惠譯 978-986-6364-07-5 養成立即行動力!: 和『拖拖拉拉』與『挫折不

斷』的人生說掰掰

9904 湯姆.艾格蘭(Tom Egeland)

著; 楊雯珺譯

978-986-6364-08-2 舊約守密者

總計: 10種 11冊

大進文化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14136

郵遞區號:1084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中華路

一段59號8樓之1

 E-mail:dar.chih@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袁國榮, 周芷若, 呂育德編 978-986-85613-1-1 夢想空間設計輕鬆學: Fancy Designer

總計: 1種 1冊

大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188057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506號4樓

 E-mail:ymal@ms1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安東尼.波頓(Anthony

Bolton)著; 吳國欽譯

978-986-85465-2-3 逆勢出擊: 安東尼.波頓投資攻略

9812 林總著; 武井宏文畫; 江裕

真譯

978-986-85465-3-0 壽司幹嘛轉來轉去?!: 你一定用得到的財務知識

9901 林總著; 武井宏文畫; 江裕

真譯

978-986-85465-4-7 100元理髮店與美髮沙龍,哪個比較賺錢?: 會計資

訊輕鬆學

9903 郭姿均, 王威勝著 978-986-85465-5-4 恐怖家庭醫學: 小毛病變大麻煩!

總計: 4種 4冊

大象藝術空間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083188

郵遞區號:40453 地址:臺中市北區博館路15

號

 E-

mail:daxiang.art@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張羽主編 978-986-85219-4-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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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鍾經新主編 978-986-85219-5-7 霍剛

總計: 2種 3冊

大新 連絡人:王志偉 電話:(02)27073232ext30 傳真:(02)27011633

郵遞區號:1066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瑞安街

256巷16號

 E-mail:dhlin@dahhs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姚義久編著 978-986-6438-26-4 慣用句諺語日語活用辭典

9811 友松悅子, 宮本淳, 和栗雅 978-986-6438-27-1 適時適所日本語表現句型辭典

9902 NPO法人日本語多讀研究 978-986-6438-32-5 日本語聽讀文庫. level 5

9903 新JLPT研究會編著 978-986-6438-33-2 新日本語能力試■予測問題例. N1

9902 大新書局編輯部編著 978-986-6438-35-6 日中英日常■話■典

9902 大新書局編輯部編著 978-986-6438-36-3 日中英旅遊■身■典

9903 新JLPT研究會編著 978-986-6438-34-9 新日本語能力試■予測問題例. N2

總計: 7種 7冊

大葉大學企管系 連絡人:吳麗文 電話:(04)8511888ext3011 傳真:(04)85115000

郵遞區號:51591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學府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美玲主編 978-986-6600-21-0 國際企業暨跨領域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大塊文化 連絡人:陳信至 電話:(02)87123898ext21 傳真:(02)87123897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25號11樓

 E-

mail:ken@locuspublishi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2 dodolook作 978-986-7059-63-5 I'm dodolook

9701 高樓方子著; 出久根育繪 978-986-213-032-2 露琪雅會發光

9701 王家衛故事; 勞倫斯.卜洛

克(Lawrence Block)劇本; 李

978-986-213-033-9 我的藍莓夜攝影書

9810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

著; 張定綺譯

978-986-213-142-8 一點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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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張靚蓓著 978-986-213-145-9 聲色盒子

9812 Paul Nunes, Brian Johnson著;

陳琇玲譯

978-986-213-147-3 新大眾市場行銷

9812 Chris Clarke-Epstein著; 馮克 978-986-213-148-0 會問問題,才會帶人

9812 陳建志著 978-986-213-150-3 流水年華鳳飛飛

9812 幾米作 978-986-213-151-0 幾米畫冊創作精選

9812 林鴻麟著 978-986-213-152-7 旅行的定義

9812 菲莉絲.卡司特(P. C. Cast),

克麗絲婷.卡司特(Kristin

978-986-213-153-4 夜之屋

9901 幾米作 978-986-213-155-8 走向春天的下午

9901 幾米作 978-986-213-154-1 走向春天的下午

9901 Colin Ellard著; 胡瑋珊譯 978-986-213-156-5 不再迷路

9901 徐玫怡著 978-986-213-158-9 玩具小家庭

9902 李瑾倫圖.文 978-986-213-159-6 講貓的壞話

9902 蘇珊.柯林斯(Suzanne

Collins)著; 鄧嘉宛譯

978-986-213-160-2 星火燎原

9902 王唯工著 978-986-213-161-9 氣血的旋律

9903 Ryan D'Agostino著; 洪慧芳 978-986-213-162-6 我在豪宅學到的人生功課

9902 沈麗文著 978-986-213-163-3 黑貓中隊; 七萬呎飛行紀事

9902 張妙如著 978-986-213-164-0 活路

9903 Thomas L. Harrison著; 邱如 978-986-213-169-5 創造成功本能

9903 吳清桂編著 978-986-213-171-8 臺灣花布: 收藏臺灣最美麗的情感與記憶

總計: 23種 24冊

大路國際文化 連絡人:蔡慧燕 電話:(02)82219311 傳真:(02)82217999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路

253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余遠炫等編寫; 卓昆峰繪 978-986-6398-00-1 大寶貝小故事. 2

9901 余遠炫編寫; 卓昆峰繪 978-986-6398-01-8 周處除三害

9901 劉亞婷編寫; 黃麗瑞繪 978-986-6398-02-5 貪玩的蟋蟀

9901 陳方妙編寫; 葉盈孜繪 978-986-6398-03-2 小水鴨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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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許玉敏編寫; 張嘉凌繪 978-986-6398-04-9 掩耳盜鈴

9901 黃美莉編寫; Alan繪 978-986-6398-05-6 快樂的動物合唱團

9901 江素蘭編寫; Allen繪 978-986-6398-06-3 光溜溜的大數學家: 阿基米德

9901 江素蘭編寫; 何宜娟繪 978-986-6398-07-0 狐狸,你上當了

9901 方信義編寫; 周秀琴繪 978-986-6398-08-7 感動強盜的孝子: 蔡順

9902 余遠炫等編寫; 陳和凱等繪 978-986-6398-09-4 大寶貝小故事. 3

9901 余遠炫編寫; 陳和凱繪圖 978-986-6398-10-0 七歲王戎

9901 劉亞婷編寫; 張嘉凌繪圖 978-986-6398-11-7 老鷹報恩

9901 許玉敏編寫; 曾鳳凰繪圖 978-986-6398-12-4 鷸蚌相爭

9901 郭希作; 孫佳麟繪圖 978-986-6398-13-1 水中仙子: 荷花

9901 黃美莉編寫; 葉子繪圖 978-986-6398-14-8 惡魔的火把

9901 江素蘭編寫; 鱷魚繪圖 978-986-6398-15-5 獅子,你上當了

9901 方信義編寫; 魏淑萍繪圖 978-986-6398-16-2 孵蛋的小孩: 愛迪生

9901 方信義編寫; 黃麗瑞繪圖 978-986-6398-17-9 裝成小鹿的郯子

9901 余遠炫等編寫; 黃柏樺等繪 978-986-6398-18-6 大寶貝小故事. 4

9901 余遠炫編寫; 黃柏樺繪 978-986-6398-19-3 白雪像鹽,還是像柳絮?

9901 劉亞婷編寫; 林麗娟繪 978-986-6398-20-9 自作聰明的驢子

9901 張雅雲作; 阿Lon繪 978-986-6398-21-6 河狸米米蓋房子

9901 許玉敏編寫; 陳和凱繪 978-986-6398-22-3 狐假虎威

9901 黃美莉編寫; 桃子繪 978-986-6398-23-0 萬事通先生

9901 方信義編寫; 阿財繪 978-986-6398-24-7 頑童大作家: 馬克.吐溫

9901 江素蘭編寫; Allen繪 978-986-6398-25-4 鯊魚,你上當了

9901 方信義編寫; 陳庭昀繪 978-986-6398-26-1 在地道認錯的君王

9902 余遠炫等編寫; 何宜娟等繪 978-986-6398-27-8 大寶貝小故事. 5

9901 余遠炫編寫; 何宜娟繪圖 978-986-6398-28-5 機智的楊修

9901 劉亞婷編寫; 楚璿繪圖 978-986-6398-29-2 葡萄園裡的寶藏

9901 郭希作; 王建國繪圖 978-986-6398-30-8 空中小霸王: 蜻蜓

9901 許玉敏編寫; 陳孝貞繪圖 978-986-6398-31-5 守株待兔

9901 黃美莉編寫; 嚕嚕繪圖 978-986-6398-32-2 壞心老巫婆

9901 江素蘭編寫; 小比繪圖 978-986-6398-33-9 光腳跳舞的舞蹈家: 鄧肯

9901 江素蘭編寫; 陳盈帆繪圖 978-986-6398-34-6 兔子,你上當了

9901 方信義編寫; 小小繪圖 978-986-6398-35-3 孝心感人的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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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許玉敏等編寫; 蕭怡瑩等繪 978-986-6398-36-0 大寶貝小故事. 6

9901 許玉敏編寫; 蕭怡瑩繪圖 978-986-6398-37-7 畫蛇添足

9901 Yu-Hsin Gjermundsen編寫;

沈文誼繪圖

978-986-6398-38-4 紡金紗的小老頭

9901 余遠炫編寫; 莊河源繪圖 978-986-6398-39-1 陶侃的母親

9901 劉亞婷編寫; 柚子繪圖 978-986-6398-40-7 金斧頭與銀斧頭

9901 陳維瑩編寫; 澎澎繪圖 978-986-6398-41-4 麻雀飛飛

9901 方信義編寫; 陳盈帆繪圖 978-986-6398-42-1 不說話的偉大演員: 卓別林

9901 江素蘭編寫; 雷雷繪圖 978-986-6398-43-8 老虎,你上當了

9901 方信義編寫; 馮湘陵繪圖 978-986-6398-44-5 孝順的老萊子

9901 余遠炫等編寫; 卓昆峰等繪 978-986-6398-45-2 大寶貝小故事. 7

9901 余遠炫編寫; 卓昆峰繪圖 978-986-6398-46-9 骨肉相殘的三兄弟

9901 劉亞婷編寫; 鱷魚繪圖 978-986-6398-47-6 龜兔賽跑

9901 郭希作; 陳馥芷繪圖 978-986-6398-48-3 小青蛙巴克

9901 許玉敏編寫; 嚕嚕繪圖 978-986-6398-49-0 杯弓蛇影

9901 黃美莉編寫; 魏淑萍繪圖 978-986-6398-50-6 公主的心願

9901 黃美莉編寫; 嚕嚕繪圖 978-986-6398-51-3 航向夢想的探險家: 哥倫布

9901 江素蘭編寫; 桃子繪圖 978-986-6398-52-0 貓,你上當了

9901 方信義編寫; 莊河源繪圖 978-986-6398-53-7 孝順的姜詩夫妻

9902 余遠炫等編寫; 蕃茄等繪圖 978-986-6398-54-4 大寶貝小故事. 8

9901 余遠炫編寫; 蕃茄繪圖 978-986-6398-55-1 講義氣的筍巨伯

9901 劉亞婷編寫; 小小繪圖 978-986-6398-56-8 扛驢的父子

9901 黃健琪編寫; 鄭傑恆繪圖 978-986-6398-57-5 愛盪秋千的長臂猿

9901 許玉敏編寫; 葉子繪圖 978-986-6398-58-2 揠苗助長

9901 許玉敏編寫; 何宜娟繪圖 978-986-6398-59-9 開心的灰姑娘

9901 方信義編寫; Allen繪圖 978-986-6398-60-5 夢的建築師: 華德.迪士尼

9901 江素蘭編寫; 林麗娟繪圖 978-986-6398-61-2 狸貓,你上當了

9901 方信義編寫; 施姿君繪圖 978-986-6398-62-9 為父解憂的荀灌

總計: 63種 126冊

大辣 連絡人:呂靜芬 電話:(02)27182698 傳真:(02)2514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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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58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健康路

11-1號8樓

 E-mail:jf@dalapub.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鄭問作 978-986-6634-12-3 刺客列傳

總計: 1種 1冊

大旗 連絡人:蔡穎如 電話:(02)27235216 傳真:(02)27235220

郵遞區號:1105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一段432號4樓之9

 E-mail:metro@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環球國家地理>>編委會 978-957-8219-81-6 環球國家地理

9806 瑪莉.菲利浦(Marie Phillips)

著; 郭立芳譯

978-957-8219-85-4 Oh,my god!: 阿波羅的倫敦愛情故事

9807 瀋陽唐伯虎著 978-957-8219-86-1 國家寶藏天國謎墓

9810 瀋陽唐伯虎著 978-957-8219-87-8 國家寶藏之天國謎墓

9809 季羨林著 978-957-8219-88-5 清塘荷韻

9810 <<中國國家地理>>編輯委 978-957-8219-89-2 中國最美的96個度假天堂

9901 瀋陽唐伯虎著 978-957-8219-90-8 國家寶藏南海鬼谷

9901 探索發現系列.編輯委員會 978-957-8219-91-5 世界十大傳奇帝王

9901 <<環球國家地理>>編輯委 978-957-8219-92-2 非去不可的100個旅遊勝地. 世界篇

總計: 9種 10冊

大境文化 連絡人:潘泰樵 電話:(02)28387996ext18 傳真:(02)28360028

郵遞區號:1114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雨聲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法國藍帶廚藝學院(Le

Cordon Bleu)作

978-957-0410-79-2 巧克力聖經

9812 陳寬定作 978-957-0410-80-8 主廚經典菜單. 海鮮篇

總計: 2種 2冊

大魯文創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568332

第 36 頁，共 653 頁



郵遞區號:1007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二段59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祝芬文字; 張大魯攝影 978-986-85858-0-5 南瀛有愛.幸福臉譜

總計: 1種 2冊

大燈文化 連絡人:高慈香 電話:(03)3526847ext102 傳真:(03)3521165

郵遞區號:33845 地址:桃園縣蘆竹鄉奉化路

204號1樓

 E-

mail:daden.editor@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盧勝彥作 978-986-6564-45-1 盧勝彥的機密檔案: 謎題的揭曉

總計: 1種 1冊

大憨蓮文化 連絡人:彭淑芬 電話:(07)5370669 傳真:(07)5360576

郵遞區號:80661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鄭和路

49號12樓

 E-

mail:pon1107@ms3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陳建生等作 978-986-83708-3-8 荷葉田田

總計: 1種 1冊

大穎文化 連絡人:黃秀錦 電話:(02)27469169ext17 傳真:(02)27469007

郵遞區號:1059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五段38-1號11樓

 E-mail:emily@ol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薛爾.佛利(Sher Foley)文; 布

萊恩.洛夫洛克(Brian

978-986-6407-01-7 沒有名字的貓咪

9901 強.艾吉(Jon Agee)文.圖; 胡 978-986-6407-20-8 我要買什麼都沒有

9901 娜汀.布罕-柯司莫(Nadine

Brun-Cosme)文; 慕葉兒.柯

巴(Muriel Kerba)圖; 黃秀錦

978-986-6407-27-7 會唱歌的樹

9812 司修文.圖; 湯心怡譯 978-986-6407-28-4 橋的孩子: アス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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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尼娜.蘭登(Nina Laden)文.

圖; 胡洲賢譯

978-986-6407-29-1 當畢嘎索遇見哞蒂斯

9903 瑪塔.卡洛斯寇(Marta

Carrasco)文.圖; 胡洲賢譯

978-986-6407-30-7 河這邊.河那邊

9903 岸良真由子文.圖; 王怡華 978-986-6407-31-4 比輸贏

總計: 7種 7冊

大輿 連絡人:王維咨s 電話:(02)23028768ext538 傳真:(02)23021158

郵遞區號:1085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廣州街

189號4樓

 E-mail:info@ema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林佳儀譯 978-957-791-667-9 松本.上高地

9807 978-957-791-681-5 新版高雄縣地圖

9807 978-957-791-682-2 新版嘉義縣地圖

9809 978-957-791-691-4 中華民國全圖(秋海棠版)

9810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92-1 香港自遊行+澳門特輯

9810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93-8 臺灣走透透

9810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94-5 臺3線青春自由行

9810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95-2 臺灣好神

9810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96-9 臺北健康休閒旅遊趣

9810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97-6 臺灣鐵道自遊行

9810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698-3 臺灣休閒旅遊情報

9810 978-957-791-699-0 臺灣百岳地形圖

9810 978-957-791-700-3 中國地形圖

99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702-7 吃喝玩樂.大臺北

99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703-4 吃喝玩樂.大高雄

99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705-8 臺灣旅遊大全

9812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706-5 北臺灣區域地圖集

9901 劉斐青總編輯 978-957-791-707-2 臺灣超好玩

總計: 18種 18冊

大鵬灣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廖志峰 電話:(08)8338100ext162 傳真:(08)835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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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928 地址:屏東縣東港鎮大潭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Barry Mak等合著 978-986-02-1194-8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宗教、文化、濕地旅遊發展國

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上人文化 連絡人:賴美伶 電話:(02)27012847 傳真:(02)22436075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橋和路

115號9樓

 E-mail:mllai@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097-2 虎姑婆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098-9 白賊七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099-6 好鼻師變螞蟻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0-9 老婆婆與狐狸精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1-6 水鬼變城隍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2-3 賣香屁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3-0 傻女婿回娘家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4-7 傻阿旺上街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5-4 李田螺的奇遇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6-1 阿福相親記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7-8 火金姑與水仙花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8-5 彩虹和公主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09-2 蛇郎君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0-8 小木匠阿多朵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1-5 神奇的小石磨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2-2 蝴蝶公主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3-9 濁水溪的傳說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4-6 賣湯圓的神仙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5-3 仙奶泉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6-0 金斧頭和金剪刀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7-7 找鞋子立大功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8-4 鴨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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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19-1 廖添丁的故事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20-7 鄭成功大戰妖魔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21-4 嘉慶君遊臺灣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22-1 土地公公曬白銀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23-8 雷公與閃電婆婆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24-5 黑臉祖師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25-2 觀音娘娘山

9806 [上人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212-126-9 媽祖婆雨

9901 林泰勳文; 金淵貞圖; 陳麗 978-986-212-141-2 探訪地球中心

9901 金晥斗文; 安銀真圖; 邱敏 978-986-212-142-9 模仿大自然的發明

9901 曹旭文; 李智恩圖; 郭淑慧 978-986-212-143-6 銅絲彎繞,橡膠彈性好

9901 任淑英文; 金志雅圖; 陳麗 978-986-212-144-3 我家有科學

9901 鄭恩玲文; 尹真賢圖; 郭淑 978-986-212-145-0 自來水的旅行

9901 鄭昌勳文; 盧仁慶圖; 邱敏 978-986-212-146-7 都是從太陽來的!

總計: 36種 36冊

上古國際藝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117885

郵遞區號:1065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

路一段1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牧作 978-986-85966-1-0 陳牧工筆畫集: 工筆的感動.清澈的溫度

總計: 1種 2冊

上奇科技 連絡人:嚴楓琦 電話:(02)87923001ext2348 傳真:(02)87920540

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76巷33號3樓

 E-

mail:editor@grandtec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Nico著 978-986-257-005-0 網路開店123: 網路開店必勝祕笈

9812 林鴻等著 978-986-257-007-4 愛玩iwork

9810 梁洋洋著 978-986-257-008-1 透視駭客: 用Visual C++讓駭客無所遁形

9810 傅奎著 978-986-257-009-8 神出鬼沒!教你怎樣駭

9810 洪錦魁著 978-986-257-010-4 iPhone3GS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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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韋大裕著 978-986-257-011-1 搶救失業!影音履歷全能求職書

9810 銳藝視覺著 978-986-257-013-5 Idea to Photoshop: 設計師の創作解密

9810 李慶宗著 978-986-257-012-8 Windows 7: 讓您在生活和職場上都能運用自如

9811 周陟著 978-986-257-014-2 Web設計與構成解析

9810 聚光翰華數字科技著 978-986-257-015-9 3ds Max & VRay & Photoshop極致表現. 室外建築

篇

9811 張亞飛著 978-986-257-016-6 PHP for Flash FMS動態網站開發手札

9811 David Viney著 978-986-257-017-3 掌握Google關鍵字: SEO搜尋秘技全攻略

9811 洪錦魁著 978-986-257-018-0 C教學範本

9812 胡一威著 978-986-257-020-3 華麗世界: Photoshop+Illustrator創意思維與設計

9812 王斐著 978-986-257-021-0 網頁配色の即效見本

9812 沈志文著 978-986-257-022-7 立刻學Flash CS4

9812 林文強著 978-986-257-023-4 立刻學Dreamweaver CS4

9812 沈志文著 978-986-257-024-1 PhotoImpact X3: 讓您在生活和職場上都能運用自

如

總計: 18種 18冊

上奇資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920540

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76巷39號2樓

 E-mail:editor@grandtech.inf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劉冰等合著 978-986-257-028-9 Linux系統程式設計: 使用C

9901 佳影在線著 978-986-257-030-2 攝影的光線: 方框視界

9901 佳影在線著 978-986-257-031-9 風景攝影: 方框視界

總計: 3種 3冊

上承文化 連絡人:鄭富榮r 電話:(02)23637575 傳真:(02)23635937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三路241號8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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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 林麗容作 978-986-85118-1-1 論『文化碰撞』之瑞士

總計: 1種 1冊

上智文化 連絡人:黃素玲 電話:(02)29017342 傳真:(02)29027212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布魯諾.霍德(Bruno Forte)

著; 黃美基譯

978-986-7873-82-8 為什麼要告解

9902 潘家駿著 978-986-7873-83-5 愛的季抒詠: 禮儀風情

總計: 2種 2冊

上旗文化 連絡人:孫婷芬 電話:(02)27775565ext16 傳真:(02)27319920

郵遞區號:1068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四段125號9樓

 E-

mail:sunkids1@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上旗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7508-89-8 臺北小旅行: 23帖生活行旅: 拾步、拾味、拾氛圍

9708 吳家輝著 978-986-7508-90-4 胡志明市: 深度漫遊西貢3大郡&中南越7城區

9709 上旗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7508-91-1 宜蘭: 16條遊山、親水、騎單車綠遊路線

9710 黃琡珺著 978-986-7508-92-8 馬來西亞

9710 吳家輝著 978-986-7508-93-5 上海: top5地區玩樂情報全攻略

9801 陳惠雯著 978-986-7508-94-2 食在自然

9801 吳柏青著 978-986-7508-95-9 臺灣鐵道綠遊地圖

9803 上旗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7508-96-6 高雄: 享受光與水交織的港都風采

9804 楊惠卿文字; 黃進善攝影 978-986-7508-98-0 尋味臺灣小吃: 道地口味.特選食材.獨門功夫

9803 吳家輝著 978-986-7508-99-7 香港: 4天3夜暢遊香港玩樂手冊

9803 易凡著 978-986-6433-00-9 布簡單: 33款棉、麻布作小物

9806 Mayu著 978-986-6433-01-6 東京小女行

9807 上旗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6433-02-3 Oh,臺灣: 環遊寶島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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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上旗文化編輯部著 978-986-6433-03-0 宜蘭: 16條遊山、親水、騎單車綠遊路線

9808 陳惠雯著 978-986-6433-04-7 幸福餐桌: 飲食教育從小開始

9809 林惠忠著 978-986-6433-05-4 慢騎: 分段環島&悠遊22小鎮

9810 上旗文化編輯部編著 978-986-6433-06-1 花東小旅行: 23帖在地的流浪: 人文.縱谷.海之濱

9809 上旗文化編輯部編著 978-986-6433-07-8 臺北小旅行: 23帖生活行旅: 拾步、拾味、拾氛圍

9812 黃進善攝影撰文 978-986-6433-08-5 在地饗宴: 宜蘭季節食材&傳統手釀68味-漁產.蔬

果.醬醋茶

9811 吳家輝作 978-986-6433-09-2 澳門: top7地區玩樂情報全攻略

9902 蕭學仁作 978-986-6433-10-8 重遊臺灣老場景: 黑白的年代 彩色的回憶 與你相

約在童年

總計: 21種 21冊

上誼文化 連絡人:尤嘉莉 電話:(02)23913384 傳真:(02)23962775

郵遞區號:1007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二段75號

 E-mail:carrie@hsin-y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瓊安.賴德作; 諾曼.高柏堤

繪圖; 李紫蓉譯

978-957-762-464-2 地球之舞

9811 約翰.伯寧罕文.圖; 柯倩華 978-957-762-473-4 這是祕密!

9901 木村裕一文; 高■純圖; 林 978-957-762-475-8 怎麼辦?怎麼辦?掉進洞裡啦!

9902 瑪格利.威廉斯.比安可原

著; 酒井駒子文.圖; 陳珊珊

978-957-762-476-5 天鵝絨兔子

9901 馬克思.杜科文.圖; 簡薇倫 978-957-762-481-9 小天使失蹤了: 美術館奇遇記

9901 王早早文; 黃麗圖 978-957-762-482-6 安的種子

總計: 6種 7冊

口琴天堂 連絡人:師仁慧 電話:(02)29303534ext515 傳真:(02)29306165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郵政93-117號

信箱

 E-

mail:ann.harpparadise@gmail.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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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梁景豪, 師仁慧, 游鈞婷編 978-986-85614-0-3 樂來樂愛吹口琴

總計: 1種 1冊

山海文化雜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326130

郵遞區號:1165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木新路

二段161巷10號1樓

 E-mail:tivb@ms21.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潘小俠作 978-986-80101-2-3 白色烙印1949-2009人權影像: 潘小俠紀實影像

總計: 1種 2冊

山頂動人愛家園協會 連絡人:林克雄 電話:(03)3282024 傳真:(03)3973469

郵遞區號:33377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文化村

復興二路10巷15弄11號

 E-mail:kslin@ck.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方美娥等著 978-986-83918-1-9 足跡: 大坪頂半百歲月

總計: 1種 2冊

山野釣遊 連絡人:左承偉 電話:(02)25532661 傳真:(02)25532519

郵遞區號:10346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涼州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嘉亮等作 978-986-85491-1-1 山野釣遊: 秋冬季節戶外穿著必備寶典. 別冊

總計: 1種 2冊

山難救助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216165

郵遞區號:23445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永和路

一段218號3樓

 E-

mail:mtclub.yh@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編 978-986-85853-0-0 山域救助訓練教材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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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華數位文化 連絡人:鄭蕙鈴s 電話:(02)22289070ext24 傳真:(02)22255216

郵遞區號:2354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三段136巷10弄17號

 E-

mail:order@chienhu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畢瑩編著 978-986-195-895-8 飲料與調酒(歷年試題+模擬考)

9809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894-1 行政法概要(基層警察人員)

9809 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978-986-195-902-3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

9809 畢瑩編著 978-986-195-903-0 餐旅服務技術(歷年試題+模擬考)

9810 全仲編著 978-986-195-926-9 機械力學(歷年試題+模擬考)

9810 黃飛鴻, 方世玉編著 978-986-195-939-9 中外歷史輕鬆一次搞定

9810 葉仲禮編著 978-986-195-941-2 基測Pro理化總複習題庫

9812 陳家豪編著 978-986-195-951-1 大學升了沒: 物理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11 陳培林編著 978-986-195-952-8 課程與教學經典歷年試題解析

9812 蔡先容編著 978-986-195-953-5 行政學口訣

9810 陳月娥編著 978-986-195-955-9 社會學

9810 張恆編著 978-986-195-959-7 企業管理大意滿分題庫

9810 盧維一編著 978-986-195-981-8 警察實務概要(包括保安、交通)完全攻略

9811 林志忠編著 978-986-195-984-9 行政法(含概要)測驗式考古題

9810 龍宜辰, 許願, 劉似蓉編著 978-986-261-015-2 法學知識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論與

英文)(司法特考)

9810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195-998-6 英文全真模擬考(司法五等)

9810 王一周, 王曹編著 978-986-261-003-9 刑事訴訟法系統整理

9810 伍湘芬編著 978-986-261-004-6 國文(測驗)全真模擬考(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9810 伍湘芬編著 978-986-261-006-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全真模擬考(包括公文格

式用語測驗題)

98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007-7 英文實戰題庫

9810 任穎, 張瀚騰編著 978-986-261-008-4 新災害防救法精析

9810 王志成編著 978-986-261-012-1 經濟學(含概要)考古題

9810 郭藩編著 978-986-261-013-8 教育心理學

9811 尚素麗編著 978-986-261-018-3 新題型國文: 測驗高分快易通(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命題焦點整理與測驗)( 鐵路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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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郭藩編著 978-986-261-021-3 教育行政學

9811 洪仁正編著 978-986-261-024-4 主題式電機(工)機械(含概要、大意)高分題庫

9902 張大帥編著 978-986-261-033-6 消防法規(含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812 簡正城編著 978-986-261-040-4 圖解式民事訴訟法概要

9811 陳家豪, 葉簡捷編著 978-986-261-041-1 升大指考化學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12 余揚編著 978-986-261-044-2 大學升了沒: 升大指考數學甲科(指考試題+仿真模

擬)

981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047-3 國文實戰題庫

9812 陳金城編著 978-986-261-057-2 企業管理(適用管理概論)

9811 張定榮編著 978-986-261-059-6 消防器材構造及使用

9811 王一周著 978-986-261-061-9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司法五等)

9812 郝贊, 廖運憲編著 978-986-261-075-6 大學升了沒: 歷史科(指考試題+仿真模擬)

9812 歐欣亞編著 978-986-261-076-3 普考會計類專業科目考古題(含成管會概要、會計

學概要、審計學概要、 政府會計概要)

9812 陳培林編著 978-986-261-079-4 教育專業科目歷年試題解題聖經. 三

9812 成傑編著 978-986-261-080-0 刑法總則

98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081-7 計算機概論高分題庫

9812 穆儀編著 978-986-261-082-4 法學大意全真模擬考

9812 司法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261-083-1 刑法(含概要)考古題

9901 張恆編著 978-986-261-084-8 主題式行銷學高分題庫

9812 郝強編著 978-986-261-085-5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考選題庫

9812 司法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261-086-2 民法概要考古題

9812 司法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261-088-6 商事法考古題

98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089-3 金融專業知能考前速成

9812 龍田編著 978-986-261-090-9 理財規劃專業測驗: 火速焦點、考前猜題及考古

題

9812 劉政編著 978-986-261-091-6 行政法(含概要)考選題庫

98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261-092-3 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試題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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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夏鵬翔編著 978-986-261-093-0 火災學系統整理(含歷年試題精析)

9812 蔡穎編著 978-986-261-094-7 電腦常識(含概論)

9812 邱樺編著 978-986-261-095-4 公民(鐵路特考)

98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096-1 公民滿分題庫

9812 陳霖編著 978-986-261-097-8 法院組織法大意全真模擬考

98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261-098-5 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精解

981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099-2 鐵路英文

9812 凱旋編著 978-986-261-100-5 英文滿分題庫

9811 淨文編著 978-986-261-101-2 圖解式行政學(含概要): 附主題式精選題庫

98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261-102-9 會計事務乙級技能檢定術科試題精解

9901 張恆編著 978-986-261-103-6 企業管理(管理概論)高分題庫1000題

9901 陳忠孝編著 978-986-261-104-3 行銷管理

9901 張恆編著 978-986-261-105-0 公共管理(含概要)考古題(麻辣大師破題)

9812 陳永煌編著 978-986-261-106-7 會計事務乙級技能檢定學科測驗大全

9901 陸冠奇編著 978-986-261-108-1 主題式電工原理精選題庫

9812 劉非凡編著 978-986-261-110-4 主題式鋼筋混凝土學(含概要與設計)高分題庫

9901 陳忠孝編著 978-986-261-111-1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學術科技能檢定得分寶典

9901 陳忠孝編著 978-986-261-112-8 國貿業務乙級技術士學術科技能檢定得分寶典

9901 張恆編著 978-986-261-113-5 主題式行銷管理學高分題庫

9901 蔡先容, 郝強編著 978-986-261-114-2 政治學概要考選題庫

9901 蔡先容編著 978-986-261-115-9 政治學(含概要)考古題(麻辣大師破題)

9812 陳淨修編著 978-986-261-116-6 勞工衛生管理甲級技術士歷次學、術科試題及解

析彙編

9901 葉紫光編著 978-986-261-117-3 不動產估價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901 尚素麗編著 978-986-261-119-7 新題型國文: 測驗

9901 千華編委會著 978-986-261-123-4 國文(作文與測驗)(題庫+歷年試題)

9901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124-1 國文全真模擬考(含作文測驗)

9901 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978-986-261-125-8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

9901 傅維廷編著 978-986-261-126-5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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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傅維廷編著 978-986-261-128-9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9901 劉永宏編著 978-986-261-131-9 工業安全管理

9902 邱燁編著 978-986-261-132-6 臺灣原住民族史大意

9901 陳永煌編著 978-986-261-133-3 會計學概要

9902 張定榮編著 978-986-261-134-0 消防實務滿分寶典

9901 劉似蓉編著 978-986-261-135-7 上榜養成計畫: 英文

9902 陳永煌編著 978-986-261-136-4 金融專業知能: 會計學(含概要)

9902 張大帥編著 978-986-261-137-1 消防法規(含概要)

9902 陳忠孝編著 978-986-261-138-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括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

商業會計處理準則、公 司法之公司登記及認許)

9902 祝裕, 龍奕編著 978-986-261-139-5 普考機械工程類專業科目考古題(含機械力學、原

理、製造、設計)

990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141-8 國文高分題庫

9902 穆儀, 羅格思編著 978-986-261-142-5 上榜養成計劃: 法學大意

990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143-2 上榜養成計畫: 公民

9902 王志成編著 978-986-261-145-6 經濟學(臺電.中油)

9901 葉紫光編著 978-986-261-146-3 不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902 歐欣亞編著 978-986-261-147-0 政府採購法(含概要)

990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148-7 普通科目(國文、公民、英文)全真題本(含歷年試

題)

9902 夏鵬翔編著 978-986-261-149-4 火災學(含概要)

9902 軍職編輯小組著 978-986-261-153-1 軍訓教官考古題大全

9902 程馨編著 978-986-261-155-5 民法概要(題庫+歷年試題)

9902 千華編委會編著 978-986-261-156-2 物理高分題庫

9902 祝裕編著 978-986-261-160-9 工程力學(含靜力學、材料力學、動力學)

9902 呂金德編著 978-986-261-164-7 原住民族行政及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了

9902 白崑成編著 978-986-261-168-5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測驗合輯(含授信法規及授信實

務)

9902 王志成編著 978-986-261-171-5 經濟學(交通事業)

總計: 102種 11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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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流 連絡人:劉必權 電話:(02)29464351 傳真:(02)29465182

郵遞區號:2356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興街

115巷9之4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劉必權著 978-957-9554-64-0 世界列國誌. 德國

9901 劉必權著 978-957-9554-63-3 世界列國誌. 德國

9901 劉必權著 978-957-9554-65-7 世界列國誌. 土耳其

9901 劉必權著 978-957-9554-66-4 世界列國誌. 波蘭

9902 劉必權著 978-957-9554-67-1 世界列國誌. 古巴

9902 劉必權著 978-957-9554-68-8 世界列國誌. 摩洛哥

總計: 6種 7冊

久鼎 連絡人:朱文章 電話:(02)29511539 傳真:(02)29511249

郵遞區號:22062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重慶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龍德居士編 978-986-6625-24-4 鑑定住家風水自己來

9901 陳善濠編著 978-986-6625-25-1 字掛姓名學

9902 李森堯編著 978-986-6625-26-8 五術奇譚

總計: 3種 3冊

凡亞藝術空間 連絡人:蔡正一 電話:(04)27032424 傳真:(04)27030786

郵遞區號:40753 地址:臺中市河南路二段301

巷16號B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010 陳郁如作 978-986-99992-3-6 陳郁如

9311 陳銀輝作 978-986-80752-0-7 陳銀輝油性粉彩寫生作品專輯

9710 蔡正一作 978-986-80752-4-5 蔡正一作品集. 2008

9712 紀宗仁作 978-986-80752-5-2 紀宗仁畫集. 2008

9811 鐘俊雄作 978-986-80752-7-6 鐘俊雄創作集

總計: 5種 5冊

小太陽工作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5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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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二段136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陳光作 978-986-85698-0-5 新通路的誕生

9902 陳光作 978-986-85698-1-2 101句我愛妳 光的記憶.愛的印記

總計: 2種 2冊

小石頭文化 連絡人:吳璧琳 電話:(02)26342623 傳真:(02)26340166

郵遞區號:11486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康寧路

三段22-1號2樓

 E-mail:rockjj@ms3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王俊隆著 978-986-81859-6-8 自由軟體Inkscape繪圖超簡單

9812 徐盟霖著 978-986-81859-7-5 自由軟體KompoZer網頁超簡單

總計: 2種 2冊

小兵 連絡人:蔡景湳 電話:(02)29150734 傳真:(02)23583529

郵遞區號:1008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牯嶺街

148號4樓

 E-

mail:bintonnet@mail2000.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978-986-6544-25-5 傻蛋天神

9812 李潼文; 徐建國圖 978-986-6544-26-2 李潼中篇小說: 蠻皮兒

9901 李光福文; 法蘭克圖 978-986-6544-27-9 哥哥不笨

9901 徐瑞蓮文; 任華斌圖 978-986-6544-28-6 米蟲幾步拉

9901 柯心平文; 徐建國圖 978-986-6544-29-3 愛打架的獨角仙

9902 姜子安文; 蔡兆倫圖 978-986-6544-30-9 北極熊王子流浪記

9902 褚育麟文; 李長駿圖 978-986-6544-31-6 豹人.狐狸.神木國

9901 林淑玟文; 葉禮洋圖 978-986-6544-32-3 故事媽媽Happy Go

9902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978-986-6544-33-0 小四愛作怪之無敵三十六計

9902 王洛夫, 賴玉敏文; 巫伊圖 978-986-6544-34-7 妙妙公主徵婚記

9902 亞平文; 陳又凌圖 978-986-6544-35-4 我有一隻鳥

9902 陳昇群文; 徐建國圖 978-986-6544-36-1 名字離家

9902 廖炳焜文; 達姆圖 978-986-6544-37-8 神犬奇兵
第 50 頁，共 653 頁



總計: 13種 15冊

小異 連絡人:陳信至 電話:(02)87123898ext21 傳真:(02)87123897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25號11樓

 E-

mail:ken@locuspublishi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傑克.凱堔(Jack Ketchum)著;

柯清心譯

978-986-84569-9-0 鄰家女孩

9901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賽

斯.葛雷恩-史密斯(Seth

Grahame-Smith)著  ; 吳妍儀

978-986-85847-0-9 傲慢與偏見與殭屍

總計: 2種 2冊

小詩磨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2141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東勢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煥彰主編 978-986-85539-1-0 小詩磨坊. 馬華卷

總計: 1種 1冊

小魯文化 連絡人:曾怡菁 電話:(02)27320708ext22 傳真:(02)27327455

郵遞區號:1067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居街  E-mail:article@tienwe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木城文; 曹俊彥圖 978-986-211-125-3 一條尾巴十隻老鼠

9901 哲也文; 陳美燕圖 978-986-211-133-8 什麼都不怕

9901 莫狄凱.哲史坦(Mordicai

Gerstein)文.圖; 沙永玲翻譯

978-986-211-134-5 一本書

9902 林滿秋作 978-986-211-135-2 浴簾後

9902 蘿拉.紐玫若芙(Laura

Numeroff)文; 琳恩.孟辛兒

(Lynn Munsinger)圖; 沙永玲

978-986-211-136-9 奶奶最棒!爺爺最棒!

9901 傑瑞.史賓尼利(Jerry

Spinelli)著; 麥倩宜譯

978-986-211-137-6 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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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松岡達英文.圖; 周佩穎譯 978-986-211-138-3 好痛唷!好痛唷!

9902 沙永玲編著; 鄭明進圖 978-986-211-139-0 十兄弟

9903 劉宗銘文.圖 978-986-211-140-6 娃娃愛畫畫

9903 本川達雄文; 渡邊賢一圖; 978-986-211-141-3 豐富的地球

9903 包柏.史塔克(Bob Staake)文.

圖; 鄭如瑤譯

978-986-211-142-0 甜甜圈廚師

9902 林滿秋作 978-986-211-143-7 錯別字殺手

9901 林佑儒作; 姬淑賢繪圖 978-986-211-144-4 廁所幫少年偵探: 邪惡甲蟲王破壞事件

9903 奈特莉.芭比特著; 趙永芬 978-986-211-145-1 永遠的狄家

9902 許書寧文.圖 978-986-211-146-8 愛蓋章的國王

總計: 15種 17冊

六景彩印實業 連絡人:邱泰松 電話:(02)23680563 傳真:(02)23651731

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二段126號2樓之2

 E-

mail:makk@tpts5.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210 田寶聰主編 978-986-80325-5-2 永恆的微笑

9511 楊從伯編著 978-957-29875-7-5 草書入門

9608 石獃作 978-957-29875-9-9 石獃閒章

9711 楊從伯著 978-986-83965-7-9 百從文天祥正氣歌印■

9808 周國屏作 978-986-83965-8-6 周國屏書文見證專集

9810 陳政治著 978-986-83965-9-3 腦力激盪

9901 吳學寶編著 978-986-85935-0-3 溯源

總計: 7種 7冊

文天外語 連絡人:簡先生 電話:(02)29619495 傳真:(02)29549690

郵遞區號:22055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北門街

50號3樓

 E-

mail:wentien.school@gmail.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簡樹勳, Charlie Jack編著 978-986-84423-9-9 感恩的螞蟻(中英日)(幼兒版)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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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連絡人:馮興盛 電話:(02)28614062 傳真:(02)2861716

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陽明山

華岡路55號

 E-

mail:ccup@ccuo16@pccu.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世賢總編輯 978-986-6710-62-9 『地方治理能力提升』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901 葛瀚聰著 978-986-6710-64-3 玄學遺傳下的玄琴

9901 蘇安莉著 978-986-6710-65-0 蘇安莉之編創理念實務分析及接觸即興之探討

9903 李清棋撰 978-986-6710-68-1 中國文化大學男子公開組第一級籃球代表隊選、

訓、賽報告書

總計: 4種 4冊

文化大學體育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611781

郵遞區號:1111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陽明山

華崗路5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黃長福總編輯 978-986-6710-60-5 亞太國際運動生物力學研討會暨臺灣運動生物力

學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文史哲 連絡人:彭雅雲 電話:(02)23511028 傳真:(02)23965656

郵遞區號:1007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一段72巷4號

 E-mail:lapentw@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一民主編 978-957-549-876-4 林天蔚教授紀念文集

9812 曾一民主編 978-957-549-875-7 林天蔚教授紀念文集

總計: 2種 2冊

文全 連絡人:楊鎮旺 電話:(02)29719533 傳真:(02)29866960

郵遞區號:24151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五華街

75巷12號

 E-

mail:yesgood@easyplay.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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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978-957-28852-8-4 汽車駕駛人筆試講義

總計: 1種 1冊

文房文化 連絡人:趙蓓玲 電話:(02)23629066 傳真:(02)23629069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三段100號10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卓瑪作 978-986-6342-02-8 妹妹的祈禱

9810 姜蜜作 978-986-6342-03-5 妙妙村的妙妙瓜

9810 黃耀傑作 978-986-6342-04-2 頑皮貓熊歷險記

9811 羅彩麗作 978-986-6342-05-9 等媽媽回家的孩子

9811 蔡蕙憶原創漫畫; 梁心綺漫

畫編劇

978-986-6342-06-6 小公主的甜蜜青春記事: 快樂迎接青春期的成長

魔法

9811 陶綺彤作 978-986-6342-07-3 蔬菜大魔王

9812 張嘉文作 978-986-6342-08-0 歡樂這一班. 1, 科學怪人轉學生

9812 阿怪作 978-986-6342-09-7 怪怪魔術百科

9812 孟宸作 978-986-6342-10-3 我要畫公主: 最美公主畫法大集合

9901 陳棋川作 978-986-6342-11-0 小小螢火蟲

9901 方嬅作 978-986-6342-12-7 咖啡杯女孩

9902 郭莉蓁作 978-986-6342-14-1 尋找失落的樂園: 活潑女孩的大海冒險

9902 橘子作 978-986-6342-15-8 我會畫閃亮派對造型

9902 孟宸作 978-986-6342-16-5 我會畫夢幻俏公主

9902 張雅義作 978-986-6342-17-2 大家的超級任務

9902 楊瑞泰作 978-986-6342-18-9 有你不孤單

9902 虫人作 978-986-6342-19-6 我會畫魔法小仙子

9903 武小維作 978-986-6342-20-2 野蠻公主不見了

9903 王俐文作 978-986-6342-21-9 愛的學習課

總計: 19種 19冊

文津 連絡人:邱家敬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遞區號:1065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

路二段294巷1號

 E-

mail:twenchin@ms1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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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宛瑜著 978-957-668-902-4 清初廣陵詞人群體研究

9901 李君山著 978-957-668-906-2 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

9812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主編

978-957-668-907-9 發皇華語.涵詠文學: 中國文學暨華語文教學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

9902 陳金現著 978-957-668-908-6 宋詩與白居易的互文性研究

9902 鄭志明著 978-957-668-909-3 臺灣宗教組織與行政

9902 鄺芷人著 978-957-668-910-9 生命之河: 生命與生命哲學

9902 劉惠萍著 978-957-668-911-6 圖像與神話: 日、月神話之研究

9902 林明理著 978-957-668-913-0 新詩的意象與內涵: 當代詩家作品賞析

9903 劉慧芬著 978-957-668-914-7 戲曲劇本編撰『三部曲』: 原創、改編、修編: 劉

慧芬戲曲劇本選集

9903 劉慧芬著 978-957-668-915-4 原創與實驗: 戲曲劇本創作新實踐

總計: 10種 11冊

文英堂 連絡人:李中邦 電話:(02)82301588 傳真:(02)82301576

郵遞區號:11653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和街

8號7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許介鱗作 978-957-8811-39-3 日本崛起的奧秘. I, 戰爭發財術

9902 許介鱗作 978-957-8811-40-9 日本崛起的奧秘. II, 特需發財術

總計: 2種 2冊

文香書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634554

郵遞區號:33063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長沙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27-7 白雪公主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29-1 國王的新衣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1-4 賣火柴的小女孩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2-1 小紅帽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3-8 醜小鴨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4-5 小美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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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5-2 灰姑娘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6-9 木偶奇遇記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7-6 糖果屋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8-3 七隻小羊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39-0 快樂王子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0-6 阿拉丁神燈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1-3 鐘樓怪人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2-0 三隻小豬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3-7 天鵝湖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4-4 傑克與仙豆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6-8 美麗的畫布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7-5 九色鹿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8-2 八仙過海顯神通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49-9 十二生肖的故事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0-5 木蘭從軍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1-2 白蛇傳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2-9 后羿射太陽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3-6 老虎外婆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4-3 三個孩子和三個媽媽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5-0 老婆婆的棗樹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6-7 孟姜女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7-4 金瓜兒 銀豆兒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8-1 長髮妹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59-8 阿光歷險記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60-4 孫悟空借芭蕉扇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61-1 馬良的神筆

9901 林三悅文字改編整理 978-986-7020-63-5 漁童

總計: 33種 36冊

文建會 連絡人:楊承祐 電話:(02)23434051 傳真:(02)23948738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北平東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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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謝佩霓等執行 978-986-02-0674-6 視覺藝術全國論壇. 2008

9811 鄧相揚作 978-986-02-0707-1 尚璞.素顏.林淵

9811 李柏黎作 978-986-02-0708-8 遺民.深情.劉錦堂

9811 盧廷清作 978-986-02-0709-5 博涉.奇變.陳丁奇

9811 李欽賢作 978-986-02-0710-1 俠氣.叛逆.陳植棋

9811 廖瑾瑗作 978-986-02-0711-8 懷鄉.遊藝.吳李玉哥

9811 林永發作 978-986-02-0712-5 日出.臺東.丁學洙

9811 陶文岳作 978-986-02-0713-2 抽象.前衛.李仲生

9811 王淑津作 978-986-02-0714-9 南國.虹霓.鹽月桃甫

9811 顏娟英作 978-986-02-0715-6 油彩.山脈.呂基正

9811 蕭瓊瑞作 978-986-02-0716-3 神韻.自信.蒲添生

9812 黃健敏主編 978-986-02-0925-9 都市美學力: 臺灣.法國.公共藝術

9812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

有限公司編輯製作

978-986-02-1077-4 藝.識.流: 臺灣文化藝術故事力尋跡劄記. 2009

9811 許耿修, 陳惠婷總編輯 978-986-02-1140-5 公共藝術獎專輯. 2009第二屆

9812 曾伯堯主編 978-986-02-1236-5 戀曲2009之6個文化進行式

9812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著 978-986-02-1471-0 文化統計. 2007

9812 青田良介等撰文; 顏新珠總

編輯

978-986-02-1928-9 走過10年,前瞻未來: 921社區重建國際研討會論文

集

總計: 17種 39冊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理

處籌備處

連絡人:吳金庭 電話:(04)22295848ext357 傳真:(04)22292475

郵遞區號:40247 地址:臺中市南區復興路三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丘如華, 王維潔編著 978-986-02-1103-0 日本區域性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機制之評估

報告暨考察成果實錄

9812 呂錘寬作 978-986-02-1276-1 安龍謝土

9812 謝瑞隆, 簡嘉緯編著 978-986-02-1507-6 臺灣歷史文化場域的新體驗

9812 王嵩山主編 978-986-02-1596-0 臺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年鑑. 2005-2008

9812 蕭明瑜, 楊敏芝, 蔡■美撰 978-986-02-1866-4 老寶貝 新創意: 產業文化資產轉化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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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楊敏芝, 翁政凱, 蔡■美撰

稿; 楊敏芝, 翁政凱編著

978-986-02-1960-9 創意再生產: 產業文化資產再利用

9812 葉子縈等撰稿 978-986-02-2036-0 探遊青春: 糖鹽酒行旅

9812 王壽來總編輯 978-986-02-2073-5 守護.傳承: 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特展. 2009

9812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

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著

978-986-02-2105-3 世界人權日系列活動活動專輯. 2009

9812 社團法人臺灣歷史資源經

理學會企劃

978-986-02-2122-0 『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研習工

作坊實錄

9812 蔡育林, 邵慶旺, 周志明撰 978-986-02-2123-7 技術諮詢Q&A

9812 石光生著 978-986-02-2227-2 鍾任壁布袋戲的傳承與技藝

總計: 12種 28冊

文訊雜誌社 連絡人:吳穎萍 電話:(02)33435430 傳真:(02)23964212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

路11號6樓

 E-

mail:wenhsun7@ms1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封德屏總編輯 978-986-83928-9-2 陳映真創作50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3冊

文淵文教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30628

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昌路

二段216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文淵文教出版股份有限公 978-986-85756-0-8 讓作文起飛: 翱翔於美辭佳句的天空

總計: 1種 1冊

文笙 連絡人:李冠立 電話:(02)23814280 傳真:(02)23146035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233號

 E-

mail:winsooon@winsoon.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吳學燕編著 978-986-6727-33-7 移民政策與法規

9804 賀博, 程理編著 978-986-6727-40-5 普通物理<題庫>
第 58 頁，共 653 頁



9804 歐陽編著 978-986-6727-41-2 解說結構矩陣

9810 涂金盛編著 978-986-6727-42-9 書畫行氣養生

9804 李江春櫻等編譯 978-986-6727-45-0 日蓮大聖人御書: 平成新編御書中譯初稿

9804 李江春櫻等編譯 978-986-6727-44-3 日蓮大聖人御書: 平成新編御書中譯初稿

9804 李江春櫻等編譯 978-986-6727-43-6 日蓮大聖人御書: 平成新編御書中譯初稿

9806 高木貞治原著; 葉能哲, 賴 978-986-6727-46-7 高等微積分: 解析概論

9806 林錦川編著 978-986-6727-47-4 日語語法之分析. 五, 副詞.形式名詞接尾語用法詳

解

9807 歐陽編著 978-986-6727-48-1 解說結構學

9806 張晉編著 978-986-6727-50-4 材料熱力學

9807 李江春櫻等編譯 978-986-6727-54-2 日蓮大聖人御書: 平成新編御書中譯初稿

9807 李江春櫻等編譯 978-986-6727-53-5 日蓮大聖人御書: 平成新編御書中譯初稿

9807 李江春櫻等編譯 978-986-6727-52-8 日蓮大聖人御書: 平成新編御書中譯初稿

9807 李江春櫻等編譯 978-986-6727-51-1 日蓮大聖人御書: 平成新編御書中譯初稿

9806 劉明昌編著 978-986-6727-55-9 線性代數學習要訣

9807 吳家驥, 陳崑山, 饒月琴編 978-986-6727-57-3 稅務會計: 含稅務法令及實務

9808 李建和, 鄭慶武編著 978-986-6727-58-0 乙級工程測量檢定: 學術科重點整理與題庫解析

9810 齊光裕編著 978-986-6727-59-7 中亞五國政治發展

9810 李勝高, 蕭強, 張序編著 978-986-6727-60-3 二技經濟學歷屆試題分章題型暨詳解

9812 吳學燕編著 978-986-6727-61-0 『入出國及移民法』逐條釋義

9812 歐陽編著 978-986-6727-63-4 土木國家考試研究所: 結構動力精解

9902 尹章義, 尹章中, 葉家宏編 978-986-6727-67-2 文化法制概論

總計: 23種 23冊

文華圖書館管理 連絡人:徐嘉麟 電話:(02)87512575ext217 傳真:(02)87512576

郵遞區號:1144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

一段91巷40號2樓

 E-

mail:service@mandar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顧敏著 978-957-8708-97-6 廣域圖書館: 數位圖書館時代的知識文明

9901 王等元著 978-957-8708-98-3 圖書資訊法學導論: 理論與實務

總計: 2種 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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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 連絡人:周詩瑜 電話:(02)23914280ext66 傳真:(02)23943103

郵遞區號:1064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91號4樓

 E-

mail:winjoin@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4 高桂足著 978-957-9489-43-0 菸與心理

9806 孟丞書, 黃秀玲作 978-957-9489-87-4 無師自通說法文

9809 孟丞書, 黃秀玲作 978-957-9489-91-1 無師自通說法文

總計: 3種 3冊

文經社 連絡人:管仁健 電話:(02)25176688 傳真:(02)25153368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

路二段66號11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竹內正浩著 978-957-663-592-2 不工作的老闆也能賺大錢: 星巴克為什麼要賣三

明治?

9901 (明)劉伯溫著; 霧滿攔江評 978-957-663-593-9 燒餅歌: 燒餅歌中的歷史

9902 潘懷宗著 978-957-663-594-6 海藻讓你遠離癌症

9902 楊偉凱著 978-957-663-595-3 富總裁的投資私房學

9902 陳潮宗著 978-957-663-596-0 4週改善手腳冰冷

9901 釋心田著 978-957-663-597-7 圖解.佛教生死書

9902 管家琪著 978-957-663-599-1 電腦教父: 施振榮的故事

9903 宋學軍著 978-957-663-603-5 打不破的30個人生定律

總計: 8種 8冊

文藻外語學院應華系 連絡人:賴虹廷 電話:(07)3426031ext5103 傳真:(07)3597514

郵遞區號:80793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

路900號

 E-

mail:chinese@mail.wtu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 978-986-6585-07-4 飛揚: 文藻文學獎作品集. 第廿一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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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鶴 連絡人:黃筱方s 電話:(02)23934497ext706 傳真:(02)23957100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09號3樓

 E-mail:osiris@cran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高照明編 978-986-147-287-4 計算語言學在英語教學與測試的應用

9901 高照明編 978-986-147-288-1 中文計算語言學論文集

9808 賴翠玲, 劉中, 陶維極作 978-986-147-324-6 全民英檢直通車: 聽讀測驗完全攻略新增題型. 99

年

9808 鄧守信著 978-986-147-329-1 對外漢語教學語法

9806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作 978-986-147-330-7 英語文教育與專業英語教學. 2009

9809 Andrew E. Bennett作 978-986-147-333-8 Reading pass

9809 Andrew E. Bennett作 978-986-147-332-1 Reading pass

9809 Andrew E. Bennett作 978-986-147-331-4 Reading pass

9809 黃梅卿總編輯 978-986-147-342-0 生活英語. 聽講篇(初級)

9809 黃梅卿總編輯 978-986-147-343-7 生活英文. 閱讀寫作篇(初級)

9809 黃梅卿總編輯 978-986-147-344-4 生活英文. 閱讀寫作篇(中高級)

9809 黃梅卿總編輯 978-986-147-345-1 生活英語. 聽講篇(中高級)

9810 蔡漢民總編輯 978-986-147-350-5 英語秘書實務

9810 長庚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

心英文教研會作

978-986-147-351-2 ESP教材教法國際學術研討暨提升學生英文能力

之『五餅二魚』成果發表 會大會手冊. 2009

9811 清雲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

系編輯委員會作

978-986-147-352-9 清雲應用外語研究數位網路、媒體科技與文化研

究學術研討會論文專刊

9810 張智惠作 978-986-147-353-6 Zach and his family

9811 梁耀南, 張慧執行編輯 978-986-147-354-3 第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9811 張智惠作 978-986-147-355-0 Zach the baby

9812 何東憲作 978-986-147-365-9 EFL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ment goals,writing

strategy use,andwritten outcomes

9812 張智惠作 978-986-147-366-6 Zach's abc

9812 張宏宇, 張嘉顯主編 978-986-147-368-0 福爾摩莎語言文化詞典. 當代文化現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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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張宏宇, 張嘉顯主編 978-986-147-369-7 福爾摩莎語言文化詞典. 節氣與傳統節慶篇

9812 張宏宇, 張嘉顯主編 978-986-147-370-3 福爾摩莎語言文化詞典(合訂本)

9901 林壽華編輯 978-986-147-375-8 Studies in ELT and ESP

9901 羅春琳作 978-986-147-380-2 歌曲中的隱喻

9903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編

輯

978-986-147-384-0 國際應用英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坊論文集. 2010

總計: 26種 28冊

方有恆 連絡人:方有恆 電話:(02)23026510 傳真:

郵遞區號:10857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和平西

路三段384號6樓之2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方有恆編 978-957-41-6343-4 創新漢英辭彙

總計: 1種 1冊

方向出版 連絡人:鄭嫦娥 電話:(02)22651491 傳真:(02)22659661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路

800號13樓

 E-

mail:leader.book@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奧.亨利著; 李淑貞譯 978-986-6670-08-4 奧亨利短篇小說選

9803 強納生.史葳特著; 李淑貞 978-986-6670-09-1 格列佛遊記

9803 富蘭克林著; 李淑貞譯 978-986-6670-10-7 富蘭克林傳

9803 亞米契斯著; 李淑貞譯 978-986-6670-11-4 愛的教育

9807 小仲馬著; 藍婷譯 978-986-6670-18-3 茶花女

9901 琴.偉伯斯特著; 李芷軒譯 978-986-6670-21-3 長腿叔叔

9810 愛蜜莉.勃朗黛著; 藍婷譯 978-986-6670-22-0 咆哮山莊

9902 亞米契斯著; 李淑貞譯 978-986-6670-24-4 愛的教育

總計: 8種 8冊

方智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ext40 傳真:(02)2579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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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50號6樓之1

 E-

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高津文美子著; 吳怡文譯 978-986-175-178-8 鬼臉瑜伽: 高津老師教你用表情打造緊緻肌膚

9901 溝口耕兒著; 常純敏譯 978-986-175-179-5 發現更棒的自己: 活用超意識,發揮無限本能

9901 亨瑞克.費克塞斯(Henrik

Fexeus)著; 吳書榆譯

978-986-175-180-1 看人看到骨子裡: 瑞典讀心術大師教你掌握人

心、洞悉人性

9902 草莓圖騰著 978-986-175-181-8 一輩子的戀愛

9902 蕭碧燕著 978-986-175-182-5 買基金坐擁雙薪

9903 佛羅倫絲.辛(Florence Scovel

Shinn)著; 賴佩霞譯

978-986-175-184-9 失落的幸福經典: 影響千萬人的生命法則

9902 章成著 978-986-175-185-6 安度2012: 迎接沒有恐懼的未來

9903 張金鶚著 978-986-175-186-3 張金鶚的房產七堂課

9903 理查.班德勒著; 吳孟儒譯 978-986-175-187-0 自我轉變的驚人秘密: 用NLP擺脫恐懼、度過難

關、達成夢想

總計: 9種 18冊

方廣文化 連絡人:蔡文熙 電話:(02)23920003 傳真:(02)23919603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77-2號11樓

 E-

mail:fangoan@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隋)菩提登譯 978-986-7078-26-1 占察善惡業報經

9812 夢參老和尚主講; 五臺山普

壽寺出家僧眾整理

978-986-7078-27-8 占察善惡業報經新講

9812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978-986-7078-28-5 菩提道次第廣論

總計: 3種 3冊

心理 連絡人:陳姝■ 電話:(02)23671490ext123 傳真:(02)2367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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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4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80號7樓

 E-mail:market@ps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Stephen Krulik, Jesse A.

Rudnick著; 馬秀蘭, 吳德邦

978-986-191-215-8 中學數學推理與解題習作簿

9801 陳惠珍著 978-986-191-241-7 私立幼托園所甄選教保人員之關鍵成功因素探討

9901 Gary Mesibov, Marie Howley

著; 楊宗仁, 李惠藺譯

978-986-191-267-7 自閉症學生的融合教育課程: 運用結構化教學協

助融合

9806 Joseph Moreno著; 郎亞琴譯 978-986-191-274-5 展現內在音樂: 音樂治療與心理劇

9809 余民寧著 978-986-191-293-6 試題反應理論(IRT)及其應用

9809 Joan L. Luby主編; 林政佑,

陳芝萍, 陳威勝譯

978-986-191-294-3 學齡前兒童精神健康手冊: 發展、疾病和治療

9809 林仁和, 黃永明著 978-986-191-295-0 情緒管理

9809 梁培勇等著 978-986-191-296-7 兒童偏差行為

9810 吳昌期, 吳淑芳著 978-986-191-297-4 大學生必修的14堂課: 談教育與生活

9810 原來著 978-986-191-298-1 創意一點就通

9809 葉重新著 978-986-191-299-8 心理學(簡明版)

9809 吳金香等著 978-986-191-300-1 幼兒教保概論: 教保關鍵概念與實例分析

9809 Mark S. Gerig著; 蕭文等譯 978-986-191-301-8 心理衛生與社區諮商的基礎

9809 王財印, 吳百祿, 周新富著 978-986-191-303-2 教學原理

9809 郭為藩著 978-986-191-304-9 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

9810 錡寶香著 978-986-191-307-0 兒童語言與溝通發展

9810 林玉体編著 978-986-191-310-0 學術自由史

9809 陳淑麗著 978-986-191-311-7 弱勢學童讀寫希望工程: 課輔現場的瞭解與改造

9811 Spencer G. Niles主編; 彭慧

玲, 蔣美華, 林月順譯

978-986-191-312-4 成人生涯發展: 概念、議題及實務

9811 吳鐵雄作 978-986-191-313-1 我國資訊教育發展

9811 郭洪國雄文; 游文宏, 郭洪 978-986-191-314-8 永遠記住你的好

9811 李玉嬋, 吳淑芳, 張月玲著 978-986-191-315-5 糖尿病自我效能訓練團體輔導專業人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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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吳淑芳著 978-986-191-316-2 糖尿病自我效能及管理團體學員手冊(四週版)

9811 李玉嬋, 張月玲著 978-986-191-317-9 糖尿病自我管理效能增進支持團體學員手冊

9812 Mollie Davies著; 劉淑英譯 978-986-191-319-3 幼兒動作與舞蹈教育

9812 曾文星編著 978-986-191-322-3 心理治療: 解析與策略

9901 Laura J. Colker著; 尹亭雲等 978-986-191-324-7 幼兒烹飪教材教法: 促進幼兒學習和樂趣

9901 孟瑛如著 978-986-191-325-4 看見特殊,看見潛能: 特殊生教師家長貼心手冊

9901 孟瑛如著 978-986-191-326-1 不要比較,只要教我: 親職教育貼心手冊

9812 周沛榕著 978-986-191-332-2 變體與歧義: 周沛榕繪畫創作論述

9901 Paul J. Silvia著; 賴麗珍譯 978-986-191-335-3 你就是論文寫手: 高產量學術寫作指南

總計: 31種 32冊

心路社福基金會 連絡人:鍾榕榕 電話:(02)25929778 傳真:(02)25860314

郵遞區號:1047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路

364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郭景文總編輯 978-957-9021-12-8 好天天生活誌

總計: 1種 1冊

心靈工坊文化 連絡人:朱玉立 電話:(02)27029186ext15 傳真:(02)27029286

郵遞區號:1068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路

四段53巷8號2樓

 E-

mail:yuli_chu@psygarde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白崇亮等著; 吳若女等文字 978-986-6782-70-1 心靈祕徑: 11個生命蛻變的故事

9812 曾淑美主編 978-986-6782-72-5 妖怪純情詩

9812 梅蘭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作; 李淑珺等譯

978-986-6782-75-6 愛、罪疚與修復

9902 巴瑞.麥卡錫(Barry

McCarthy), 艾蜜莉.麥卡錫

(Emily McCarthy)作; 廖婉如

978-986-6782-76-3 原來,愛要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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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大衛.米克羅威茲(David J.

Miklowitz), 伊莉莎白.喬治

(Elizabeth L. George)作; 丁

978-986-6782-77-0 是躁鬱,不是叛逆: 青少年躁鬱症完全手冊

9902 瓊.安德森(Joan Anderson)

著; 江麗美譯

978-986-6782-78-7 好女人蹺家去

9903 馬克.威廉斯(Mark Williams)

等著; 劉乃誌等譯

978-986-6782-79-4 是情緒糟,不是你很糟: 穿透憂鬱的內觀力量

總計: 7種 7冊

王吾非 連絡人:楊卉馨 電話:(03)8329962 傳真:(03)8335597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廣東街

89號

 E-

mail:wangfei251107@yahoo.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吾非著 978-957-41-6959-7 篆書詩偈精選一百五十首

總計: 1種 1冊

王群光自然診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098929

郵遞區號:1007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路

一段316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群光, 方鴻明作 978-986-85871-0-6 H1N1新流感救命方

總計: 1種 1冊

王慶鐘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2143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勇路8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慶鐘編著 978-957-41-6786-9 靈海歸真

總計: 1種 1冊

王麗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716500

郵遞區號:60073 地址:嘉義市義教街111巷26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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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麗芳作 978-957-41-6777-7 發票工廠: 王麗芳.發票編織創作

總計: 1種 1冊

元神館 連絡人:李韻玫 電話:(02)28338131 傳真:(02)28351147

郵遞區號:1114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德行東

路256號4樓

 E-

mail:yuenchi.li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鴻儒, 楊怡祥編著 978-986-6465-06-2 梅樹上的櫻花: 神秘的■面部隊與『太原五百完

人』真相

總計: 1種 2冊

元氣齋 連絡人:劉小玲 電話:(02)28338131 傳真:(02)28351147

郵遞區號:1114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德行東

路256號4樓

 E-

mail:yuenchih@ms5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董延齡編著 978-986-6664-32-8 從H1N1新流感談中醫急病診治

9811 張謨瑞編著 978-986-6664-34-2 養花要防癌避毒: 小心盆栽、觀賞植物可能致癌

9902 吳建勳編著 978-986-6664-36-6 挑食健康密碼: 依耶魯大學1至100分食物營養選

食最健康

9901 陳勁初編著 978-986-6664-37-3 樟芝為元氣之寶: 靈芝之王: 臺灣樟芝

總計: 4種 4冊

元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86020

郵遞區號:10607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四段4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元康著 978-957-41-6711-1 三個少年的奇幻之旅: 穿越時空看文明的崩壞

總計: 1種 1冊

第 67 頁，共 653 頁



元照 連絡人:蔡志宇 電話:(02)23756688ext521 傳真:(02)23703286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路

18號5樓

 E-

mail:justice@mail.angle.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周志宏主編 978-986-6540-10-3 教育文化法規

9809 林騰鷂著 978-986-6540-27-1 法學緒論

9809 王志誠, 封昌宏著 978-986-6540-41-7 商業會計法

9811 姜世明著 978-986-6540-67-7 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

9809 黃舒芃著 978-986-6540-77-6 變遷社會中的法學方法

9809 吳元曜著 978-986-6540-81-3 Robert Alexy之論證理論觀點與我國刑事法學之發

展

9808 陳慈幸, 蔡孟凌著 978-986-6540-87-5 少年事件處理法學理與實務

9809 李允傑, 丘昌泰合著 978-986-6540-89-9 政策執行與評估

9809 黃榮堅等編 978-986-6540-91-2 月旦簡明六法

9809 李太正等合著 978-986-6540-94-3 法學入門

9809 林合民等合著 978-986-6540-95-0 行政法入門

9809 黃承啟著 978-986-6540-96-7 民法案例研習

9809 李惠宗著 978-986-6540-97-4 憲法要義

9809 葉俊榮等合著 978-986-6540-99-8 天平上的基因: 民為貴、Gene為輕

9809 鄭仰峻, 鄭乃文著 978-986-255-000-7 法律與生活

9810 蕭文生著 978-986-255-001-4 國家.地方自治.行政秩序

9809 周宗憲等著 978-986-255-002-1 憲法與人權

9809 姜世明著 978-986-255-003-8 民事訴訟法基礎論

9809 陳昭華等著 978-986-255-004-5 智慧財產權與法律

9810 Eberhard Schmidt-ABmann

著; 林明鏘等譯

978-986-255-005-2 行政法總論作為秩序理念: 行政法體系建構的基

礎與任務

9810 陳清秀著 978-986-255-006-9 行政訴訟法

9810 萬毅著 978-986-255-007-6 中國大陸刑事訴訟法理論與實務

9812 王泰升著 978-986-255-008-3 臺灣法律史概論

9901 伍偉華著 978-986-255-009-0 有價證券處分行為之準據法

9901 丁嘉惠著 978-986-255-010-6 個別的勞動關係法: 民法僱傭契約與勞動基準法

勞動契約. 基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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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李智仁著 978-986-255-011-3 金融危機與存款保險法制

9901 戴炎輝著 978-986-255-012-0 唐律通論

9901 方嘉麟, 樓永堅, 林進富審 978-986-255-013-7 企業併購個案研究. 三

9901 吳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

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255-014-4 政治思潮與國家法學: 吳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

文集

9901 Ingeborg Puppe著; 蔡聖偉譯 978-986-255-015-1 法學思維小學堂: 法學方法論密集班

9901 林孟皇著 978-986-255-018-2 金融犯罪與刑事審判

總計: 31種 33冊

元麓書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624655

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三段141巷24號4樓

 E-

mail:21stpublisher@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雷.法紐著; 江明譯 978-986-6405-16-7 女吸血鬼.卡蜜拉

9803 (日)小泉八雲著; 梁玉玲譯 978-986-6405-17-4 日本怪談

總計: 2種 2冊

天下遠見 連絡人:鍾蘊芳 電話:(02)26620010ext103 傳真:(02)26620007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93巷1號2樓

 E-

mail:cathy419@cwgv.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0-2 親子橋(大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1-9 親子橋(中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2-6 親子橋(小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3-3 親子橋(幼幼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4-0 親師資源手冊(大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5-7 親師資源手冊(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6-4 親師資源手冊(小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8-8 數的奇妙國(大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899-5 數的奇妙國(中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900-8 數的奇妙國(小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901-5 和文字做朋友(大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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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902-2 和文字做朋友(中班上)

9604 慈濟大愛幼兒園編著 978-986-417-903-9 和文字做朋友(小班上)

9703 嚴長壽著 978-986-216-109-8 我所看見的未來

9708 遠見雜誌企劃製作 978-986-216-197-5 風格之邑

9710 吳立萍作; 王書曼, 張振松,

黃麗珍等繪圖

978-986-216-228-6 臺灣生態

9710 陳雅茜作; 楊麗玲, 邱意惠,

劉鑫鋒繪圖

978-986-216-234-7 生活科技(紀念版)

9710 周思芸作; 許和捷, 羅挺倬 978-986-216-235-4 戲劇(紀念版)

9710 謝其濬作; 蔡嘉驊, 游鳳珠,

鍾燕貞繪圖

978-986-216-236-1 運動(紀念版)

9710 蔡慧菁作; 張振松等繪圖 978-986-216-237-8 商業(紀念版)

9710 吳立萍作; 蔡嘉驊, 邱意惠,

郭羿廷繪圖

978-986-216-238-5 世界地理(紀念版)

9710 江坤山作; 楊麗玲, 郭惠芳 978-986-216-239-2 電腦(紀念版)

9712 謝穎青主編 978-986-216-255-2 通訊科技與法律的對話

9811 鄭任汶著 978-986-216-336-8 嘉義,綠色新動力: 陳明文的縣政紀實

9806 茱蒂.布倫(Judy Blume)著;

詹姆斯.史蒂文森(James

Stevenson)繪; 吳 恬綾譯

978-986-216-354-2 學校裡的小驚奇

9808 福田敏生, 明子文.圖; 柳怡 978-986-216-380-1 皮皮的神奇冒險

9809 蘿西.狄金絲(Rosie Dickins)

作; 菲利普.霍普曼(Philip

Hopman)內頁漫  畫; 余淑慧

978-986-216-400-6 我的藝術小學堂

9901 翁倩玉畫; 江文瑜詩 978-986-216-409-9 合掌: 翁倩玉版畫與江文瑜詩歌共舞

9812 瑪麗.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汪芸譯; 吳健豐

978-986-216-421-1 擁抱南極企鵝

9812 施宜新繪 978-986-216-423-5 夕陽無限好: 讀古詩,學漢字

9901 木村研撰文; 村上康成繪

圖; 柳怡如翻譯

978-986-216-444-0 999隻青蛙兄弟,春天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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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瑪麗.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

(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978-986-216-446-4 海盜

9812 讓米歇爾.比利烏作; 比斯

泰爾.博恩等繪圖; 蔡心儀

978-986-216-448-8 讓地球綠起來: 愛地球百科

9812 吳英旭著; 李修瑩譯 978-986-216-451-8 流浪在巴塞隆納: 幸福又孤寂的一年

9811 證嚴法師著 978-986-216-453-2 人生經濟學: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9812 丹娜.左哈(Danah Zohar), 伊

恩.馬歇爾(Ian Marshall)著;

978-986-216-454-9 心靈資本學: 創造企業終極財富

9812 陳珮馨著 978-986-216-455-6 送愛到天堂: 壢新醫院尼泊爾義診紀實

9812 林靜宜作 978-986-216-456-3 改變成功的定義: 白袍CEO蔡長海的利他願景學

9901 莉拉.普樂普(Lila Prap)文.

圖; 蔡冠群譯

978-986-216-457-0 我的祖先是恐龍?!

9812 艾莉絲.布洛奇(Elise

Broach)著; 凱莉.墨菲(Kelly

Murphy)繪; 趙映雪  譯

978-986-216-459-4 誰是偷畫賊?

9812 柯文(Geoff Colvin)著; 周宜 978-986-216-460-0 我比別人更認真: 刻意練習讓自己發光

9812 費雪(Len Fisher)作; 林俊宏 978-986-216-461-7 剪刀、石頭、布: 生活中的賽局理論

9901 內方惠一朗著; 山田淑敏譯 978-986-216-462-4 倍速實現夢想的5X5法則

9812 柯爾(K. C. Cole)著; 丘宏義 978-986-216-463-1 數學與頭腦相遇的地方

9812 柯爾(K. C. Cole)著; 丘宏義 978-986-216-464-8 物理與頭腦相遇的地方

9812 呂宗昕著 978-986-216-465-5 全面攻進奈米科技與太陽電池

9812 費曼(Richard P. Feynman),

雷頓(Robert B. Leighton), 山

德士(Matthew Sands)原著;

978-986-216-466-2 費曼物理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9901 約翰.艾金頓(John

Elkington), 潘蜜拉.哈提根

(Pamela Hartigan)著;  廖建

978-986-216-467-9 1個理想x10種創新: 社會企業是門好生意

9901 吳淡如著 978-986-216-468-6 每一次相遇都是奇蹟

9901 鄭崇華口述; 張玉文採訪整 978-986-216-469-3 實在的力量: 鄭崇華與台達電的經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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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安娜.克雷邦(Anna

Claybourne)著; 亞當.拉庫

(Adam Larkurn)繪; 劉藍 玉

978-986-216-470-9 我愛讀發明的故事

9902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

著; 廖建容譯

978-986-216-471-6 這輩子,我最想做的事

9901 陳景聰作; 張振松繪圖 978-986-216-472-3 比爾.蓋茲: 電腦王國的巨人

9901 周姚萍作; 鄭慧荷繪圖 978-986-216-473-0 安藤忠雄: 永不放棄的建築大師

9901 強.朗森(Jon Ronson)著; 廖 978-986-216-474-7 瞪死一隻羊

9901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撰

文; 東尼.狄特里尼(Tony

DiTerlizzi)繪圖  ; 吳恬綾翻

978-986-216-475-4 決戰巨龍王

9901 費曼(Richard P. Feynman),

雷頓(Robert B. Leighton), 山

德士(Matthew Sands)原著;

李精益, 吳玉書譯

978-986-216-477-8 費曼物理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9901 費曼(Richard P. Feynman),

雷頓(Robert B. Leighton), 山

德士(Matthew Sands)原著;

李精益, 吳玉書譯

978-986-216-476-1 費曼物理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9902 芙蘭奇絲卡.畢爾曼文.圖; 978-986-216-478-5 大懶貓與小跳蚤

9902 阿蘭達蒂.洛伊(Arundhati

Roy)著; 吳美貞譯

978-986-216-479-2 微物之神

9901 伊莉莎白.高爾德(Elizabeth

Gould)著; 錢莉華譯

978-986-216-480-8 成功抗癌者的5個祕密: 給病友與照顧者的希望之

書

9901 王作榮著 978-986-216-481-5 鐵口直斷: 對兩岸發展前途的預判與建言

9901 賈桂琳.諾佛葛拉茲

(Jacqueline Novogratz)著; 姜

978-986-216-482-2 藍毛衣

9902 桑狄普.裘哈爾(Sandeep

Jauhar)著; 廖月娟譯

978-986-216-483-9 實習醫生

9902 韋伯韜著 978-986-216-484-6 讓數字說實話: 從臺灣到世界的社經觀察

9902 黑幼龍著 978-986-216-485-3 黑幼龍的心靈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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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提摩.帕維拉(Timo Parvela)

文; 薇爾.塔維帝(Virpi

978-986-216-486-0 翹翹板

9902 坎寬巴(William

Kamkwamba), 米勒(Bryan

978-986-216-488-4 馭風男孩

9902 施建生著 978-986-216-493-8 偉大經濟學家亞當.斯密

9902 麥可.雷伊(Michael Ray)著;

李振昌譯

978-986-216-494-5 這一生,你為何而來?

總計: 70種 72冊

天下雜誌 連絡人:陳南秀s 電話:(02)25078627ext103 傳真:(02)25079011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二段139號11樓

 E-mail:nanhsiu@cw.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978-986-241-051-6 臺灣生活意象25

9811 黃世嘉著 978-986-241-069-1 洞悉狂想: 創意背後的商業邏輯

9811 山本敏晴文.攝影; 米雅翻

譯

978-986-241-072-1 我從哪裡來?要往哪裡去?-羅馬尼亞: 面對無法掌

握的未來,你最重要的東西是什麼?

9811 曾野綾子著; 呂美女譯 978-986-241-073-8 聖經中的友情

9811 佐藤和貴子文.圖; 林真美 978-986-241-076-9 看家

9811 高■純文.圖; 林真美翻譯 978-986-241-077-6 來跳舞吧!

9811 高尾裕子文.圖; 詹慕如譯 978-986-241-078-3 哈毛的耶誕節: 這是一個關於倉鼠找到寶藏的故

事

9811 派蒂.鄧恩(Patty Dann)著; 項 978-986-241-079-0 金魚度假去: 一部關於失去的回憶錄

9812 NHK特別採訪小組著; 彭南 978-986-241-080-6 淘金印度

9812 曾野綾子著; 姚巧梅譯 978-986-241-081-3 中年以後

9901 沈方正著 978-986-241-082-0 非比尋常的一天

9812 劉旭恭文.圖 978-986-241-083-7 五百羅漢交通平安

9901 大衛.法柏(David Faber)著;

蔡卓芬譯

978-986-241-084-4 風暴真相: 看華爾街的貪婪與愚蠢如何掏空你我

資產!

9812 <<親子天下>>雜誌編輯製

作

978-986-241-085-1 梵谷,這麼好玩!: 動心動腦動動手 跨時空與梵谷玩

創作

9812 林千鈴著 978-986-241-086-8 梵谷的美術課. 2, 在美術教室遇見梵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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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方雅惠等著 978-986-241-087-5 12個美麗再生好所在

9901 李紹唐著 978-986-241-088-2 勇敢去敲客戶的門: 100分業務的條件

9812 吳若女等著 978-986-241-089-9 追愛向前衝: 幸福部落格,女人問了沒?

9901 陳樂融著 978-986-241-090-5 我,作詞家: 陳樂融與14位詞人的創意叛逆

9901 稻盛和夫著; 山田淑敏譯 978-986-241-091-2 人生的王道: 人如何活著

9901 橋田壽賀子著; 許曉平譯 978-986-241-092-9 夫婦的格式

9812 阿思緹.林格倫(Astrid

Lindgren)文; 伊蓉.威克蘭

(Ilon Wikland)圖;  陳靜芳譯

978-986-241-093-6 米歐王子

9812 游雅婷文; 郭惠芳圖 978-986-241-094-3 小學生叢林: 親師教戰手冊

9901 林世仁文; 薛慧瑩圖 978-986-241-095-0 怪博士與妙博士

9901 茂木健一郎著; 彭南儀譯 978-986-241-096-7 感動腦: 創造力=體驗x熱情

9901 白澤卓二著; 呂美女譯 978-986-241-097-4 長壽DNA

9901 周博著; 劉盈君譯 978-986-241-098-1 亞洲教父: 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金權遊戲

9901 田崎真也著; 王慧娥譯 978-986-241-099-8 暢飲葡萄酒的200點祕方

9902 周延鵬著 978-986-241-100-1 智慧財產全球行銷獲利聖經

9901 艾倫.艾貝(Arun Abey), 安德

魯.福特(Andrew Ford)著; 劉

978-986-241-101-8 多少才夠?: 重新定義你對財富的看法

9901 出井伸之著; 洪逸慧, 彭南

儀, 許郁文譯

978-986-241-102-5 新時代.大轉變: SONY前董事長出井伸之的21世紀

預言

9901 廖玉蕙文 978-986-241-103-2 文學盛筵: 談閱讀,教寫作

9901 滿里子著 978-986-241-105-6 臺灣,一個驚喜!(中日對照)

9901 如果兒童劇團文; 達姆圖 978-986-241-106-3 唐詩悠悠

9901 如果兒童劇團文; Rae圖 978-986-241-107-0 世界妙妙

9901 如果兒童劇團文; 小蘑菇圖 978-986-241-108-7 童謠滾滾

9901 如果兒童劇團文; 林小杯圖 978-986-241-109-4 生活恰恰

9901 謝曉雲等作 978-986-241-110-0 國寶中醫養生智慧

總計: 38種 39冊

天主教之聲雜誌 連絡人:吳杏蓮 電話:(02)23948690 傳真:(02)23974701

郵遞區號:1065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二段50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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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呂漁亭著 978-986-84280-0-3 每週一故事: 宗徒大事錄

9711 張隆順著 978-986-84280-1-0 福傳經驗分享. 高雄篇

9711 呂漁亭著 978-986-84280-2-7 每週一故事: 讀經有感-保祿書信

9808 呂漁亭著 978-986-84280-3-4 每週一故事: 公函及默示錄

總計: 4種 8冊

天主教臺東聖母醫院 連絡人:陳世賢 電話:(089)322833ext168 傳真:(089)349907

郵遞區號:95051 地址:臺東市杭州街2號  E-mail:s00020@s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世賢作 978-986-85943-0-2 真愛烘焙坊: 臺東聖母醫院的故事

總計: 1種 2冊

天主教臺灣原住民牧靈

委員會

連絡人: 電話:(089)3285542 傳真:(089)3420532

郵遞區號:95042 地址:臺東市福建路25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曾建次作 978-986-85333-0-1 卑南語(石生系)聖經: 四部福音宗徒大事錄

9805 曾建次編 978-986-85333-1-8 卑南族簡易字典(石生語系)

總計: 2種 2冊

天主教德光中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899585

郵遞區號:70161 地址:臺南市德光街10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朱磊, 汪怡君, 洪慈函等作;

潘家群編

978-986-85920-0-1 戰之殤: 德光文藝創作營得獎作品集. 二■■九

總計: 1種 1冊

天空數位圖書 連絡人: 蔡玉環s 電話:(04)22623893ext31 傳真:(04)22623863

郵遞區號:40255 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路

787號3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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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賀國英著 978-986-84801-2-4 教改環境下英語教學之研究: 邊緣學生英語教學

的省思

9803 Stuart Moulthrop作; 李順興 978-986-84801-7-9 雷根圖書館

9806 張洪禹著 978-986-84801-9-3 感動的記憶

9806 吳溪泉著 978-986-85296-1-8 祿庭記

9806 李佳穆著 978-986-85296-2-5 鑑界

9807 柯亭帆著 978-986-85296-3-2 勇闖洲際大學的印記

9807 徐之卉著 978-986-85296-4-9 戲曲史

9807 陳健智作 978-986-85296-5-6 近五年物理治療師國考心肺疾病物理治療學試題

解析

9808 沈錦惠著 978-986-85296-6-3 電子語藝與公共溝通

9809 Veronica Chang 978-986-85296-7-0 Guide writ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9809 李佳穆著 978-986-85296-9-4 靈園

9809 劉承宗著 978-986-6328-00-8 恐怖主義現勢分析

9810 周春美著 978-986-6328-01-5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9811 邱春美著 978-986-6328-02-2 六堆祖堂之棟對研究

9810 劉秀丹著 978-986-6328-04-6 手語心理語言實驗及其對聽障教育的啟示

9811 吳萬寶著 978-986-6328-06-0 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與境外任務

9812 大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作 978-986-6328-08-4 英語文教學暨翻譯實務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二■

■九

9812 吳宜錚作 978-986-6328-10-7 Knowledge based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總計: 18種 18冊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連絡人:韓政良r 電話:(02)27219302 傳真:(02)27219674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四段303號4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御我著 978-986-6688-67-6 棄花: 公華首部曲

9810 水泉著 978-986-6688-68-3 風動鳴. 2, 雲蔽

9811 久本治小說改寫 978-986-6688-69-0 風色幻想

9810 天罪著 978-986-6688-70-6 魔法戰騎浪漫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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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水泉著 978-986-6688-71-3 風動鳴. 3, 葉凋

9811 玥映璃著 978-986-6688-72-0 黑靈幻事帖. 6, 過去與命運

9812 M.貓子著 978-986-6688-73-7 夢想奏鳴曲. 4, 血腥

9812 御我著 978-986-6688-74-4 吾命騎士. 卷6, 不死巫妖

9901 紫曜日著 978-986-6688-75-1 閻王の特別助理. 1, 歡迎來到地獄

9812 久本治改寫 978-986-6688-76-8 艾爾の光

9812 水泉著 978-986-6688-77-5 風動鳴. 4, 葉凋

9901 水泉著 978-986-6688-78-2 沉月之鑰. 卷四, 流痕

9902 久本治小說改寫 978-986-6688-79-9 艾爾の光

9902 水泉著 978-986-6688-80-5 風動鳴. 5, 鐘響

9902 南方玫瑰著 978-986-6688-82-9 十世轉生. II

9902 天罪著 978-986-6688-83-6 魔法戰騎浪漫譚

總計: 16種 16冊

天恩 連絡人:鄭斐如 電話:(02)25153551ext301 傳真:(02)25035978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23號10樓

 E-mail:mary123@graceph.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戴夫.厄理(Dave Earley)著; 978-986-6496-38-7 神啊,■在哪裡?

9809 喬治.康沃希(George

Kenworthy)著; 陳玲琇譯

978-986-6496-41-7 恩愛重沐: 修復婚姻7步驟

9808 楊摩西著 978-986-6496-42-4 聖誕節講道集

9810 馬有藻著 978-986-6496-43-1 烈火雄心: 雅各書詮釋

9812 洛.威爾森(Rod J. K. Wilson)

著; 申美倫譯

978-986-6496-46-2 陪伴傷心人: 簡易實用的輔導指南

9809 伊美著; 李燕虹譯 978-986-6496-50-9 蒙福的禱告

9809 莊光梓, 雷洛美著 978-986-6496-51-6 打敗網路怪獸: 對症下藥.破網而出

9812 蔣海瓊著 978-986-6496-52-3 單親不孤單

9811 邵貴恩(Gwen Shaw), 魏愛

蓮(Arlayne West)圖; 林立民

978-986-6496-53-0 天堂奇遇記

9811 芝羚作 978-986-6496-54-7 俠客烏鴉

總計: 10種 10冊
第 77 頁，共 653 頁



天培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25776564ext18 傳真:(02)25793056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12巷57弄40號2樓

 E-mail:chiuko@chiuk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尚-克里斯多夫.維耶(Jean-

christophe Vie)著; 馬向陽譯

978-986-6385-08-7 當蜜蜂消失的那天

9902 安娜.山姆(Anna Sam)作; 林 978-986-6385-09-4 超市收銀員的口白

總計: 2種 2冊

天衛文化 連絡人:曾怡菁 電話:(02)27320708ext22 傳真:(02)27327455

郵遞區號:1067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居街  E-mail:article@tienwe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艾登.錢伯斯原著; 蔡宜容 978-957-490-271-2 說來聽聽: 兒童、閱讀與討論

總計: 1種 1冊

木馬文化 連絡人:謝玫儀 電話:(02)22181417ext156 傳真:(02)22181142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506號4樓

 E-

mail:wenyi@sin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聖修伯里(Antoine de Saint-

Exupery)著; 張家琪譯

978-986-7897-01-5 小王子

9901 盧斯.斯拉維德(Ruth Slavid)

著; 呂玉嬋譯

978-986-6488-53-5 微建築: 全球53個精采絕倫的小建築.大設計

9901 張悅然著 978-986-6488-54-2 誓鳥

9901 側側著 978-986-6488-55-9 北落師門

9901 菲立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著; 賈翊君譯

978-986-6488-56-6 波戴克報告

9901 東京R不動產著; 龔至貞譯 978-986-6488-57-3 老房子新感動: 東京生活空間再提案

9902 查爾斯.馬汀(Charles Martin)

著; 張思婷譯

978-986-6488-58-0 在河的盡頭

9902 側側著 978-986-6488-59-7 桃花亂. 春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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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MS007著 978-986-6488-60-3 謀殺現場

9901 欒加芹著 978-986-6488-61-0 不吃藥也會好: 養生保健的易經內病外治法

9902 張子午著 978-986-6488-62-7 直到路的盡頭

9902 我們好好著 978-986-6488-63-4 在家幫狗狗美容保養超簡單: 洗澡.保養.美容.按摩

輕鬆上手

9902 丹尼.華勒斯(Danny

Wallace)著; 吳孟儒譯

978-986-6488-64-1 說YES的男人

9902 九戒居士著 978-986-6488-65-8 做人的佛法: 學會感恩、學會愛、學會生活

9902 洛莉.荷茲.安德森(Laurie

Halse Anderson)著; 呂玉嬋

978-986-6488-66-5 我不再沉默

9903 側側著 978-986-6488-67-2 桃花亂. 秋來卷

9903 桂圓八寶作 978-986-6488-69-6 地水鸞宮

9903 書雲著 978-986-6488-71-9 西藏一年

9903 莫納夏(Pat Manocchia)著; 978-986-6488-73-3 運動解剖書

9903 佛瑞德.卡洛普(Fred Krupp),

米莉安.洪恩(Miriam Horn)

978-986-6488-74-0 大契機: 21世紀綠能新經濟力

總計: 20種 20冊

五南 連絡人:劉冠妤 電話:(02)27055066ext889 傳真:(02)2706610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339號4樓

 E-

mail:sawork1@wun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李堅萍著 978-957-11-5114-4 陶藝拉坯技能形式之發展階層與自我效能的相關

性研究

9704 李堅萍著 978-957-11-5115-1 替代經驗策略提升自我效能與陶藝技能學習成效

之實驗研究

9702 李堅萍著 978-957-11-5135-9 自我效能與陶藝成形和釉藥技能之學習成效的相

關性與差異性研究

9709 蔣明珊著 978-957-11-5355-1 創造性問題解決融入幼兒科學方案教學之行動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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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 呂嵩雁著 978-957-11-5356-8 客語<<陸豐方言>>的語言演變研究

9708 呂嵩雁著 978-957-11-5357-5 臺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研究

9810 陳敦源著 978-957-11-5363-6 民主治理: 公共行政與民主政治的制度性調和

9710 陳淑麗著 978-957-11-5400-8 弱勢學童讀寫希望工程: 課輔現場的瞭解與改造

9709 周水珍著 978-957-11-5406-0 原住民族小學民族教育課程方案研究

9810 張世賢編 978-957-11-5508-1 公共政策分析

9803 侯坤宏採訪 978-957-11-5545-6 杏壇衲履: 恆清法師訪談錄

9808 施仁斌著 978-957-11-5564-7 向量分析

9812 王令璿等著 978-957-11-5647-7 實用護士英語

9812 Bruce Dennis Sales, Susan

Folkman主編; 李是慰譯

978-957-11-5710-8 研究倫理: 以人為受試對象

9812 Allen E. Ivey, Norma

Gluckstern Packard, Mary

Bradford Ivey著;  廖莘雅譯

978-957-11-5741-2 基本專注技巧

9811 Robert K. Yin著; 周海濤, 李

永賢, 張蘅譯

978-957-11-5752-8 個案研究: 設計與方法

9809 方偉達著 978-957-11-5759-7 休閒設施管理

9812 陳雲中著 978-957-11-5763-4 保險學

9811 Philip L. Ralph, Edward

McNall Burns著; 文從蘇等

978-957-11-5771-9 世界文明史. 後篇: 從工業革命到現代

9811 陳鴻圖著 978-957-11-5772-6 臺灣水利史

9807 宋學文著 978-957-11-5778-8 國際關係的理論與應用: 入門、進階與研究設計

9811 顏吉承著 978-957-11-5781-8 專利說明書撰寫實務

9811 Jason T. Olin, Carolyn

Keatlnge著; 高旻邦, 李意鈞

978-957-11-5785-6 快速心理衡鑑

9812 Ruth Richards主編; 賴麗珍

譯

978-957-11-5788-7 日常創造力與人類特質新論: 心理的、社會的和

靈性的觀點

9810 姚惠忠著 978-957-11-5793-1 公共關係學: 原理與實務

9811 陳偉之等著 978-957-11-5798-6 虛擬攝影棚原理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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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童國倫, 潘奕萍著 978-957-11-5799-3 研究資料如何找? Google it!

9901 張保隆, 伍忠賢著 978-957-11-5800-6 科技管理實務個案分析

9810 黃運琳著 978-957-11-5804-4 機械振動概論與實務

9901 R. Jacob Baker著; 劉豔豔, 978-957-11-5807-5 CMOS IC設計、佈局與模擬

9811 余振民等著 978-957-11-5812-9 心理學導論

9812 沃爾特.李普曼(Walter

Lippmann)著; 閻克文, 江紅

978-957-11-5813-6 民意

9811 岡村弘之著; 劉松柏譯 978-957-11-5814-3 線彈性破壞力學基礎

9811 趙家珍, 謝忠祐編著 978-957-11-5817-4 科技英文寫作: 『啟』『承』『轉』『合』邏輯

四要素

9810 張淑淨著 978-957-11-5820-4 電子海圖: 整合式導航資訊系統

9811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臺灣

文學研究所編

978-957-11-5821-1 看似尋常,最奇崛: 林亨泰詩與詩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

9812 黃紀等合著 978-957-11-5823-5 2008年總統選舉: 論二次政黨輪替之關鍵選舉

9811 郭欽銘著 978-957-11-5824-2 親屬繼承: 案例式

9811 何宣甫著 978-957-11-5830-3 學校行銷策略管理

9812 盧建榮著 978-957-11-5836-5 聚歛的迷思: 唐代財經技術官僚雛形的出現與文

化政治

9812 尼可拉斯.魯曼(Niklas

Luhmann)著; 李君韜譯

978-957-11-5837-2 社會中的法

9811 曾百由著 978-957-11-5840-2 微處理器原理與應用: 組合語言與PIC 18微控制器

9811 王聖帆等著 978-957-11-5842-6 醫學分子檢驗

9901 陳國義著 978-957-11-5847-1 法律與生活

9812 何石松著 978-957-11-5850-1 客諺第200首: 收錄最新一百首客諺

9812 華健, 吳怡萱編 978-957-11-5854-9 能源與永續

9812 蕭如珀, 楊信男編譯 978-957-11-5857-0 物理奇才奇事: 智慧巨光照亮自然奧秘

9901 楊斌作 978-957-11-5860-0 PLA聚乳酸環保塑膠

總計: 48種 54冊

五觀藝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31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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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477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成功路

五段71-1號

 E-

mail:k54123@ms7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Pierre Moulinier作; 陳羚芝 978-986-85796-0-6 44個文化部: 法國文化政策機制

總計: 1種 1冊

太一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890926

郵遞區號:80773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覺民路

64巷2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力芹作; 羅莎插圖 978-986-85968-0-1 天兵娃娃小菩薩

總計: 1種 1冊

太雅 連絡人:林麗珍 電話:(02)28360755 傳真:(02)28318057

郵遞區號:1114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忠誠路

一段30號7樓

 E-

mail:natalie@morningstar.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楊惠卿作 978-986-6629-49-5 開始面試就錄取

9809 但敏圖.文 978-986-6629-50-1 學新加坡人過生活

9809 王瑤琴著 978-986-6629-51-8 開始看懂羅浮宮+凡爾賽宮: 附巴黎周邊景點

9810 姚筱涵作.攝影 978-986-6629-52-5 巴黎

9811 游麗莉文字.攝影 978-986-6629-53-2 峇里島

9811 太雅旅遊作家群合著 978-986-6629-54-9 背包客旅館

9810 洪正佳著 978-986-6629-55-6 WWOOF日本農場打工慢遊

9810 王傑圖.文 978-986-6629-56-3 畫家帶路,基隆小旅行

9811 胡蕙寧作 978-986-6629-57-0 開始當記者就上手

9810 陳婉娜作.攝影 978-986-6629-58-7 開始在美國自助旅行

9812 陳岳賢著 978-986-6629-59-4 我愛背包客: 自助旅行實踐守則

9812 魏國安作 978-986-6629-60-0 開始在日本自助旅行

9812 謝伯讓, 高薏涵作.攝影 978-986-6629-61-7 波士頓

9901 洪緹婕著 978-986-6629-62-4 窮,才要去紐約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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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4種 14冊

太陽氏文化 連絡人:戴世容 電話:(02)22182708ext15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羅夫曼作 978-957-470-551-1 親愛的,總有一天我會遇見妳......

總計: 1種 1冊

太陽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87115

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二段150號13樓之8

 E-

mail:helios.books@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

彭淮棟譯

978-986-85388-4-9 音樂的極境: 薩依德音樂評論集

9901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

彭淮棟譯

978-986-85388-3-2 音樂的極境: 薩依德音樂評論集

總計: 2種 2冊

尤英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41037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新生南路一段

50號6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尤英夫編著 978-957-41-5213-1 認識內線交易與如何避免觸犯之道

總計: 1種 1冊

互助營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616146

郵遞區號:104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北

路一段27號1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互助營造2009世運主場館

新建工程處文字撰稿.攝影

978-986-85670-0-9 高雄世運主場館施工全紀錄. 2009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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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64795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45巷10號

 E-mail:ecolor@et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秋雁著 978-986-6510-19-9 珍寶珊瑚

總計: 1種 1冊

日升月鴻畫廊 連絡人:許維筑 電話:(02)27522353 傳真:(02)27723532

郵遞區號:1068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四段107號2樓

 E-

mail:everharvest.art@gmail.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4 陳品蓉, 許維筑執行編輯 978-986-85235-0-0 當代價值: 一個持續進行的歷史

9808 許維筑等執行編輯; 吳舜雯 978-986-85235-1-7 李在孝: 返樸歸真

總計: 2種 2冊

日月文化 連絡人:塗幸儀s 電話:(02)27085509ext202 傳真:(02)27086157

郵遞區號:1065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路

三段151號9樓

 E-

mail:jennytu@heliopoli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麥克.馬隆尼(Michael

Maloney)著; 王立天譯

978-986-6542-73-2 富爸爸買賣貴重金屬

9902 Rebecca著 978-986-6542-83-1 庶民薪顯學: 荷包變深術

9809 張敏鈺口述; 唐小山撰述 978-986-248-005-2 平凡中創新機: 誠信、勤樸,是他唯一信念!

9808 彼得.杜拉克(Peter F.

Drucker)著; 陳琇玲等譯

978-986-248-008-3 不連續的時代: 管理、教育、政治、趨勢的劃時

代真實預言

9809 倉本智明著; 黃瓊仙譯 978-986-248-010-6 0.001的視力看世界

9811 彼得.杜拉克(Peter F.

Drucker)等著; 鄒雲華譯

978-986-248-020-5 與大師對話: 變革力

9811 山本直人著; 陳柏勻譯 978-986-248-024-3 貓型員工的時代

9812 大久保忠男,砂永純子著; 978-986-248-027-4 登山用具

9811 高田靖久著; 黃瓊仙譯 978-986-248-029-8 打折不是萬靈丹!: 來過一次就變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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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石井大地, 小平翼, 難波紀

傳作; 吳怡文譯

978-986-248-030-4 七天專注力火速UP!

9812 金斯利.華德(G. Kingsley

Ward)著; 林靜華譯

978-986-248-034-2 企業家爸爸回憶錄

9812 米滿和彥著; 黃瓊仙譯 978-986-248-036-6 0元促銷: 小店逆轉勝的時代

9811 高橋祥友著; 陳柏勻譯 978-986-248-040-3 轉個念跨越撞牆期: SOS!你可以自助助人!

9811 楊恩生著 978-986-248-042-7 加拉巴哥群島尋祕: 走達爾文的路

9811 寶島社著; 葉紋芳譯 978-986-248-041-0 家庭醫學輕百科

9812 傳田健三作; 高雪芳譯 978-986-248-043-4 媽媽,我不快樂: 傾聽孩子心中的吶喊

9811 呂春美等主筆 978-986-248-046-5 名醫到我家

9901 路易士.派特勒(Louis Patler)

著; 洪世民譯

978-986-248-048-9 萬無一失!聰明看趨勢

9901 香山理香著; 王靜怡譯 978-986-248-053-3 戀愛,是最重要的事

9901 高岡英夫著; 蔡如婷譯 978-986-248-055-7 高岡英夫の步行革命

9901 上大岡トメ著; 葉紋芳譯 978-986-248-057-1 五分鐘神清氣爽: 讓你脫胎換骨的六十種方法

9902 珍妮.史特勞斯(Jane Straus)

著; 洪世民譯

978-986-248-059-5 終結濫好人基因

總計: 22種 23冊

日月潭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41624

郵遞區號:555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

中興路1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國基等編輯 978-986-01-9919-2 再發現日月潭旅遊護照

9812 蔡淑玲, 郭雄軍主編 978-986-02-1167-2 日月掠影: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五校策略聯盟特色

遊學圈遊學課本

9812 蔡淑玲, 郭雄軍主編 978-986-02-1168-9 明潭遊學: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五校策略聯盟特色

遊學圈遊學手札

9901 蔡淑美總編輯 978-986-02-2228-9 日月潭十載牒絮

9903 莊右孟總編輯 978-986-02-2694-2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簡訊合訂本. 第28-39期

總計: 5種 1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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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創社文化 連絡人:黃美紅 電話:(02)23928585ext12 傳真:(02)23972317

郵遞區號:1149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民權東

路6段11巷43-1號5樓

 E-

mail:cve86@tpts5.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一隻馬等作 978-986-6900-05-1 用愛寫下的外交時光

總計: 1種 3冊

中山大學人社科學研究

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629993

郵遞區號:80424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蓮海路

70號

 E-

mail:chscaa@mail.nsys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Chin-Chuan Cheng, I-Chun

Wang, Steven Totosy de

978-986-01-9506-4 Cultural discourse in Taiwan

總計: 1種 2冊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 連絡人:張菁菁s 電話:0922788262 傳真:(07)5253399

郵遞區號:80424 地址:高雄市西子灣蓮海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邱坤良等作; 陳尚盈主編 978-986-02-0825-2 創新與蛻變: 表演藝術產業的新契機

9901 邱坤良等作; 陳尚盈主編 978-986-02-0825-2 創新與蛻變: 表演藝術產業的新契機

總計: 2種 4冊

中小企業處 連絡人:林慶鴻 電話:(02)23662236 傳真:(02)23677484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二段95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下島和彥, 清水口■子, 河

野幸子作; 葉芳如譯

978-986-02-0517-6 顧客滿意創新管理: 建構完整客訴管理系統

9812 林姿青, 黃朗倩, 鄭惟芳作 978-986-02-0697-5 e變應萬變 創意大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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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978-986-02-0864-1 消費一家親: 中小企業因應消費者保護指引(漫畫

版)

9812 喬斯.安東尼歐.巴平.奧利

維拉作; 褚耐安譯

978-986-02-0913-6 群策群力創造價值: 群聚,中小企業升級的動力

9812 呂玉娟, 蔡士敏主編 978-986-02-1191-7 中小企業品質管理提升計畫成果專刊. 98年度

9812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執 978-986-02-1201-3 哈臺e店園

98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編 978-986-02-1241-9 掌握電子商務的力量 小企業征服大世界

9812 方至民等作 978-986-02-1443-7 啟動創新DNA: 中小企業創新升級的關鍵密碼

9812 黃文谷總編輯 978-986-02-1445-1 贏在創業起跑線

98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編 978-986-02-1455-0 產業e起來 走進美麗e世界

98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2-1513-7 群策群力 價值創新: 中小企業群聚創新整合型服

務計畫成果專刊. 98年 度

98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978-986-02-1514-4 群聚力串聯你我新創意: 推動知識密集服務型群

聚創新科技化計畫標竿案例集. 九十八年度

981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編 978-986-02-1560-1 網路行銷也可以這樣玩

總計: 13種 31冊

中天法門弘法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247128

郵遞區號:23551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426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中天法門弘法會義工編輯 978-986-83232-4-7 修道心

9902 洪守麒著 978-986-83232-5-4 麒麟法師智慧語錄

總計: 2種 4冊

中市文化局 連絡人:石秋婉 電話:(04)23727311ext467 傳真:(04)23713788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英才路600號  E-mail:lib024@tccg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國榮總編輯 978-986-02-1142-9 臺中學研討會論文集: 美術文化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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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中市玄吒淨宗學會 連絡人:林峖達 電話:(04)24390009 傳真:(04)24390009

郵遞區號:40666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東山街

2段130巷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2 楊永慶著 978-986-83154-0-2 從現代教育試析金剛經

9610 林峖達編著 978-986-83154-2-6 玄吒法語

9701 林峖達編著 978-986-83154-3-3 玄吒法語

9705 林峖達編著 978-986-83154-4-0 玄吒法語

9712 林峖達編著 978-986-83154-5-7 玄吒法語

總計: 5種 10冊

中市交通處 連絡人:何維芳 電話:(04)22291716 傳真:(04)22258424

郵遞區號:40045 地址:臺中市中區自由路二

段53號4樓

 E-mail:p2120@tc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臺中市政府交通處編 978-986-02-1177-1 臺中市公車路線導覽手冊. 2010

總計: 1種 2冊

中市地方稅務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516972

郵遞區號:40758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路

二段9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中市地方稅務局編 978-986-02-1750-6 點稅成金 臺中好棒

總計: 1種 2冊

中市府 連絡人:蔡嘉文 電話:(04)22289111ext2433 傳真:(04)22200991

郵遞區號:40301 地址:臺中市民權路99號  E-mail:k3223@tc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張國輝總編輯 978-986-02-0296-0 臺中市社區資源手冊. II, 愛心城市.情定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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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張光銘總編輯 978-986-02-0426-1 勤耕. 第五輯, 教育研究與課程發展成果專輯

9810 朱蕙蘭主編 978-986-02-0571-8 臺中市投資環境簡介

9810 朱蕙蘭主編 978-986-02-0572-5 臺中市投資環境簡介(簡體字版)

9810 朱蕙蘭總編輯 978-986-02-0573-2 臺中市投資環境案內概要

9810 Hui-Lan Zhu 978-986-02-0574-9 Introduction to Taichung's investment climate

9811 程欽昌總編輯 978-986-02-0623-4 探訪繪本的童心花園. 第六輯: 臺中市98年度推動

校園閱讀師生繪本創作競賽特優作品集

9811 臺中市政府編著 978-986-02-0731-6 臺中市行政規則彙編

9810 臺中市政府編著 978-986-02-0737-8 臺中市自治法規彙編

9811 沐桂新總編輯 978-986-02-1127-6 餘樂園: 臺中市廚餘回收再利用專區開幕活動紀

念專輯

9812 蘇哲賢總編輯 978-986-02-1259-4 臺中市國教輔導團教師研究論文集. 98年度

9902 林菊香等作; 莊慶鑫總編輯 978-986-02-1327-0 師情畫藝. 2009: 臺中市中小學教師美展參展作品

專輯

總計: 12種 28冊

中市明德女中 連絡人:羅雅惠 電話:(04)22877676ext700 傳真:(04)22804516

郵遞區號:40249 地址:臺中市南區明德街8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蘇興博主編 978-986-82673-1-2 班級讀書會精選輯. 2009

總計: 1種 1冊

中市慈光圖書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222437

郵遞區號:40041 地址:臺中市柳川西街三段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天親菩薩造論; (明)澫益大 978-986-85086-7-5 大乘百法明門論直解

9811 妙音居士選註 978-986-85086-9-9 知因識果.得福消災

9811 胡小林講述; 華藏講記組整

理

978-986-85832-0-7 中國傳統文化帶動經濟良性發展的經驗分享: 學

習<<弟子規>>之成果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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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淨空法師講述 978-986-85832-1-4 普賢大士行願的啟示

9812 978-986-85832-2-1 中■三時繫念全集

總計: 5種 5冊

中市環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291757

郵遞區號:40045 地址:臺中市自由路二段5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進崇, 蔡宗賢總編輯 978-986-02-2278-4 臺中市廚餘回收再利用手冊

總計: 1種 2冊

中正文化 連絡人:蕭雅珍 電話:(02)33939871ext9792 傳真:(02)23431373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  E-mail:info.mail.ntch.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黎家齊總編輯 978-986-02-0318-9 表演藝術年鑑. 2008

9812 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編輯

978-986-02-1319-5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樂廳表演藝術實錄. 2004

9812 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編輯

978-986-02-1320-1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樂廳表演藝術實錄. 2005

9812 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編輯

978-986-02-1321-8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樂廳表演藝術實錄. 2006

9812 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編輯

978-986-02-1322-5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樂廳表演藝術實錄. 2007

9812 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編輯

978-986-02-1323-2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樂廳表演藝術實錄. 2008

9901 Chia-Chi Li 978-986-02-2177-0 Music in Taiwan

總計: 7種 14冊

中正紀念堂 連絡人:史辰蘭 電話:(02)23431172 傳真:(02)23579655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蕭進發, 李沃源, 李元慶作 978-986-02-1318-8 三人合作畫臺灣: 蕭進發.李沃源.李元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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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何念丹作 978-986-02-1946-3 何念丹彩墨畫世界

9902 張克齊作 978-986-02-2224-1 繁華清夢: 張克齊六十花鳥大展

總計: 3種 6冊

中央大學中文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229294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

中大路300號

 E-

mail:ncu3100@cc.n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瑞騰主編 978-986-02-1380-5 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師論著集刊

9812 李瑞騰主編 978-986-02-1381-2 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論文目錄(1990-

2009)

總計: 2種 4冊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連絡人:蔡孟珊 電話:(03)4262926 傳真:(03)4262927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

中大路300號

 E-

mail:sexenter@cc.n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酷兒新聲編委會主編 978-986-02-1278-5 酷兒新聲

總計: 1種 2冊

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連絡人:黃溫婷 電話:(03)4227151ext7195 傳真:(03)4250701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

中大路300號

 E-

mail:ncu7195@cc.n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張照堂攝影 978-986-02-2544-0 歲月.風景: 張照堂攝影展1959-2005

總計: 1種 1冊

中央地質調查所 連絡人:陳利夏 電話:(02)29462793ext292 傳真:(02)29432440

郵遞區號:23567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華新街

109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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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羅偉等[作] 978-986-02-1484-0 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說明書. 圖幅第二十八號,

新城

9812 邵屏華, 高銘健[作] 978-986-02-2414-6 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說明書. 圖幅第四十五號,

中埔

總計: 2種 4冊

中央存保公司 連絡人:武令揚 電話:(02)23573342 傳真:(02)23573356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范以端等著 978-986-02-0025-6 如何透過存款保險制度以強化對金融消費者保護

之研究

9812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編著 978-986-02-2020-9 主要國家對全球金融風暴之因應措施

9812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編著 978-986-02-2021-6 參加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國際研討會出國報告.

2008年第七屆

總計: 3種 9冊

中央畜產會 連絡人:劉國盛 電話:(02)23638724ext299 傳真:(02)23651423

郵遞區號:1064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溫州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振忠總編輯 978-986-82991-9-1 蛋雞場生物安全良好作業規範

總計: 1種 2冊

中央銀行 連絡人:林男錡 電話:(02)23571884 傳真:(02)23571980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一段2號

 E-

mail:wuappleyellow@mail.cbc.

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央銀行編 978-986-02-2516-7 全球金融危機專輯

總計: 1種 2冊

中央樂譜 連絡人:劉彬榕 電話:(02)29411123 傳真:(02)294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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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58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平路

408-1號3樓

 E-

mail:jungliu@pchom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清祥編 978-957-29513-7-8 歡唱日(臺)語歌謠卡拉OK. 第2集

總計: 1種 1冊

中央警大出版社 連絡人:廖效詮 電話:(03)3972078 傳真:(03)3277096

郵遞區號:33304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

樹人路5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外事警察學系暨研究所編

輯

978-986-7663-50-4 『涉外執法網絡、政策與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 2009年

9812 國境系全體教師編 978-986-7663-51-1 『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9811 鄧煌發編輯 978-986-7663-52-8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9811 汪毓瑋主編 978-986-7663-53-5 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論文集

9811 曾正一編輯 978-986-7663-54-2 『國土安全與危機治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5種 10冊

中和庄文史協會 連絡人:廖秀琴 電話:(02)22251139 傳真:(02)22269811

郵遞區號:2350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民安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黃政瑞總編輯 978-986-83659-6-4 中和庄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2009

9810 黃政瑞總編輯 978-986-83659-7-1 咱e鄉土.咱e情: 中和庄雙和美展作品紀念錄. 2009

第十三屆

9811 吳恆毅, 林麗珠, 黃阿修文

字撰稿

978-986-83659-8-8 中和自然風情探索: 中和地區地理、水文及動植

物研究調查計畫

總計: 3種 3冊

中阿文經協會 連絡人:張佑嘉 電話:(02)23114313 傳真:(02)2381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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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7號7樓

 E-

mail:sacea97d@ms1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政治大學阿拉伯語文

學系, 伊斯蘭文明與思想研

978-986-85854-0-9 中東與伊斯蘭研討會論文集. 第三、四屆

9812 石樂三著 978-986-85854-1-6 能源危機與中東

總計: 2種 4冊

中研院文哲所 連絡人:詹巧燕 電話:(02)27895751 傳真:(02)27895799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研究院路

二段1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明)羅洪先撰; 鍾彩鈞主編;

朱湘鈺點校

978-986-02-0002-7 羅洪先集補編

9810 楊小濱著; 愚人譯 978-986-02-0187-1 中國後現代: 先鋒小說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

9811 劉苑如主編 978-986-02-0747-7 遊觀: 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

9811 楊貞德著 978-986-02-0965-5 轉向自我: 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

9812 鍾彩鈞主編 978-986-02-1211-2 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理、欲. 學術思想篇

9812 周大興主編 978-986-02-1975-3 理解、詮釋與儒家傳統: 展望篇

總計: 6種 12冊

中研院生多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99624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研究院路二段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巫文隆, 張文誠撰文 978-986-02-2109-1 條碼技術應用於貝類數位化知識管理

總計: 1種 2冊

中研院民族所 連絡人:黃淑芬 電話:(02)26523323 傳真:(02)26523322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二段128號

 E-mail:nozomi@ga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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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山道明, 安東原著; 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978-986-02-0953-2 知本卑南族的出草儀式: 一個文獻

9812 山道明, 安東原著; 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978-986-02-0952-5 知本卑南族的出草儀式: 一個文獻

總計: 2種 7冊

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中

心

連絡人:簡心怡 電話:(02)26516862 傳真:(02)26516863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二段128號

 E-

mail:capas@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edited by Hong-Zen Wang,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978-986-02-2171-8 Cross-border marriages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總計: 1種 2冊

中研院近史所 連絡人:吳鳳蓮 電話:(02)27898208 傳真:(02)27898204

郵遞區號:11529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二段128號

 E-mail:wfl@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恩涵著 978-986-02-1570-0 曾紀澤的外交

9812 羅久芳, 羅久蓉編輯校註 978-986-02-1857-2 羅家倫先生文存補遺

總計: 2種 8冊

中研院語言所 連絡人:郭君瑜 電話:(02)27863300ext321 傳真:(02)27856622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二段128號

 E-

mail:editor@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by Zev Handel 978-986-02-0589-3 Old Chinese medials and their sino-tibetan origins: a

comparative study

9812 edited by Elizabeth Zeitoun 978-986-02-1219-8 Formosan linguistics: stanley starosta's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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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4冊

中研院臺史所 連絡人:余昌蓬 電話:(02)26525350ext5388 傳真:(02)27881956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二段130號

 E-

mail:cpyu@gate.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黃富三總編輯 978-986-01-8825-7 海、河與臺灣聚落變遷: 比較觀點

9807 黃富三總編輯 978-986-01-8824-0 海、河與臺灣聚落變遷: 比較觀點

9808 洪麗完總編輯 978-986-01-9137-0 國家與原住民: 亞太地區族群歷史研究

9808 洪麗完總編輯 978-986-01-9136-3 國家與原住民: 亞太地區族群歷史研究

9811 吳文星等主編 978-986-02-0610-4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9811 吳文星等主編 978-986-02-0609-8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9811 臺灣史研究文獻類目編輯 978-986-02-0702-6 臺灣史研究文獻類目. 2008年度

9812 許雪姬編著 978-986-02-1375-1 黃旺成先生日記

9812 許雪姬編著 978-986-02-1374-4 黃旺成先生日記

9812 許雪姬編著 978-986-02-1373-7 黃旺成先生日記

9812 許雪姬編著 978-986-02-1372-0 黃旺成先生日記

9812 許雪姬編著 978-986-02-1371-3 黃旺成先生日記

9812 許雪姬編著 978-986-02-1370-6 黃旺成先生日記

9812 鄭順德譯 978-986-02-1762-9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9812 雷吉納德.康(Reginald Kann)

原著; 鄭順德譯

978-986-02-1852-7 福爾摩莎考察報告

總計: 15種 32冊

中研院歐美所 連絡人:林錦雲 電話:(02)27899390ext7211 傳真:(02)27851787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研究院路二段  E-mail:govsec@sinic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洪德欽主編 978-986-02-0043-0 歐盟人權政策

總計: 1種 2冊

中原大學室設系 連絡人:倪冰 電話:(03)2656201 傳真:(03)2656299

郵遞區號:3202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北路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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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編輯 978-986-7383-52-5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年第八屆

總計: 1種 1冊

中原大學商設系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312473

郵遞區號:3202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北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秉澤, 許子凡編輯設計 978-986-7383-48-8 文化創新與設計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中國主計協進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15627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路

216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主計月報社編著 978-986-80255-6-1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版

總計: 1種 2冊

中國佛教會 連絡人:闞正宗 電話:(02)23219425 傳真:(02)23214516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紹興北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4 鬫正宗作 978-986-84242-1-0 中國佛教會在臺灣: 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

9807 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

會編審

978-986-84242-2-7 兩岸佛教慈善志業論壇.教理、教團、教史學術研

討會. 二■■八

9809 堅如編撰 978-986-84242-3-4 中國佛教會網站專輯. 95年度

9902 堅如編撰 978-986-84242-4-1 中國佛教會網站專輯. 96年度

9902 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

會編審

978-986-84242-5-8 中國佛教會遷臺六十週年: 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總計: 5種 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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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大通識教育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05469

郵遞區號:1169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三段56號

 E-mail:pjyou@cut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陳金順等編撰 978-986-84764-4-8 四級日本語能力測驗教戰手冊完整版+CD

總計: 1種 2冊

中國信徒佈道會 連絡人:蕭嘉慧 電話:(02)85124242ext110 傳真:(02)85124246

郵遞區號:24158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興德路

123-7號2樓

 E-mail:twccm@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8 陳終道作 978-986-80206-5-8 怎樣研讀聖經

9411 余磊著 978-986-81747-0-2 信耶穌有這麼難嗎?

9504 余磊著 978-986-81747-1-9 真愛.真理.真福氣

9708 簡春安作 978-986-81747-3-3 牽手到白頭

9804 許郭美員等著 978-986-81747-4-0 神的大能: 榮耀的見證. 1

9805 康靈泉作 978-986-81747-5-7 靈泉101

總計: 6種 6冊

中國租稅研究會 連絡人:黃遠伸 電話:(02)23962101 傳真:(02)23924509

郵遞區號:1005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南

路一段63號4樓

 E-

mail:ctra.taipei@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978-957-30042-9-5 中華民國租稅制度與法規. 2010年版

總計: 1種 1冊

中國視聽基金會 連絡人:林幸蓁 電話:(02)82281177 傳真:(02)82281133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涂浩洋著 978-957-98248-1-1 數位語言教室建置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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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連絡人:宋如珊 電話:(02)28348983 傳真:(02)26579106

郵遞區號:1114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雨聲街

64巷2號2樓

 E-

mail:shine32@ms6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12 宋如珊, 劉秀美執行編輯 978-957-29446-1-5 海峽兩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5

9804 宋如珊, 李松執行編輯 978-957-29446-3-9 海峽兩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選集. 2009

總計: 2種 2冊

中華九九書畫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16449

郵遞區號:1065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三段10巷3-1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李明盛主編 978-957-41-7015-9 中華九九書畫會庚寅年創作獎暨會員作品集. 2010

總計: 1種 2冊

中華大乘佛學會 連絡人:胡世隆 電話:(02)25078072 傳真:(02)25079004

郵遞區號:1045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安東

路二段69號3樓

 E-mail:cmba@cmb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徹聖金剛上師述 978-986-83179-2-5 巡禮: 日本高野山感恩之旅

9801 徹聖上師作 978-986-83179-4-9 人形

9801 徹聖上師作 978-986-83179-5-6 藝術生活

9801 徹聖上師作 978-986-83179-6-3 人之初

9801 徹聖金剛上師講述 978-986-83179-7-0 稍縱即逝: 西安祖庭之旅

9902 徹聖上師講述; 彭瑞雲等編 978-986-83179-8-7 清涼五臺

9902 徹聖上師講述; 彭瑞雲等編 978-986-83179-9-4 召昔親

總計: 7種 7冊

中華文物保護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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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8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辛亥路

一段17巷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王度著 978-986-83584-1-6 雅石乾坤: 王度雅石珍藏冊

9803 王度著 978-986-83584-2-3 壽石乾坤: 王度壽山石珍藏冊

總計: 2種 2冊

中華天然一貫大道學會 連絡人:彭涵梅 電話:0918433391 傳真:(05)2911256

郵遞區號:60094 地址:嘉義市友忠路96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正義天同總堂編輯部著 978-986-85721-0-2 新民班講義

9812 正義天同總堂編輯部編著 978-986-85721-1-9 全球國外開荒手冊

總計: 2種 2冊

中華外內丹功運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361870

郵遞區號:33047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中正路

470號2樓

 E-

mail:wsps4310@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鄭淑鵑等編輯 978-986-85811-0-4 世界丹功聯盟成立大會專刊

總計: 1種 1冊

中華印經協會 連絡人:羅慧霜 電話:(03)9898686 傳真:(03)9898787

郵遞區號:26946 地址:宜蘭縣冬山鄉冬山路

三段541號

 E-mail:skylo@lifetv.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林鉅秦繪圖 978-986-7350-95-4 阿彌陀佛傳(漫畫中文版)

9803 健平著.繪圖 978-986-7350-96-1 金角牛犢

9803 果雨法師編著.繪圖 978-986-6427-01-5 停止輪迴路

9812 健平繪圖.著 978-986-6427-19-0 觀世音傳奇

9812 健平著 978-986-6427-20-6 三世因果經

9806 978-986-6427-21-3 福德日記. 七月

9809 海濤法師編; 大潔繪圖 978-986-6427-26-8 海濤法師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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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978-986-6427-39-8 福德日記. 十二月

總計: 8種 8冊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連絡人:江桂帆 電話:(03)4260072 傳真:(03)4264250

郵遞區號:32049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

中大路300號

 E-

mail:service@mail.cerp.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 978-986-85925-0-6 虎門盃SAP B1 ERP競賽論文集. 2010

990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 978-986-85925-2-0 ERP系統創意應用競賽論文集. 2010

990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編

著

978-986-85925-3-7 國際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 2010; ERP系統創意應

用競賽. 2010; 虎門盃  SAP B1 ERP競賽. 2010論文

光碟

總計: 3種 5冊

中華色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97640

郵遞區號:1007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一段20號10樓

 E-mail:pyng@mail.tmt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周嘉蘋著 978-957-29717-2-7 皂經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張俊築 電話:(04)23282971 傳真:(04)23282972

郵遞區號:40310 地址:臺中市西區大隆路20

號5樓之1

 E-mail:cref2@cre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際扶輪著; 張運權譯 978-986-84733-2-4 通向和平七條道路

總計: 1種 1冊

中華佛乘宗法界弘法協

會

連絡人:高淑華 電話:(02)87706196 傳真:(02)87706562

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春路

366號2樓

 E-

mail:service@buddhayan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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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81132-6-8 自性起用: 佛法實修實證班.學員心得實錄. 四

總計: 1種 2冊

中華佛教僧伽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49037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詔興北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中華佛教僧伽會論文集編

輯小組編]

978-986-86008-0-5 中華佛教僧伽會論文集. 一-八屆

總計: 1種 3冊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連絡人:徐子萱 電話:(03)5723200 傳真:(03)5723210

郵遞區號:30071 地址:新竹市光復路二段35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D. Daniel Sheu, etc. 978-986-84919-1-5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2010: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總計: 1種 1冊

中華花藝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332368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二段33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黃永全主編; 臺北市中華花

藝協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85458-0-9 妙花集: 中華花藝專輯

總計: 1種 1冊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912660

郵遞區號:24217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華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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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洪東標總編輯 978-986-85546-1-0 水彩的壯闊波濤: 海峽兩岸水彩名家作品精選集

總計: 1種 2冊

中華亞細亞藝文協會 連絡人:王德亮 電話:(02)27563645 傳真:(02)27489054

郵遞區號:1059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新東街

31巷5號4樓

 E-

mail:WDL5795@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5 978-986-81894-2-3 臺灣亞細亞國際藝術展

9709 978-986-81894-3-0 臺灣亞細亞國際藝術展. 2008

9808 古越設計 978-986-81894-4-7 臺灣國際藝術作品展暨海峽兩岸書畫交流展. 2009

總計: 3種 3冊

中華直銷管理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2705737

郵遞區號:80424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蓮海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得發主編 978-986-85753-0-1 直銷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第十四屆

總計: 1種 1冊

中華科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64291

郵遞區號:11581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三段245號

 E-mail:cclin@cc.cus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華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編輯

978-986-85827-0-5 新世紀健康、食品與環保研討會論文集. 第四屆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書法美術社 連絡人: 電話:(02)24989182 傳真:(02)26885005

郵遞區號:20843 地址:臺北縣金山鄉金包里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蔡松男編著 978-986-84512-3-0 顏柳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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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蔡松男編 978-986-84512-7-8 祝枝山詩翰

9806 蔡松男編著 978-986-84512-8-5 唐伯虎墨跡

9807 蔡松男編著 978-986-84512-9-2 柳公權大中小楷

9809 蔡松男編著 978-986-85600-0-0 趙孟頫千字文

9810 蔡松男編著 978-986-85600-1-7 董其昌千字文

9811 蔡松男編著 978-986-85600-2-4 文徵明千字文

9812 蔡松男編著 978-986-85600-3-1 八大山人千字文

9901 蔡松男編著 978-986-85600-4-8 顏真卿大中小楷

總計: 9種 9冊

中華敦都多傑佛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712865

郵遞區號:8027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

路56號

 E-

mail:aa.hopeso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4 敦都, 笈美絡布指導; 林國

興編輯整理

978-986-82057-2-7 喜悅. 2, 密咒寶典

總計: 1種 1冊

中華郵政 連絡人:嚴建中 電話:(02)23587200 傳真:(02)2341934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金山南路二段

55號

 E-

mail:yangmii.mag@mail.post.g

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譯 978-986-02-2115-2 萬國郵政公約

98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譯 978-986-02-2116-9 萬國郵政聯盟憲章暨通則

98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譯 978-986-02-2117-6 國際函件及包裹單式

總計: 3種 6冊

中華郵政工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414510

郵遞區號:1007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二段45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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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藍明涵總編輯 978-986-85998-0-2 千里之行 始於足下: 中華郵政工會建會80週年特

刊

總計: 1種 2冊

中華集郵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67146

郵遞區號:22099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郵政3-

008號信箱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何輝慶等編] 978-957-29042-4-4 郵學演講集

總計: 1種 2冊

中華順氣研究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918561

郵遞區號:10363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三段58號7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蓓莉著 978-986-85752-0-2 掌握根本,擺脫糖人: 糖尿病的預防、生活及治療

總計: 1種 1冊

中華飲食文化基金會 連絡人:周寧靜 電話:(02)25031111ext5620 傳真:(02)25171806

郵遞區號:10434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

路二段14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黃樹民主編 978-986-6325-00-7 中國少數民族的飲食文化

9810 孫路弘主編 978-986-6325-01-4 食品科技史與餐飲管理

9810 張珣主編 978-986-6325-02-1 人神共歆: 宗教與養生飲食

9810 黃清連主編 978-986-6325-03-8 茶酒文化

9810 王秋桂主編 978-986-6325-04-5 飲食文化綜論

9810 王明珂主編 978-986-6325-05-2 鼎鼐文明: 古代飲食史

9810 蒲慕州主編 978-986-6325-06-9 飲食傳播與文化交流

9810 黃克武主編 978-986-6325-07-6 食巧毋食飽: 地方飲食文化. 一

9810 黃克武主編 978-986-6325-08-3 民以食為天: 地方飲食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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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David Holm 978-986-6325-09-0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in chinese culinary culture

總計: 10種 10冊

中華資料採礦協會 連絡人:李勝輝 電話:(02)29082174 傳真:(02)29082144

郵遞區號:24205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謝邦昌, 鄭宇庭, 蘇志雄編 978-957-28934-6-3 Data Mining概述: 以Clementine 12.0為例

總計: 1種 1冊

中華語文 連絡人:黃岷玉 電話:(02)23685145 傳真:(02)23634857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三段50號4樓

 E-

mail:tliservice@wisdomtank.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中華語文出版社著 978-986-6291-03-6 新實用漢語(德文版)(簡體字版)

9901 中華語文出版社著 978-986-6291-02-9 新實用漢語(德文版)(簡體字版)

總計: 2種 2冊

中華福音學院 連絡人:李曉玉 電話:(02)82281318ext620 傳真:(02)22219445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36號3樓

 E-mail:press@ce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Gary D. Pratico, Miles V. Van

Pelt合著; 江季禎, 田頌恩合

978-957-0471-85-4 聖經希伯來文初階

9809 Gary D. Pratico, Miles V. Van

Pelt合著; 胡維華譯

978-957-0471-87-8 聖經希伯來文初階: 習作

9903 劉幸枝著 978-986-6355-02-8 在曠野中學飛: 國際教育使徒柯美紐斯傳

9901 林道亮著 978-986-6355-03-5 教牧學概論

總計: 4種 4冊

中華徵信所 連絡人:陳棠英s 電話:(02)87683266ext854 傳真:(02)87683265

郵遞區號:1107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東興路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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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 978-986-6724-11-4 ECFA關鍵報告

總計: 1種 1冊

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連絡人:包蓓蓓 電話:(03)4227151ext34081 傳真:(03)4252960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

會編輯

978-986-85677-0-2 鋪面工程學術研討會暨鋪面專家高峰會議. 第十

五屆2009

總計: 1種 1冊

中華醫事科大教學卓越

中心

連絡人:鄭博真 電話:(06)2674567ext757 傳真:(06)3353493

郵遞區號:71756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文華一  E-mail:tec@mail.hwai.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蔡介裕等著; 鄭博真, 王靖

婷策畫主編

978-986-83252-8-9 大學教學新典範: 向優良通識課程教師學習

總計: 1種 1冊

中華醫事科大通識教育

中心

連絡人:蔡季真 電話:(06)2671214 傳真:(06)3353493

郵遞區號:71756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文華一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鍾愛等著; 鄭博真, 王靖婷

策畫主編

978-986-83252-6-5 優質通識課程與教學創新. 自然與社會科學教育

篇

9812 薛清江等著; 鄭博真, 王靖

婷主編

978-986-83252-7-2 優質通識課程與教學創新. 人文與藝術教育篇

總計: 2種 2冊

中華馨禪善功德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174989

郵遞區號:33051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鹽務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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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楊天成, 張九驊著 978-986-85834-0-5 天成靈力哲學 禪修

總計: 1種 1冊

中華攝影藝術交流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46249

郵遞區號:1049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安東

路二段108號305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賴君勝執行編輯 978-986-85822-0-0 臺北/平遙攝影文化交流展: 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經

典作品暨臺灣參展攝影 家作品專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中福 連絡人:劉哲萍 電話:(02)28965713ext222 傳真:(02)28965360

郵遞區號:1125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中和街

49號3樓

 E-

mail:fannycheping@hotmail.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8 李錦綸著 978-957-9642-93-4 道成肉身救贖源: 獻給中國的教會神學

9811 伯納德, 威廉, 艾爾雷德原

著; 候士庭(James M.

Houston)節錄新編; 羅宇芳

978-986-6695-05-6 至聖之交.屬靈之誼: 論愛神

總計: 2種 2冊

中衛發展中心 連絡人:謝宜玲s 電話:(02)27513468ext8924 傳真:(02)27818160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

路8號7樓

 E-mail:c0924@csd.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石川秀人著; 傅傳偉等譯 978-986-7690-67-8 最新圖解豐田生產方式之基本與實踐

9811 朱家慶等著; 黃俊仁主編 978-986-7690-68-5 點亮幸福生活圈: 12個地方發展的故事

9902 伊藤嘉博著; 唐一寧譯 978-986-7690-69-2 重視環境的品質成本管理

9901 中衛中心任務小組著 978-986-7690-70-8 風格密碼: 『顧客完整體驗』大解析

9902 陳德望作 978-986-7690-71-5 教導力: 成功打造傑出管理者與優質講師的教導

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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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種 5冊

中縣府 連絡人:連佳振 電話:(04)25152580 傳真:(04)25238757

郵遞區號:42007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陽明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邱松山總編輯 978-986-02-1942-5 花海之美: 臺中縣新社花海專刊

總計: 1種 5冊

中縣神岡鄉公所 連絡人: 梁益明 電話:(04)25620841ext120 傳真:(04)25611006

郵遞區號:429 地址:臺中縣神岡鄉中山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陳茂祥總編纂 978-986-01-9421-0 神岡鄉志

總計: 1種 3冊

中縣教育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5268629

郵遞區號:42007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陽明里

陽明街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淑芬總編輯 978-986-02-2072-8 臺中縣閩南語繪本得獎專輯. 九十八年度

總計: 1種 2冊

中縣逍遙藝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390619

郵遞區號:42084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水源路

611巷4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羅得財等編輯 978-986-83986-1-0 第十四屆逍遙藝會會員聯展暨廿週年紀念畫冊

總計: 1種 2冊

中縣港區藝術中心 連絡人:黃婷儀 電話:(04)26274568ext205 傳真:(04)26274570

郵遞區號:436 地址:臺中縣清水鎮忠貞路  E-mail:ting@mail.tcs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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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李美玲撰述 978-986-02-0209-0 彩繪生命的油畫家: 廖繼春

9812 陳志昌撰述 978-986-02-0210-6 美術教育的耕耘者: 楊啟東

9812 游惠遠等撰述 978-986-02-0211-3 臺灣書畫教育家: 曹緯初

9812 施世昱等撰述 978-986-02-0212-0 臺灣膠彩畫之父: 林之助

9812 施世昱等撰述 978-986-02-0214-4 臺灣現代陶藝之父: 林葆家

9811 陳志聲總編輯 978-986-02-0470-4 臺灣美術新貌展: 平面創作系列. 2009

總計: 6種 12冊

中縣葫蘆墩美術研究會 連絡人:許高山 電話:(04)22871181ext49 傳真:(04)22872770

郵遞區號:42344 地址:臺中縣東勢鎮上新里

中新街9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廖大昇等執行編輯 978-957-28386-4-8 臺中縣葫蘆墩美術研究會美術展覽專集. 第十五

屆

總計: 1種 1冊

中興工程基金會 連絡人:吳欣芳 電話:(02)25774567ext110 傳真:(02)25773667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186號4樓之9

 E-

mail:sinotecf@ms3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程禹等作 978-986-7142-33-7 明潭抽蓄發電工程紀事拾遺

9709 日本土木學會トンネル工

學委員會, 技術小委員會限

界狀態設計法檢討部會編

978-986-7142-34-4 極限狀態設計法在隧道工程之應用

9902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

究發展基金會譯印

978-986-7142-35-1 長跨徑混凝土拱橋: 跨徑600m級的設計、施工

總計: 3種 3冊

中興管理顧問 連絡人:陳淑宜 電話:(02)25616356 傳真:(02)25710890

郵遞區號:1044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錦西街  E-mail:jis107@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侯東旭, 鄭世宏合著 978-957-9371-49-0 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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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中醫藥研發基金會 連絡人:林淑棗 電話:(02)25956688ext522 傳真:(02)23644047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金門街  E-mail:ctmd01@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明村總編輯 978-986-81107-2-4 中國醫藥研究叢刊. 第廿八期

總計: 1種 1冊

丰光國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300233

郵遞區號:11653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和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丰光編輯部作 978-986-84851-0-5 非常好色. 7, 美工塗鴉趣

9804 丰光編輯部作 978-986-84851-1-2 Internet網路趴趴Go

9804 [丰光國際有限公司]編輯部 978-986-84851-2-9 Word文書十指樂

9804 丰光國際編輯部作 978-986-84851-3-6 自由新國度: Open Office Writer

9804 丰光國際編輯部作 978-986-84851-4-3 Windows XP電腦點點點

總計: 5種 5冊

牛津家族國際 連絡人:李雅玲 電話:(02)22268866 傳真:(02)22268877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永和路

363巷19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竣貿等撰文繪圖 978-986-6588-39-6 幼幼簡筆學畫畫

總計: 1種 1冊

仁友鄉土文化 連絡人:陳真真 電話:0933699122 傳真:(05)2306102

郵遞區號:60660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中華路  E-mail:jenjen1952@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陳慧月企劃編輯; 陳伶佩英 978-986-84900-1-7 探香記

總計: 1種 2冊

戶外生活 連絡人:陳于真 電話:(02)23118968ext508 傳真:(02)231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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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21號6樓

 E-mail:mapclub@fic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2-2 樂遊中臺灣: 周休二日

981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3-9 三義.南庄.大湖.卓蘭

981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4-6 樂遊北臺灣: 周休二日

981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5-3 樂遊東臺灣: 周休二日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6-0 臺北市: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7-7 臺南市.臺南縣: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8-4 桃園縣: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79-1 臺中市.臺中縣: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0-7 新竹.苗栗: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1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1-4 屏東.墾丁: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2-1 臺北縣: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3-8 基隆.宜蘭: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4-5 花蓮.臺東: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5-2 高雄市縣: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6-9 樂遊南臺灣: 周休二日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7-6 南投.彰化: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8-3 嘉義.雲林: 遊樂吃喝超便利旅圖

9902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旅遊資 978-986-6994-89-0 鹿港.彰化.田尾.八卦山脈

總計: 18種 18冊

戶外遊憩學會 連絡人:張莉汶 電話:(04)26530050 傳真:(04)26530051

郵遞區號:43301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中棲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 978-957-29962-9-4 高齡與休閒論壇論文集. 2010

總計: 1種 1冊

今古文化 連絡人:高淑靜 電話:(02)26646506 傳真:(02)26641015

郵遞區號:1056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四段797號1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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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吉昌著 978-957-8822-97-9 吳吉昌博士榮退紀念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公平會 連絡人:盧慧芳 電話:(02)23970339ext206 傳真:(02)23278155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路

一段2-2號12-1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edit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Taiwan

978-986-02-1246-4 Cases and materials on fair trad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 11(2007)

總計: 1種 2冊

公道法律事務所 連絡人:林明嫻 電話:(06)2619417 傳真:(06)2616450

郵遞區號:70260 地址:臺南市南區金華路二

段289巷39號

 E-

mail:gong.dao@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蔡文斌著 978-957-28615-5-4 公道與中道

9902 蔡文斌著 978-957-28615-6-1 法學緒論

總計: 2種 2冊

月臨畫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710786

郵遞區號:40458 地址:臺中市英才路589巷6

號1樓

 E-

mail:moon.gallery@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吳繼濤作 978-986-81959-1-2 在世界之外的邊境.獨奏

總計: 1種 1冊

內政部 連絡人:張美雲 電話:(04)22502308 傳真:(04)22502378

郵遞區號:1001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財團法人臺灣媒體觀察教

育基金會編輯

978-986-01-9831-7 媒體報導家庭暴力、性侵害、性騷擾及兒少保護

事件新聞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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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內政部[編] 978-986-02-0353-0 消費拼經濟 齊心愛臺灣: 民國98年消費券發放作

業工作實錄

9811 內政部統計處編輯 978-986-02-1232-7 各縣市內政統計指標.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9812 林國演總編輯 978-986-02-1508-3 土地重劃相關法規彙編

9812 內政部統計處編輯 978-986-02-1917-3 社會福利機構概況調查報告. 95年

9812 內政部編 978-986-02-2103-9 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 98年度

9902 內政部編著 978-986-02-2449-8 內政部推展社會福利補助作業手冊. 99年度

總計: 7種 20冊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連絡人:林京華 電話:(02)23889393ext2515 傳真:(02)2361159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廣州街15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編 978-986-02-0583-1 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97年

總計: 1種 2冊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連絡人:張巧芬 電話:(04)22524985ext2903 傳真:(04)22518447

郵遞區號:40873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黎明路

二段503號4樓

 E-

mail:lh.sun@mail.lce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張台科等撰稿; 廖述培總編 978-986-02-1109-2 農村社區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成果總報告

總計: 1種 3冊

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 連絡人:蔡淑慧 電話:(04)22222294ext122 傳真:(04)22227273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西區大明街2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鄧清俊, 劉怡蓮, 蔡淑慧主 978-986-02-2024-7 兒童問題與輔導: 小甜甜信箱. 第22輯

總計: 1種 2冊

內政部建研所 連絡人:黃惠泉 電話:(02)27362389ext320 傳真:(02)23774634

郵遞區號:23143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路

三段200號13樓

 E-mail:sweet@ab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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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輯 978-986-02-1343-0 大空間建築火災性能式煙控系統設計與應用手冊

9812 陳瑞鈴等編輯 978-986-02-1495-6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年報. 97年度

9812 林宏聰, 吳建旺執行編輯 978-986-02-1922-7 友善建築成果專輯. 2009

總計: 3種 6冊

巴黎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650206

郵遞區號:23741 地址:臺北縣三峽鎮大智路

67號16樓

 E-mail:parisfoa@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鐘有輝總編輯 978-986-85436-1-4 巴黎大獎選拔展. 2009

總計: 1種 1冊

水牛 連絡人:林嬌珠 電話:(02)23210757 傳真:(02)23577791

郵遞區號:1005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金山南

路一段135號4樓之1

 E-

mail:buffalo2@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張國男編著 978-957-599-840-0 高等資優數學: 問題研究與發掘

9901 黃朝貴著 978-957-599-847-9 永遠的天使: 一個檢察官的故事

9901 譚信民編著 978-957-599-848-6 棒球小百科

總計: 3種 3冊

水里商工 連絡人:黃順星 電話:(049)2870666ext370 傳真:(049)2774931

郵遞區號:55349 地址:南投縣水里鄉南湖路

1號

 E-

mail:library@m1.slvs.ntct.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敬堂總編輯 978-986-02-1492-5 紅樓松濤

總計: 1種 2冊

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 連絡人:林珈均 電話:(04)23320579ext2310 傳真:(04)233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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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村

中正路1340號之6

 E-

mail:guye0816@wrac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978-986-02-0317-2 名間水力電廠BOT總顧問服務成果總報告

9810 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 978-986-02-0463-6 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年報. 97年度

9901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978-986-02-1520-5 湖山水庫下游連接管路工程基本設計報告

9901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1527-4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湖南壩左岸遷建道路工程配合

遺址改線基本設計報告

總計: 4種 8冊

水利署水規所 連絡人:李怡靜 電話:(04)23304788ext152 傳真:(04)23300282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村

中正路134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

心執行

978-986-02-0423-0 桃竹地區灌溉配水與停灌對灌溉用水影響研究.

(1/2)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978-986-02-0538-1 三峽河調整池初步規劃階段性總報告

9812 逢甲大學執行 978-986-02-0539-8 土■灣水庫排砂效率與觀測資料特性分析之研究.

(1/3)

9812 臺灣大學執行 978-986-02-0540-4 強化高屏溪流域水資源供水系統因應氣候變遷之

調適能力

9812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581-7 蘭陽地區地面地下水調配及管理系統建置規劃

9812 能邦科技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582-4 臺北盆地備用地下水井管理系統建置規劃

9812 怡興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605-0 臺中港特定區(中棲路以南)及雲林縣客子厝等排

水系統環境營造規劃: 臺中港特定區(中棲路以南)

排水系統環境營造規劃

9812 怡興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606-7 臺中港特定區(中棲路以南)及雲林縣客子厝等排

水系統環境營造規劃: 雲特林縣客子厝大排排水

系統環境營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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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怡興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607-4 臺中港特定區(中棲路以南)及雲林縣客子厝等排

水系統環境營造規劃: 雲林縣新興排水系統、雲

林縣十三份排水系統、嘉義縣魚寮中排三排.....

9812 中興土木科技發展文教基

金會執行

978-986-02-0717-0 區域排水集水區生物棲地整體營造之研究. (1/3)

9811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978-986-02-0718-7 臺灣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國土復育整體規劃

9812 逢甲大學執行 978-986-02-0719-4 平地區域排水流量觀測與推估模式之研究. (2/3)

9812 楊錦釧計畫主持 978-986-02-0723-1 砂質河川深槽變遷對河防建造物安全影響之分析.

(2/2)

9812 楊錦釧計畫主持 978-986-02-0724-8 砂質河川深槽變遷對河防建造物安全影響之分析

總報告書

9812 京華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725-5 水再生利用多功能展示中心先期規劃

9812 中興工程顧問社執行 978-986-02-0727-9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流水再生模廠效能與水質

驗證. (1/3)

9812 葉克家計畫主持 978-986-02-0728-6 美國國家計算水科學及工程中心河道變遷模式之

引進及應用研究. (3/3)

9812 葉克家計畫主持 978-986-02-0729-3 美國國家計算水科學及工程中心河道變遷模式之

引進及應用研究總報告書

9812 廖清標, 連惠邦編著 978-986-02-0730-9 多砂河川流路變遷穩定工法之研究. (2/2)

9812 廖清標, 連惠邦編著 978-986-02-0732-3 多砂河川流路變遷穩定工法之研究總報告

9812 國立成功大學衛星資訊研

究中心執行

978-986-02-0736-1 天花湖水庫推動計畫. 2, 強地動儀維護觀測及資

料整理總報告(民國96年-98年)

9812 聯美環保科公司執行 978-986-02-0739-2 天花湖水庫推動計畫: 淺山溪流生態系統保育規

劃

9812 臺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

基金會合設工業研究中心

978-986-02-0741-5 污水再生利用技術研究: 環境新興污染物流佈調

查及評估. (2/2)

9812 臺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

基金會合設工業研究中心

978-986-02-0742-2 污水再生利用技術研究: 環境新興污染物流佈調

查及評估總報告

9812 成功大學衛星資訊研究中

心執行

978-986-02-0760-6 士文水庫可行性規劃: 強地動儀維護觀測及資料

整理.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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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中興大學執行 978-986-02-0761-3 大甲溪河段輸砂特性試驗研究. (2/3)

9812 中興大學執行 978-986-02-0764-4 流域地貌變遷對河床演變之影響. (1/3)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驗所[編]

978-986-02-0766-8 河川生物通道水理模擬及其設計布置原則研擬總

報告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驗所[編]

978-986-02-0767-5 河川生物通道水理模擬及其設計布置原則研擬.

(2/2)

9812 中興大學執行 978-986-02-0768-2 河道固床工破壞機制與減沖促淤新工法研擬. (2/2)

9812 中興大學執行 978-986-02-0769-9 河道固床工破壞機制與減沖促淤新工法研擬總報

告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978-986-02-0770-5 臺中盆地地下水資源利用調查評估. (1/3)

9812 聯美環保科技公司執行 978-986-02-0772-9 士文水庫可行性規劃: 工程計畫多媒體

9812 謝東明編著 978-986-02-0783-5 中央管河川水道治理計畫線與河川區域線之合宜

性檢討與分析. (2/2)

9812 謝東明編著 978-986-02-0784-2 中央管河川水道治理計畫線與河川區域線之合宜

性檢討與分析總報告

9812 臺灣海洋大學執行 978-986-02-0850-4 流域數值地形系統淹水模組開發及建置之研究:

以大里溪流域為例. (1/3)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978-986-02-0851-1 馬祖東莒福正地下水庫初步規劃

9812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

心執行

978-986-02-0852-8 沿海漁塭養殖區之排水觀測與排洪特性研究. (1/2)

9812 李秉乾等編著 978-986-02-0853-5 輸水隧道磨損調查與分析

98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

境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0854-2 設置攔河堰引致岩盤沖刷之機制與評估研究. (1/2)

9812 交通大學執行 978-986-02-0895-5 氣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

9812 陳豪吉等編著 978-986-02-0896-2 多孔混凝土應用於河川工程之研究. (1/2)

9811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978-986-02-0897-9 海岸植生調查與適種試驗規劃報告

98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

境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0898-6 河道曼寧n值與河床質粒徑關係之研究工作成果

報告. (2/2)

98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

境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0899-3 河道曼寧n值與河床質粒徑關係之研究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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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財團法人臺灣水利環境科

技研究發展教育基金會執

978-986-02-0911-2 橫向水工結構物移除、改善與河川復育效益評估.

(2/3)

9812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923-5 烏山嶺第2隧道配合曾文越引計畫供水策略研究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驗所[編]

978-986-02-0957-0 以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環境承載分析與發展研

究. (2/2)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驗所[編]

978-986-02-0958-7 以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環境承載分析與發展研

究總報告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驗所[編]

978-986-02-0959-4 雲林地區污水處理廠放流水再利用調查研究

9812 中華空間資訊學會執行 978-986-02-0960-0 水利規劃成果知識流通推廣暨系統整合維護. (1/2)

9812 聯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978-986-02-1029-3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

工模型試驗研究: 工程地質調查

9811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978-986-02-1032-3 中庄調整池可行性規劃總報告

9812 國立臺灣大學執行 978-986-02-1033-0 河川流態管理於生物多樣性之研究. (1/2)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驗所[編]

978-986-02-1034-7 既設河道集水暗渠功能調查分析及因應環境變遷

所應考慮的設計原則: 以中部地區為例

9812 國立聯合大學執行 978-986-02-1092-7 天花湖水庫推動計畫. 2, 人文生態系統保育雛形

規劃

9812 巨廷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1094-1 中部區域供水系統聯合供水管理規劃

9812 國立臺灣大學執行 978-986-02-1095-8 臺美合作案之技術引進及應用研究. (1/4)

9812 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編

著

978-986-02-1096-5 中央管河川流域地質資料查核: 烏溪及八掌溪

98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

境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097-2 碾壓土壤之含水量與壓實度品管技術研究工作成

果報告. (1/2)

9812 巨廷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1098-9 沿海地陷區蓄洪設施水資源之應用研究

9812 聯合大學執行 978-986-02-1131-3 天花湖水庫推動計畫. 2, 水庫立體模型建置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驗所[編]

978-986-02-1133-7 河川生物指標物種分析及其適合度曲線研究正式

報告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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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交通大學執行 978-986-02-1134-4 高含砂水流河道沖淤模擬及試驗研究. (1/3)

9812 臺灣大學執行 978-986-02-1135-1 中央管河川高灘地水質淨化可行河段調查及環境

營造研究. (1/2)

98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

境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182-5 軟弱岩床劇烈沖蝕河段沖蝕行為之探討: 以大安

溪為例. (2/3)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978-986-02-1212-9 金門地區水再生利用規劃及試辦計畫

9812 能邦科技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1213-6 結合預定公共污水廠放流水再利用之調查及規劃

9812 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978-986-02-1228-0 基隆河平溪水庫初步規劃. 2, 淹沒區煤礦坑、含

煤層調查及評估

9812 中央大學執行 978-986-02-1272-3 區域尺度水力參數率定技術與地層異質性對人工

湖規設之敏感度分析專題報告

9812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 978-986-02-1376-8 石門水庫入庫水砂歷線推估模式

9812 鄭蕙燕計畫主持 978-986-02-1396-6 防洪工程經濟效益評估之檢討修正. (3/3)

9812 鄭蕙燕計畫主持 978-986-02-1397-3 防洪工程經濟效益評估之檢討修正總報告

9812 逢甲大學執行 978-986-02-1614-1 河川結構物設置對河川特性棲地影響之調查與研

究. (1/3)

9812 京華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1654-7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行性規劃. (1/2): 環境影響評

估

總計: 75種 150冊

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連絡人:江媞華 電話:(03)4712001ext510 傳真:(03)4713343

郵遞區號:32547 地址:桃園縣龍潭鄉佳安路  E-mail:public@wran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978-986-02-0778-1 頭前溪隆恩堰現址補強工程細部設計報告

總計: 1種 3冊

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 連絡人:劉振抑 電話:(08)7557077ext121 傳真:(06)5752814

郵遞區號:715 地址:臺南縣楠西鄉密枝村  E-mail:matrix@wras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巨廷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0231-1 尖山埤水庫更新改善可行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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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 978-986-02-1078-1 隘寮堰剩餘水量利用潛勢評估

9812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

局[編]

978-986-02-1255-6 鹿寮水庫更新改善可行性規劃. 4: 成果報告

9812 黎明工程顧問公司執行 978-986-02-1257-0 鹿寮水庫更新改善可行性規劃階段性總報告

9812 丁澈士計畫主持 978-986-02-1544-1 高屏大湖工程計畫地下水文監測追蹤與檢討評估

9812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 978-986-02-1603-5 士文水庫宣導計畫

9902 許盈松計畫主持 978-986-02-2506-8 曾文水庫沖刷漏斗、射流排淤機制與操作策略研

究. (1/2)

總計: 7種 14冊

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連絡人:劉奕良 電話:(03)5322334ext208 傳真:(03)5430838

郵遞區號:302 地址:新竹市北大路97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厚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

978-986-02-0749-1 鳳山溪大斷面測量計畫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國立交通大學編著

978-986-02-0750-7 中央管河川疏浚潛能及對河床變遷影響之評估研

究. (1/2): 以頭前溪、 中港溪為對象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978-986-02-0757-6 桃竹苗中央管區域排水防洪設施及水情調查分析

981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行

978-986-02-0796-5 桃竹苗地區洪水預警與防汛作業整合演練與落實

規劃. (2/2)

9812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

境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0862-7 河川生態工程對水域流場與物理棲地條件影響之

評估與研究: 以頭前溪與鳳山溪為例. (1/2)

9812 逢甲大學編著 978-986-02-0863-4 後龍溪河道穩定分析及龜山橋段沖刷防治工法評

估與基本設計. (1/2)

9812 連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 978-986-02-0933-4 頭前溪河口段工程執行計畫規劃

9812 連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 978-986-02-1751-3 龍鳳排水治理工程分洪路線檢討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逢甲大學編著

978-986-02-1752-0 頭前溪中正橋河段沖刷防治工法評估與設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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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9種 18冊

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連絡人:羅瑞寶 電話:(02)89669870ext1259 傳真:(02)89667996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四川路

二段橋頭1號

 E-

mail:wca10035@ms1.gsn.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編著

978-986-01-8062-6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中央管區域排水塔寮

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98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2-1334-8 淡水河即時洪水預報系統模式擴充及維護. 98年

度

9812 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978-986-02-1398-0 新店溪中上游段治理規劃檢討. (1/3)

98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2-1613-4 員山子分洪入流段水文量測及水理分析. (1/3)

9812 財團法人臺灣水利環境科

技研究發展教育基金會編

978-986-02-1748-3 淡水河流域整體治理規劃. (1/2)

總計: 5種 10冊

水利署第八河川局 連絡人:施政杰 電話:(089)345367 傳真:(089)348751

郵遞區號:95046 地址:臺東縣臺東市寶桑路

24號

 E-

mail:wca08014@ms1.gsn.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1363-8 臺東海岸(市區段)海岸環境營造改善計畫. (2/2)

9812 國立嘉義大學編著 978-986-02-1364-5 臺東市區風砂防治方針研擬

總計: 2種 4冊

水利署第九河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8338431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市仁愛街19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中山大學編著 978-986-02-1227-3 南濱及化仁海岸生態情勢調查及新工法研發之研

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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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張坤樹編著 978-986-02-1237-2 新社海岸侵蝕防護與環境營造整體規劃. (1/3)

9812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編著 978-986-02-1310-2 海岸構造物與生態棲地多樣性關係研究

總計: 3種 6冊

水利署第六河川局 連絡人:謝錦志 電話:(07)6279005 傳真:(07)6251207

郵遞區號:82050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柳橋西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金會編著

978-986-02-1594-6 海岸生態工法研究: 生態性海堤之研究. (3/3)

總計: 1種 2冊

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526089

郵遞區號:524 地址:彰化縣溪州鄉中山路

三段64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編著

978-986-02-1687-5 濁水溪流域逕流測預報系統擴充及維護. 98年度

總計: 1種 2冊

水利署臺北水源管理局 連絡人:盧素玲 電話:(02)29173282ext357 傳真:(02)29117280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路

一段45巷5號4樓

 E-mail:a640070@wrat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美心編著 978-986-02-1028-6 臺北水源特定區土地使用行動化查報暨管理系統

建置

9812 能邦科技顧問公司編著 978-986-02-1111-5 南勢溪溫泉排放水循環處理利用對水資源影響改

善對策研擬. (2/2)

9812 張育傑編著 978-986-02-1170-2 新店溪青潭自來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質監測計畫.

(2/3)

9812 陳彥璋編著 978-986-02-1239-6 新店溪青潭自來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量監測計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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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駱尚廉計畫主持 978-986-02-1416-1 新店溪青潭自來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質管理技術

提升計畫. (2/2)

9812 游以德, 林鎮洋, 張尊國編

著

978-986-02-1417-8 翡翠水庫上游集水區茶園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作

業

9812 周文祥總編輯 978-986-02-1439-0 水源遊學發現之旅

9812 周文祥總編輯 978-986-02-1458-1 臺北水樂園

9812 陳樹群編著 978-986-02-1528-1 臺北水源特定區土砂保育健康診斷模式建立及策

略分析. (1/2)

9812 廖朝軒, 鄭期霖編著 978-986-02-1742-1 臺北水源特定區環境永續共榮管理計畫

9812 葉美伶編著 978-986-02-1814-5 水源保育知識技能教育推廣行動計畫

9812 厚鼎傳播整合行銷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978-986-02-1978-4 臺北水源特定區家戶污水處理系統多媒體宣導計

畫

9812 鴻廣傳播事業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02-2054-4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量保護區水源生態教育宣導計

畫

9812 威貿環護科技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02-2076-6 臺北水源特定區遊憩污染調查及公廁標準圖樣設

計委託服務計畫

總計: 14種 41冊

水星文化 連絡人:簡澄鏞 電話:(02)32343788 傳真:(02)32348050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路

502號8樓之2

 E-

mail:pftwsdom@ms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蘇素著 978-986-6505-87-4 寶器江湖. 1, 一劍鍾情

9812 蘇素著 978-986-6505-88-1 寶器江湖. 2, 曖昧重逢

9902 追月逐花著 978-986-6505-89-8 幽冥神探. 1, 誤闖靈能界

9902 追月逐花著 978-986-6505-90-4 幽冥神探. 2, 異世界的入口

9902 追月逐花著 978-986-6505-91-1 幽冥神探. 3, 遇到摯愛

9812 高飛飛著 978-986-6505-93-5 品格高尚是一生的財富: 富蘭克林的人生守則

9812 高飛飛著 978-986-6505-94-2 道德完美成就一生的幸福: 富蘭克林的人生信條

第 124 頁，共 653 頁



9901 周增文著 978-986-6505-95-9 40個細節提高孩子的財富智商: 素質教育就是教

給孩子打漁的方法

9901 李鵬飛著 978-986-6505-96-6 尋陵記. 1, 樓蘭古國

9901 李鵬飛著 978-986-6505-97-3 尋陵記. 2, 決戰六盤山

9901 蘇素著 978-986-6505-98-0 廚娘囧事

9901 王霆編著 978-986-6505-99-7 經理人的任務與績效: 杜拉克談行銷管理

9901 陸曉薇著 978-986-6302-00-8 陽光人生的智慧99: 社會叢林的生存寶典

9903 王剛強著 978-986-6302-03-9 不怕沒機會 只怕沒準備: 追求成功,我們具備了什

麼?

9903 追月逐花著 978-986-6302-05-3 我靠鬼怪吃飯. 1, 靈能門診

9903 追月逐花著 978-986-6302-06-0 我靠鬼怪吃飯. 2, 靈能發燒夜

9903 追月逐花著 978-986-6302-07-7 我靠鬼怪吃飯. 3, 愛的窮極之咒

總計: 17種 17冊

允晨文化 連絡人:鍾芳品 電話:(02)25072606 傳真:(02)25074260

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三段21號6樓

 E-mail:eas@tpts6.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朱瑞著 978-986-6274-02-2 傾聽西藏: 一個中國人的觀點

總計: 1種 1冊

立村文化 連絡人:郭佩貞 電話:(02)86626919 傳真:(02)26642112

郵遞區號:22205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三段270巷2號6樓

 E-mail:service@wisknow.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莫泊桑著; 丁以如譯 978-986-85492-7-2 脂肪球

9812 清水克彥著; 楊明綺譯 978-986-85492-8-9 3.3.3改變一生的工作術: 瞬間抉擇,反轉局面的關

鍵數字

9901 吉越浩一郎著; 楊明綺譯 978-986-85492-9-6 超強情報整理術

9902 傑克.倫敦著; 陳佳慧譯 978-986-6283-00-0 野性的呼喚

9902 安原智樹作; 石學昌譯 978-986-6283-01-7 最新行銷一本通

9903 艾蜜莉.白朗特著; 林怡靜 978-986-6283-02-4 咆哮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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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史蒂文生作; 林玫瑩譯 978-986-6283-03-1 金銀島

總計: 7種 8冊

立法院議政博物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172954

郵遞區號:41341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立法院議政博物館編 978-986-02-2622-5 立法院議政博物館特刊

總計: 1種 2冊

立享文化 連絡人:陳立妍 電話:(02)25873412 傳真:(02)25873441

郵遞區號:10365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三段209-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郭家振設計; 黃致潔翻譯 978-986-82321-6-7 大象無形 蔡根個展. 2009

總計: 1種 1冊

立得 連絡人:劉接寶 電話:(02)27216208 傳真:(02)27511656

郵遞區號:1069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延吉街

175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立得教研組主編 978-986-7436-59-7 新編中醫方劑學題庫

9804 中醫專技教研組主編 978-986-7436-60-3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中醫師考試解答. 97年

總計: 2種 2冊

立緒文化 連絡人:陳雅婷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央六

街62號1樓

 E-

mail:jane6674123@nc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Harvey c. Mansfield著; 鄧伯 978-986-6513-11-4 虛無.中性.男子氣概

9902 Mary Poplin著; 鄧伯宸譯 978-986-6513-21-3 德蕾莎修女教我的事:發現自的加爾各答

總計: 2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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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誼 連絡人:張雲祥 電話:(04)22952877 傳真:(04)22953065

郵遞區號:40667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旅順路

一段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邱哲豐編著 978-986-7241-79-5 流行鋼琴名曲

9812 謝雙雙著 978-986-7241-80-1 彈琴作樂(鋼琴教本)

總計: 2種 2冊

主流 連絡人:洪懿諄 電話:(02)29108729 傳真:(02)29102601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102巷7號

 E-

mail:lord.way@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克利夫.潘尼(Clifford L.

Penner), 喬依絲.潘尼(Joyce

J. Penner)著; 李曉秋譯

978-986-85212-5-4 好好愛她: 已婚男士的性親密指南

9812 施以諾作 978-986-85212-2-3 信心是一把梯子: 72個向上提昇的祝福與盼望

總計: 2種 2冊

玄奘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391257

郵遞區號:30092 地址:新竹市香山區玄奘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胡建勳總編輯 978-986-6383-03-8 通識教育教學發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總計: 1種 1冊

永然文化 連絡人:黃國勇 電話:(02)23560809 傳真:(02)23915811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二段9號7樓

 E-

mail:jimmy1211@lawking.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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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高欽明編著 978-957-485-278-9 共有土地處分實務與技巧: 土地法第34條之一

9812 劉孟錦著 978-957-485-279-6 討債進行式

9812 唐國盛著 978-957-485-280-2 政府採購法律應用篇

9812 李永然等著 978-957-485-281-9 合建.預售法律實務

9901 簡文玉編著 978-957-485-282-6 強制執行撰狀DIY

9901 李後政著 978-957-485-283-3 車禍賠償Q&A

9901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978-957-485-284-0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9901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978-957-485-285-7 記帳.報稅錯誤160問

9902 林旺根著 978-957-485-286-4 洞悉房屋買賣錯誤100點

9902 林炳坤著 978-957-485-287-1 政府採購最有利標實例精解

總計: 10種 10冊

永業 連絡人:雷麗娜 電話:(02)28336133 傳真:(02)28323121

郵遞區號:11148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忠誠路

二段21巷45弄9號5樓

 E-

mail:chkuo@tpts5.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黃溪海編著 978-957-8539-27-3 臺灣觀光事業紀實

總計: 1種 2冊

永齡健康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26188

郵遞區號:1005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17號4樓438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永齡健康基金會, 潘冀聯合

建築師事務所著

978-986-85891-0-0 承諾: 臺大癌醫中心醫院設計分享

總計: 1種 1冊

玉山社 連絡人:許家旗 電話:(02)27753736 傳真:(02)27753776

郵遞區號:1068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四段145號3樓之2

 E-mail:editor04@tip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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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鄭清文原著; 林婉玉改寫;

陳貴芳繪圖

978-986-6789-67-0 火雞與孔雀的戰爭

9902 鄭清文原著; 林婉玉改寫;

陳貴芳繪圖

978-986-6789-68-7 十二支鉛筆

9902 鄭清文著; 林婉玉改寫; 陳 978-986-6789-69-4 燕心果

9901 莫里斯.葛雷茲曼(Morris

Gleitzman)著; 林靜慧譯

978-986-6789-70-0 生活的其他真實面

總計: 4種 4冊

玉山國家公園 連絡人:辜怡釩 電話:(049)2348282 傳真:(049)2348269

郵遞區號:55344 地址:南投縣水里鄉中山路

一段300號

 E-mail:kyf@ysnp.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孫清松作 978-986-02-0045-4 玉山音樂會: 16種畫眉鳥的錄音遊記

9812 李嘉鑫原著; 鄭錫奇增修 978-986-02-1302-7 玉山的動物. 哺乳類

9812 邦卡兒.海放南等著 978-986-02-2172-5 2610楓林.玉山

總計: 3種 6冊

玉珍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768158

郵遞區號:60074 地址:嘉義市林森東路364巷

5弄12號

 E-

mail:c2759393@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澤元編著 978-957-41-6841-5 三元造生基大法

9901 黃澤元編著 978-957-41-6958-0 陽宅學實用開運

總計: 2種 4冊

正了 連絡人:吳世卿 電話:(02)29747201 傳真:(02)29745379

郵遞區號:24161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重新路

四段97號8樓

 E-

mail:micro.putt@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嘎堵著 978-986-82065-2-6 老實修行: 愧行者 嘎堵自述

總計: 1種 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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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筆墨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0259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建國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謝秀英作 978-986-81692-1-0 百福獻瑞: 謝秀英作品集

總計: 1種 1冊

正中 連絡人:邱憶伶 電話:(02)86676565ext202 傳真:(02)86676794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  E-mail:shell@ccb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方麗娜作 978-957-09-1853-3 華人社會與文化

9812 何德華作 978-957-09-1854-0 華語教學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

9812 竺家寧作 978-957-09-1855-7 詞彙之旅

9812 張郁雯作 978-957-09-1856-4 華語評量

9812 蔡雅薰作 978-957-09-1857-1 華語文教材分級研制原理之建構

9812 鄭昭明作 978-957-09-1858-8 華語文的教與學: 理論與應用

9812 鍾榮富作 978-957-09-1859-5 對比分析與華語教學

9812 曹逢甫, 李子瑄作 978-957-09-1860-1 漢語語言學

9812 宋如瑜作 978-957-09-1862-5 華語文教學實務

9902 戴朝福著 978-957-09-1868-7 論語闡義

9902 戴朝福著 978-957-09-1867-0 論語闡義

9902 戴朝福著 978-957-09-1866-3 論語闡義

9902 戴朝福著 978-957-09-1865-6 論語闡義

9902 戴朝福著 978-957-09-1864-9 論語闡義

9903 梁實秋等著 978-957-09-1869-4 趁年輕,做好準備

總計: 15種 16冊

正因文化 連絡人:黃玉玲 電話:(02)25230878ext102 傳真:(02)25670144

郵遞區號:1045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二段115巷43號6樓之1

 E-mail:yulin77@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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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哈維.科克斯, 池田大作作;

劉焜輝譯

978-986-6683-55-8 二十一世紀的和平與宗教

總計: 1種 1冊

正典 連絡人:戚繼華 電話:(06)2113906 傳真:(06)2113905

郵遞區號:1064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202號12樓

 E-mail:zpc80013@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吳俊毅著 978-957-29933-7-8 辯護人論

總計: 1種 1冊

正海 連絡人:許應葭 電話:(06)2521918 傳真:(06)2523137

郵遞區號:70450 地址:臺南市北區西門路四

段316巷9號l樓

 E-

mail:yuyu8922@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蔡朝明編著 978-986-6518-10-2 佳名伴您一生

9808 王連生編著 978-986-6518-11-9 現代玄空住宅學

9808 黃金朗編著 978-986-6518-12-6 道教符咒法

9809 (明)柳洪泉原著; 草蘆主人 978-986-6518-13-3 三元總錄(白話對照全譯書)

9810 莊漢君編著 978-986-6518-14-0 福宅風水宜忌

9810 楊春志編著 978-986-6518-15-7 古代命理平圓相學

9902 李福高主編 978-986-6518-16-4 夫妻家庭生活宜忌: 夫婦,孕婦,產婦,兒童

9902 李福高主編 978-986-6518-17-1 女性家庭生活宜忌: 美容,服飾,心理衛生

9902 李福高主編 978-986-6518-18-8 家庭體能生活宜忌: 家庭救護,用藥,防病

9902 李福高主編 978-986-6518-19-5 身體能力生活宜忌: 飲食,生活嗜好,四季進補

9902 李福高主編 978-986-6518-20-1 家庭娛樂生活宜忌: 娛樂,旅遊,社交,體育

9903 王曦雄編著 978-986-6518-21-8 玄空風水地理要訣

總計: 12種 12冊

正修科大藝術中心 連絡人:陳江富 電話:(07)7310606ext351 傳真:(07)7328562

郵遞區號:83347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澄清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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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蕭瓊瑞, 姚村雄撰述 978-986-7339-49-2 我的臺灣,看見心靈的故鄉: 林磐聳藝術與設計展.

2009

總計: 1種 1冊

正智 連絡人:廖麗娟 電話:(02)28327495 傳真:(02)28344822

郵遞區號:10367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三段267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平實導師述 978-986-6431-05-0 楞嚴經講記

總計: 1種 3冊

世一 連絡人:王芳雅 電話:(06)2618468ext2613 傳真:(06)2652962

郵遞區號:70248 地址:臺南市南區新樂路46  E-mail:acme_edit@yahoo.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林學宜作 978-986-193-319-1 家長式領導行為與團隊凝聚力的研究: 以大專女

生乙組網球選手為例

總計: 1種 1冊

世茂 連絡人:簡玉芬 電話:(02)22183277ext33 傳真:(02)22187935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生路

19號5樓

 E-

mail:yufeng@cool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栗田工業株式會社作; 游振 978-986-6363-17-7 圖解水處理技術

9812 西山喜代司作; 李漢庭譯 978-986-6363-19-1 3小時讀通奈米科技: 從資訊技術到生物科技,醫

療,環保,能源產業

9901 中村清吾作; 孫玉芳譯 978-986-6363-20-7 圖解乳癌

9901 田中勝博作; 陳玉華譯 978-986-6363-21-4 我這樣讓孩子上牛津大學

9811 澀谷道雄著; 謝仲其譯 978-986-6363-22-1 世界第一簡單傅立葉分析

9811 李順來作 978-986-6363-23-8 臺灣國寶牛樟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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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羅莎琳.韋朵森(Rosalind

Widdowson),史蒂芬.馬里亞

特(Stephen Marriott); 許晉福

978-986-6363-24-5 真人版熱愛方程式: 從前奏到後戲的情趣按摩

9811 福田健作; 陳玉華譯 978-986-6363-25-2 懂得傾聽的人最有說服力: 日本說話術大師告訴

你好人緣的秘密

9812 中野禎二作; 石學昌譯 978-986-6363-26-9 心智圖超強工作術: 提升效率,共享know-how

9812 Pawpaw Poroduction著; 李漢 978-986-6363-29-0 圖解有趣的設計心理學

9901 小島寬之作; 陳昭蓉譯 978-986-6363-30-6 用小學數學看世界

9812 前田浩明著; 謝仲其譯 978-986-6363-31-3 腫瘤剋星: 超級米蕈發酵古代米的神奇威力

總計: 12種 12冊

世界文物 連絡人:鄭世文 電話:(02)23211291ext51 傳真:(02)23959484

郵遞區號:1064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潮州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郭添裕編著 978-957-561-321-1 橋藝攻防實錄

總計: 1種 1冊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金會 連絡人:陳莉諭s 電話:(02)82316789ext1811 傳真:(02)22321010

郵遞區號:2344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山路

一段236號7樓

 E-mail:ncrs2@mwr.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雪勳等作 978-986-82726-4-4 生命教育: <<美的延伸線-樂活、藝境、心美學>>

專輯

總計: 1種 2冊

世界和平黨文化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255168

郵遞區號:22056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南雅西

路二段23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林景松圖.文 978-986-85967-0-2 大愛道. 第一集, 螞蟻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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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世界華文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417064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寧波東

街1號4樓

 E-mail:wclc8@ms7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編 978-986-83847-1-2 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論文集. 第九屆

總計: 1種 1冊

世潮 連絡人:簡玉芬 電話:(02)22183277ext33 傳真:(02)22187935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生路

19號5F

 E-

mail:yufeng@cool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北岡泰典著; 許昆暉譯 978-986-259-000-3 NLP突破逆境技巧30

9901 吉野奏美作; 簡家芬譯 978-986-259-002-7 召喚金錢的魔法: 噓~<<秘密>>沒說的超實用版~

總計: 2種 2冊

古靈閣貿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917552

郵遞區號:1055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16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胡鎮天作 978-986-85918-0-6 芭蒂蘿絲手工皂

總計: 1種 1冊

本心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66066901

郵遞區號:1057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171號12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銀河七號著 978-986-85420-1-3 引爆2012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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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文化 連絡人:許越智 電話:(02)22181417ext232 傳真:(02)22188057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506號4樓

 E-

mail:fionalin@sino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

(Sebastian Haffner)著; 周全

978-986-6723-27-8 從俾斯麥到希特勒: 回顧德意志國

9811 漢娜.鄂蘭(Hannah Arendt)

著; 林驤華譯

978-986-6723-28-5 極權主義的起源

9811 保羅.約翰遜(Paul Johnson)

著; 宋偉航譯

978-986-6723-29-2 邱吉爾: 樂在危險的人生

9902 威廉.夏伊勒(William L.

Shirer)著; 董樂山等譯

978-986-6723-31-5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一, 希特的崛起、勝利與鞏固

總計: 4種 4冊

石尚企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2044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路

二段442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陳書芸作 978-986-85446-0-4 不同舞蹈類型舞者運動傷害及拇趾外翻研究

總計: 1種 1冊

石綠文化 連絡人:郁惠芳 電話:(02)27206091 傳真:(02)27202761

郵遞區號:1105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五段150巷441弄18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呂麗雪文字編輯 978-986-6667-14-5 ㄅㄆㄇ魔法學園

9811 呂麗雪文字編輯 978-986-6667-13-8 ㄅㄆㄇ魔法學園

9811 呂麗雪文字編輯 978-986-6667-12-1 ㄅㄆㄇ魔法學園

9811 呂麗雪文字編輯 978-986-6667-16-9 成語: 看漫畫.學成語

9811 呂麗雪文字編輯 978-986-6667-15-2 成語: 看漫畫.學成語

總計: 5種 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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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 連絡人:蘇玲怡 電話:(02)27012775ext212 傳真:(02)27012252

郵遞區號:1068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二段34號9樓

 E-mail:rockintl21@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湜著 978-986-6660-07-8 世代公卿 閨閣獨秀: 女畫家陳書與錢氏家族

9901 祁小春著 978-986-6660-08-5 邁世之風: 有關王羲之資料與人物的綜合研究

總計: 2種 2冊

布克文化 連絡人:蘇士尹 電話:(02)25007008ext2628 傳真:(02)25001917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

mail:sbooker.service@cite.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Haru Shiroyama圖.文; 哈日 978-986-7010-97-1 感動犬

9901 奈奈音圖.文 978-986-7010-98-8 達令,我們結婚吧!!

9901 安婕原著; 羅茜妮撰寫 978-986-7010-99-5 海派甜心電視小說

9901 甘立德採訪撰文 978-986-6278-00-6 海派甜心電視寫真

9903 鄭博中作 978-986-6278-02-0 愈開心愈成功的祕密: 讓你脫胎換骨,邁向成功的

14堂課

總計: 5種 5冊

布查當代藝術空間 連絡人:楊建威 電話:(02)28209920 傳真:(02)28285178

郵遞區號:11221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立農街

二段15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卜茲著 978-986-84571-3-3 太龢之藏卜茲集

總計: 1種 1冊

平安 連絡人:陳富琴 電話:(02)88665238ext110 傳真:(02)2838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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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147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忠誠路

2段46-1號3樓

 E-mail:jenny@rmim.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第10屆保險文馨獎『壽險

組』得獎者作

978-957-8910-93-5 保險之愛. 壽險組

9812 第10屆保險文馨獎『保戶

組』得獎者作

978-957-8910-94-2 保險之愛. 保戶組

9901 現代保險健康理財雜誌編 978-957-8910-95-9 聰明買保險 輕鬆看數字

9901 現代保險健康理財雜誌編 978-957-8910-96-6 勞保失能給很大

總計: 4種 4冊

平安文化 連絡人:林佩霓 電話:(02)27168888ext401 傳真:(02)25148285

郵遞區號:1055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

路120巷50號

 E-mail:edit@crow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明勇作 978-957-803-757-1 這樣排毒讓我不生病

9901 陳立川著 978-957-803-759-5 跟著博士養生就對了

9902 吳佳晉著 978-957-803-760-1 這一生,至少要有一張保單

9901 西田文郎著; 連雪雅譯 978-957-803-761-8 幸運最強法則

總計: 4種 4冊

平裝本 連絡人:黃小籲 電話:(02)27168888ext407 傳真:(02)27150507

郵遞區號:1055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

路120巷50號

 E-mail:edit@crow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43著 978-957-803-756-4 10萬元環遊世界

9901 單車美食特搜小組著 978-957-803-758-8 北臺灣101家單車美食呷透透

總計: 2種 2冊

巨匠電腦 連絡人:卓美英s 電話:(02)23114537ext370 傳真:(02)23704355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公園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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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

學中心,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

978-986-6288-01-2 初級華語. 入門篇

981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

學中心,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

978-986-6288-02-9 初級華語. 應用外貿篇

981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

學中心,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

978-986-6288-03-6 初級華語. 應用生活篇

981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

學中心,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

978-986-6288-04-3 初級華語. 應用旅遊篇

總計: 4種 4冊

巨流 連絡人:李麗娟 電話:(07)2236780ext204 傳真:(07)2249298

郵遞區號:1160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二段64號集英樓2樓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齊斯.佛克(Keith Faulks)著;

包淳亮, 張國城譯

978-957-732-244-9 政治社會學: 批判的導論

9802 約翰.哈特利(John Hartley)

著; 王君琦譯

978-957-732-316-3 文化研究簡史

9803 卓南生著 978-957-732-318-7 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

9804 黃清龍著 978-957-732-322-4 報業還有明天嗎?: 美、日、中媒體發展觀察

9805 Roger Trigg著; 黎德星, 朱家

琳, 蘇羿如譯

978-957-732-323-1 社會科學概論

9810 曾國祥著 978-957-732-338-5 主體危機與理性批判: 自由主義的保守詮釋

9812 蔡玫姿著 978-957-732-347-7 從性別觀點閱讀類型文學

9901 蘇景輝著 978-957-732-352-1 弱勢者人權與社會工作

總計: 8種 8冊

可道書房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ext16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11670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文街

1號4樓之2

 E-

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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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2 花火蝶作 978-986-7386-64-9 小便其實比大便還要硬!!: 保證你想不到的冷知識

9810 王建四作 978-986-6642-41-8 賣什麼也別賣東西: 店頭銷售業績倍增秘訣

9812 二馬次郎編 978-986-6642-42-5 絕對嫌疑: 奇案偵探大考驗

9901 趙國鑫作 978-986-6642-43-2 搶聽!!胡牌!!: 至尊麻將一點通

9902 喬伊.梅索夫(Joy Masoff)作;

泰瑞.喜羅(Terry Sirrell)插

圖; 靈思泉, 徐曉翻譯

978-986-6642-44-9 超骯髒!超噁心!: 超有趣的自然科學大百科

9902 劉瑩作 978-986-6642-45-6 不能說謊話!!不敢說實話!!你為何不說場面話?

總計: 6種 6冊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80494

郵遞區號:22065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民權路

202巷8弄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建宏,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

站總編輯

978-986-84336-1-8 後地方: 地方性的逆轉

總計: 1種 1冊

打鼓巖元亨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512138

郵遞區號:80446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釋忠定等編輯 978-986-85969-0-0 元亨寺志

總計: 1種 1冊

北一女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902)2389856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65號

 E-mail:ping@fg.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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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978-986-02-1079-8 臺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人文社會資賦優異班

專題研究專輯. 第四輯

9812 978-986-02-1864-0 臺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數理資賦優異學生專

題研究專輯. 第十六輯

總計: 2種 4冊

北市士林區健康服務中

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835946

郵遞區號:1116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中正路

439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徐耀宗, 陳大康總編輯 978-986-02-2152-7 健康國際化 鯨彩士林城: 臺北士林健康城市

總計: 1種 1冊

北市文化局 連絡人:胡瑜君 電話:(02)23451556ext3594 傳真:(02)27253496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4樓

 E-mail:bt-

a150050@mail.taipe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

改造協會, 胡氏藝術有限公

978-986-02-0355-4 剝皮寮藝條通: 古街文化節

9811 殷寶寧計畫主持 978-986-02-1377-5 臺北市文化景觀普查及保存計畫

9901 劉維公計畫主持; 臺北市政

府文化局著

978-986-02-2027-8 臺北市文化創意產業指標調查成果報告. 97年

9901 張賜福總編輯 978-986-02-2107-7 臺北數位藝術節. 2009第四屆: 光怪

9901 邱美芳, 連昱雯, 陳苓云執

行編輯

978-986-02-2137-4 兒童戲劇創作暨製作演出徵選優勝作品選集.

2008-2009

9901 邱美芳, 連昱雯, 陳苓云執

行編輯

978-986-02-2136-7 兒童戲劇創作暨製作演出徵選優勝作品選集.

2008-2009

9901 邱美芳, 連昱雯, 陳苓云執

行編輯

978-986-02-2135-0 兒童戲劇創作暨製作演出徵選優勝作品選集.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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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王文騏等作 978-986-02-2724-6 臺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二屆

總計: 8種 16冊

北市文昌國小 連絡人:曹素娟 電話:(02)28365411ext114 傳真:(02)28362943

郵遞區號:111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文林路

615巷2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連世驊總編輯 978-986-02-1680-6 創意學習 優質文昌: 培育多元體驗的未來公民: 文

昌國小96-97年度教育研究與教學創新專輯

總計: 1種 1冊

北市文獻會 連絡人:張德明 電話:(02)25564966ext25 傳真:(02)25501064

郵遞區號:10352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二段33號6-7樓

 E-

mail:bt_106@mail.taipei.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張德明, 巫文祥編輯.攝影 978-986-02-2456-6 創意族譜設計比賽優勝作品選輯

總計: 1種 4冊

北市少年警察隊 連絡人:許書馨 電話:(02)23467585ext1209 傳真:(02)23467545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五段18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少年警

察隊預防組著

978-986-02-1335-5 少年輔導個案工作成果彙編. 98年

總計: 1種 2冊

北市牙科植體學學會 連絡人:李彩霞 電話:(02)27022206 傳真:(02)27022307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南

路一段352號11樓之3

 E-mail:tcoi@ms4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葉泰榮, 黃立忠總編輯 978-986-83371-3-8 漫談植牙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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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中山女中 連絡人:張馨仁 電話:(02)25073148ext223 傳真:(02)25034549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長安東路二段  E-mail:alice@csghs.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中山女高111th廉班作 978-986-02-2484-9 高海拔的笑聲: 原來我們這麼近

9901 中山女高九十七學年度二

年禮班全體同學撰寫; 石孟

978-986-02-2656-0 SEEKing: 中山女高人文及社會科學資優班專題論

文彙編. 第四屆

總計: 2種 2冊

北市內湖社大 連絡人:孫錫鳳 電話:(02)87511587 傳真:(02)87511586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

一段520號

 E-mail:infos@nhc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白羊文; 白羊+17位插畫家 978-986-82823-4-6 青天森林

總計: 1種 2冊

北市孔廟管委會 連絡人:林文欽r 電話:(02)25923934ext12 傳真:(02)25852730

郵遞區號:10369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大龍街

275號

 E-mail:cp-

lwc@mail.taipe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施淑梨執行編輯 978-986-02-2243-2 臺北孔廟文化季成果特輯. 2009年

總計: 1種 3冊

北市北投社大 連絡人:周佳穎s 電話:(02)28934760 傳真:(02)28934730

郵遞區號:11243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新民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張秀足總編 978-986-81897-4-4 秀出滿足與繽紛: 巧手縫紉在社大

總計: 1種 1冊

北市民政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57682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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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著 978-986-02-2038-4 臺北市各區鄰里公園相關法令彙編

總計: 1種 2冊

北市交通局監理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54644

郵遞區號:1056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四段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Motor Vehicles Offic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978-986-02-0405-6 Taipei city road safety instruction for foreigners

總計: 1種 3冊

北市沖道瑜伽短期補習

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811771

郵遞區號:1045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錦州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沖正弘原著; 楊增紅編譯 978-986-85873-0-4 真正的瑜伽教誨. 二, 生活在瑜伽裡

總計: 1種 1冊

北市法規會 連絡人:張學文 電話:(02)27287823 傳真:(02)27204368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9樓東北區

 E-

mail:web25000@wms1.taipei.g

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 978-986-02-1284-6 臺北市常用法規彙編. 2010

9812 劉利達, 朱瑋華編輯 978-986-02-1808-4 地方立法範例與法制工作手冊

9812 鍾瑞祥, 林康年, 許惠冠編 978-986-02-2047-6 臺北市消費者手冊

總計: 3種 9冊

北市府 連絡人:朱宏祥r 電話: 傳真:(02)27593595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編輯 978-986-02-0541-1 臺北市政府公共工程履約管理參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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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臺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978-986-02-0542-8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彙編

9812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編輯 978-986-02-0543-5 臺北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

9812 臺北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 978-986-02-1409-3 訴願專論選輯: 訴願新制專論系列. 十

98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編 978-986-02-1690-5 臺北市政府外國人服務手冊

98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編 978-986-02-1691-2 臺北市政府外國人服務手冊(日本語版)

981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編 978-986-02-1692-9 臺北市政府外國人服務手冊(英文版)

總計: 7種 14冊

北市社教館 連絡人:張玉枝 電話:(02)25703471 傳真:(02)25707768

郵遞區號:10554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25號

 E-

mail:tmseh@mail.tmse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程綺棻主編 978-986-02-1450-5 Fun.生活與表演藝術 : 市民講座. 39輯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明倫國小 連絡人:高文川 電話:(02)25928889ext26 傳真:(02)25850379

郵遞區號:103 地址:臺北市承德路三段285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建衛總編輯 978-986-02-0123-9 教師專業成長與行動研究集. 第十輯

總計: 1種 2冊

北市美術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944104

郵遞區號:1046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三段181號

 E-mail:www.tfa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簡正怡編輯 978-986-01-8530-0 威尼斯雙年展. 第53屆: 臺灣館 外交

9810 陳淑鈴主編 978-986-01-9884-3 臺北市立美術館年報. 2008

9810 劉永仁執行編輯 978-986-02-0302-8 開顯與時變: 創新水墨藝術展

9811 楊照等著 978-986-02-0591-6 蔡國強 泡美術館

9812 臺北市立美術館典藏組編 978-986-02-1313-3 臺北市立美術館典藏目錄. 2008

9812 蘇嘉瑩, 邱麗卿, 張美華編

輯; 何邁, 賴凱文翻譯

978-986-02-1490-1 臺北美術獎.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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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羅寶珠, 陳倖靜執行編輯 978-986-02-1747-6 藝術強強滾: 『蔡國強泡美術館』兒童學習手冊

9812 林曼麗等作 978-986-02-1932-6 美術館教育的傳統與創新: 美術館教育國際研討

會. 2009

9812 王墨林等作; 鄭慧華編著 978-986-02-1996-8 藝術與社會: 當代藝術家專文和訪談

9901 邱麗卿編輯; 張至維, 賴凱 978-986-02-2345-3 Balgo澳洲巴爾戈丘的原住民藝術

總計: 10種 20冊

北市客委會 連絡人:黃斯琦 電話:(02)27574504 傳真:(02)87892093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義, 力譔堂整合行銷股份

有限公司編輯

978-986-02-0720-0 客家采錄

9812 張淑玲, 賴文英, 謝職全編 978-986-02-1154-2 快樂遊臺北 輕鬆講客語

總計: 2種 4冊

北市研考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93593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wa-

0043@serv2.t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978-986-02-1726-1 臺北市政府申請案件處理時限表

9812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978-986-02-1834-3 臺北市研考工作手冊

總計: 2種 4冊

北市家庭教育中心 連絡人:林秀如 電話:(02)25419690 傳真:(02)25418752

郵遞區號:1045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路

110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石康平, 尚漢鼎主編 978-986-02-0230-4 親子品德手冊: 臺北市推動家庭教育2週年家庭共

學成果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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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修德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50973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東新街118巷8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敏華, 陳卉穎編著 978-986-02-0756-9 教師研究專輯彙編. 九十八學年度

總計: 1種 1冊

北市產發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27288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培芬等撰文; 郭昱君主編 978-986-02-1739-1 生態臺北城: 臺北市生物多樣性手冊

總計: 1種 2冊

北市都市更新處 連絡人:鄭翠娟 電話:(02)23572967 傳真:(02)2357290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一段

8號9樓

 E-

mail:uroweb@uro.taipe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世敏等編稿 978-986-02-1947-0 都市更新快易通市民操作手冊

9812 周世敏, 洪佳慧編稿 978-986-02-2074-2 都市更新快易通: 權利變換估價Q&A

9812 周世敏, 張雅婷, 洪佳慧編

稿

978-986-02-2075-9 都市更新快易通: 公聽會申請人(或實施者)說明及

注意事項

總計: 3種 6冊

北市教育大學特教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31137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昆瀛, 陳介宇著 978-986-02-2229-6 幼兒情緒與行為問題檢核表編製初探

總計: 1種 2冊

北市教育大學儒學中心 連絡人:張穩蘋 電話:(02)23113040ext4943 傳真:(02)23710160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

路1號

 E-

mail:confucianism@tmue.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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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張曉生主編 978-986-02-1106-1 儒學研究論叢. 第二輯

總計: 1種 5冊

北市教育局 連絡人:林映舟 電話:(02)27208889ext1211 傳真:(02)27593380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號

 E-

mail:jetlee1981@tpedu.tcg.gov.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翁繩玉總編輯 978-986-01-9474-6 教育專業 優質臺北: 教育專業年. 學校篇. 2007

9812 廖進安主編 978-986-02-1938-8 臺北市學校體育及衛生法規彙編

9901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編輯 978-986-02-2134-3 臺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著作專輯. 97學年度

總計: 3種 6冊

北市教研中心 連絡人:簡麗玲 電話:(02)28626474 傳真:(02)26862675

郵遞區號:11291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陽明山

建國街2號

 E-mail:6929@tiec.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金盛等編著 978-986-01-9953-6 臺北市教師研習中心法令彙編

9811 吳金盛等編著 978-986-02-0981-5 深耕優質

9811 吳金盛等編著 978-986-02-0980-8 深耕優質

9811 吳金盛等編著 978-986-02-0979-2 深耕優質

9812 吳清山等著 978-986-02-1026-2 教育的力量Power in Educaiton

9812 何淑鈴, 王淑玉著 978-986-02-1889-3 馬陸 停看聽

9812 何淑鈴研究 978-986-02-1890-9 臺灣北部地區倍足綱生物資源暨鄉土教學資源運

用之研究

9812 蔡佳霖, 陳淑芳研究 978-986-02-1891-6 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童實施品德教育對提升學童生

活適應之研究

9812 何世芸, 張丹品研究 978-986-02-1892-3 臺北市立啟明學校視障教育資源中心策略聯盟成

效之研究: 與陽明醫院眼科跨專業團隊合作計畫

為例

9812 曾玉萱, 吳雪華研究 978-986-02-1893-0 以故事課程提升國小學童讀寫能力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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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曾秋華研究 978-986-02-1896-1 運用腦神經科學於教學實務之研究: 探究『與腦

相容』的教學實踐

9812 趙均地研究 978-986-02-1897-8 資訊融入教學對學生創造力之影響研究: 以高年

級藝術與人文領域為例

總計: 12種 24冊

北市捷運局 連絡人:李章玫 電話:(02)25119425 傳真:(02)25218369

郵遞區號:1045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二段48巷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鄭國雄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9922-2 內湖線潛盾隧道穿越松山機場沉陷控制

98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1-9923-9 內湖線特殊地質連續壁施工及其建物保護案例

98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2-0267-0 捷運車站建築與人文藝術: 板橋線第二階段及土

城線

98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2-0274-8 捷運車站建築與人文藝術: 內湖線

98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2-0275-5 內湖線交通維持計畫與管理

98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2-0276-2 機場線雙圓潛盾機與環片製作實務

9812 高宗正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2-0277-9 捷運機廠沉陷評估及土壤液化防治

9812 鄭國雄等編撰; 臺北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編

978-986-02-0278-6 松山線地下障礙物探查及施工規劃

總計: 8種 16冊

北市國樂團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74286

郵遞區號:1004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延平南  E-mail:sydney@tco.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建民作曲 978-986-02-1340-9 第四二胡狂想曲(鋼琴伴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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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吳祖強, 王燕樵, 劉德海作 978-986-02-1341-6 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鋼琴協奏版)

總計: 2種 4冊

北市動物園 連絡人:呂玉芳 電話:(02)29382300ext109 傳真:(02)29382316

郵遞區號:1165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新光路

二段30號

 E-mail:hgx07@zoo.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建志等撰文; 彭仁隆主編 978-986-02-1909-8 野性再現: 臺灣保育動物與域外保育行動

9812 陳建志等撰文; 彭仁隆主編 978-986-02-1353-9 野性再現: 臺灣保育動物與域外保育行動

9812 彭仁隆等企劃 978-986-02-1910-4 動物起床號: 聲聲入耳

總計: 3種 6冊

北市得榮社福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883547

郵遞區號:11052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四段460號3樓之1

 E-mail:glory@glory.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生命教育論壇編輯小組編 978-986-85773-0-5 生命教育論壇論文集. 2009年

總計: 1種 1冊

北市婦女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413494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南

路一段11巷6號

 E-

mail:taipei.women@msa.hi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楊雨耕著 978-986-86078-0-4 甲骨文集句聯並字解選輯

總計: 1種 2冊

北市勞工局 連絡人:林佑錚 電話:(02)27287046 傳真:(02)27206656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海燕總編輯 978-986-02-0130-7 臺北,請再聽我說!: 外籍勞工詩文選集. 第九屆

9901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編 978-986-02-1916-6 事業單位員工事務管理服務手冊.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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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4冊

北市鄉土教育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61652

郵遞區號:108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桂林路  E-mail:hcecservice@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簡邑容等[著] 978-986-02-0558-9 剝皮寮的故事展覽專刊

總計: 1種 2冊

北市監理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385211

郵遞區號:1056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四段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余偉斌等編輯 978-986-02-1875-6 臺北市腳踏自行車安全騎乘手冊

總計: 1種 2冊

北市圖 連絡人:王莒茵 電話:(02)27552823ext2113 傳真:(02)27064556

郵遞區號:1065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

路二段12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陳麗君, 曾秀娟執行編輯 978-986-02-0424-7 臺北市立圖書館推廣活動彙編. 97年度

總計: 1種 2冊

北市衛生局 連絡人:謝曼麗 電話:(02)27287116 傳真:(02)27205260

郵遞區號:1100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秀亮總編輯 978-986-02-0283-0 臺北健康城市深耕社區成果專刊. 2009: 活力臺北

城,健康最主動

9811 林秀亮總編輯 978-986-02-0548-0 微笑 臺北: 健康臺北城  社區健康營造故事輯.

2009

9812 林秀亮總編輯 978-986-02-1653-0 職業性下背痛防治手冊

總計: 3種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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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關渡國小 連絡人:蔡彥彥 電話:(02)28912847ext220 傳真:(02)28952910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中央北路四段  E-mail:yan1@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麗華, 李寶琳主持 978-986-02-1305-8 臺北市國民小學品德教育融入國語文領域教學之

研究

9812 謝麗華, 李寶琳主持 978-986-02-1652-3 『臺北市國民小學品德教育融入國語文領域教學

之研究』教師教學手冊

總計: 2種 4冊

北市觀光傳播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05378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市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譽馨總編輯 978-986-02-0968-6 悄悄話.臺北

9812 王中言等文字; 許斌等攝

影; 陳譽馨總編輯

978-986-02-1703-2 臺北美樂地

總計: 2種 4冊

北縣十三行博物館 連絡人:古鵬生 電話:(02)26191313ext109 傳真:(02)26195578

郵遞區號:249 地址:臺北縣八里鄉博物館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熊鵬翥主編 978-986-01-8002-2 石在有意思: 臺灣史前石器的故事特展專輯

9803 高業榮, 許勝發, 曾逸仁撰 978-986-01-8003-9 岩雕.岩畫史前藝術特展專輯

總計: 2種 6冊

北縣三重市公所 連絡人:陳順友 電話:(02)29814887ext23 傳真:(02)29832860

郵遞區號:241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中山路  E-mail:ha2@mail.tphc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三重市立圖書館編輯 978-986-02-0738-5 城市之窗: 三重市文學獎全集. 第六屆

9812 三重市立圖書館編輯 978-986-02-1886-2 拍寫三重: 散文寫作班作品集. 98年

總計: 2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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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縣文化局 連絡人:徐永賢 電話:(02)22534412ext118 傳真:(02)22535932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一段161號28樓

 E-

mail:tpc36102@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林彥助著 978-986-01-2677-8 臺北縣文采: 林彥助詩書畫集

9808 洪耀輝, 王慶臺編著 978-986-01-9026-7 臺北傳統藝術藝師獎勵及保存計畫. 第一屆: 洪耀

輝藝師生平及技藝成就紀錄出版

9812 吳永欽作 978-986-01-9949-9 吳永欽微行漫步. 2009

9811 李上儀等撰稿 978-986-02-0483-4 20堂北縣文學課: 臺北縣文學家採訪小傳

9812 邱惠儀, 呂佳樺編撰 978-986-02-0698-2 探索藝境: 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指南

9812 卿敏良總編輯 978-986-02-1192-4 大地情緣: 羅振賢水墨創作展

9812 孫立銓計畫主持; Andrew

Wilson等翻譯

978-986-02-1554-0 河流2: 洄.溯.藝波盪漾: 國際城市視覺藝術交流展

覽暨藝術創作觀摩計 畫

9812 高挺育計畫主持; 劉羽容等

文字採訪

978-986-02-1640-0 在水金九與藝術家邂逅

9812 卿敏良總編輯 978-986-02-1796-4 北縣精典美術創作展專輯

9812 呂素貞等撰文; 臺北縣政府

文化局編著

978-986-02-1976-0 我們的藝診團: 關於北縣巡迴藝術療育課程. 2009

9812 卿敏良總編輯 978-986-02-2037-7 臺北縣文化白皮書

總計: 11種 22冊

北縣中和國小 連絡人:金朱慶 電話:(02)22492550ext220 傳真:(02)22467441

郵遞區號:2357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和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水祥苓等編著 978-986-02-0342-4 校園植物專輯: 臺北縣中和國民小學百週年校慶

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2冊

北縣汐止市戶政事務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419855

郵遞區號:22175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新臺五

路一段268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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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高翠英等編 978-986-02-0644-9 汐心守戶

總計: 1種 2冊

北縣地政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535932

郵遞區號:2200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一段161號2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臺北縣政府地政局暨臺北

縣各地政事務所編

978-986-02-0382-0 臺北縣地政為民服務手冊

總計: 1種 2冊

北縣府 連絡人:鍾如玲 電話:(02)29603456ext8613 傳真:(02)29670423

郵遞區號:2200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一段161號

 E-mail:ah3892@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王時作 978-986-02-1076-7 暗夜鼓手: 臺北縣賞蛙手冊

9812 臺北縣政府編輯 978-986-02-1437-6 臺北縣健康城市特輯. 2009: 臺北縣健康城市

9901 蔡家福總編輯 978-986-02-1486-4 臺北縣政府便民手冊. 99年

9902 倪國緯, 許麗芩, 劉英純撰 978-986-02-2401-6 向上的城市: 8個讓下一代茁壯的關鍵點

總計: 4種 8冊

北縣板橋市公所 連絡人:花穎潔 電話:(02)29601601 傳真:(02)29602384

郵遞區號:22055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四維路

269巷43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花穎潔, 王幼麟, 許正蕾編 978-986-02-0159-8 枋橋藝文獎獲獎作品輯. 第三屆

9812 陳騰麒等編 978-986-02-1368-3 珍藏板橋印象記

9812 尋俠堂國際創藝有限公司 978-986-02-1478-9 板橋市志

總計: 3種 8冊

北縣客家事務局 連絡人:吳靜宜 電話:(02)29603456ext3837 傳真:(02)2671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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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一段161號2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范秋雲總編輯 978-986-02-2411-5 英烈千秋: 客家義民信仰特展

9902 范秋雲總編輯 978-986-02-2477-1 讓北縣客籍藝術亮起來: 壺裡乾坤大 三亮耕泥展

專刊

總計: 2種 6冊

北縣南山高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405840

郵遞區號:2355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廣福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私立南山中學教學資源中 978-986-85869-0-1 湯運添油畫作品集: 疏離的親密

總計: 1種 2冊

北縣城鄉發展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692036

郵遞區號:2200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一段161號11樓

 E-mail:ah9976@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邦熙總編輯 978-986-02-2284-5 卓越城鄉.啟航新北: 97.98年臺北縣城鄉發展年報

總計: 1種 2冊

北縣重陽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877403

郵遞區號:24141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中正北

路113號

 E-

mail:jasonw1229@yahoo.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礽夏編著 978-986-02-1063-7 統整藝術創新教學設計研發與實際: 重陽藝術節

的誕生與課程經營

總計: 1種 1冊

北縣病媒防治公會 連絡人:薛英s 電話:(02)89267779 傳真:(02)89283684

郵遞區號:23452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林森路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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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胡家祥編 978-986-86009-0-4 木構建築害蟲管制專輯

總計: 1種 1冊

北縣家庭教育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724882

郵遞區號:22057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橋中一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和然總編輯 978-986-02-1740-7 臺北縣新家庭運動: 幸福家庭123親子手冊. 幼小

篇

總計: 1種 2冊

北縣淡水古蹟博物館 連絡人:黃鈺惠 電話:(02)26231001ext204 傳真:(02)26231116

郵遞區號:251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路  E-mail:ab8800@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臺北縣立淡水古蹟博物館 978-986-02-0343-1 滬道日安: 日本年特展

總計: 1種 2冊

北縣黃金博物館 連絡人:徐翠雲 電話:(02)24962800ext2809 傳真:(02)24962820

郵遞區號:224 地址:臺北縣瑞芳鎮金光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卿敏良總編輯 978-986-01-9394-7 黃金博物園區全國金屬工藝大賽. 第二屆

總計: 1種 2冊

北縣復興商工 連絡人:歐紹合 電話:(02)29262121ext206 傳真:(02)29230186

郵遞區號:23451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秀朗路

一段201號

 E-

mail:Itm@mail.fhvs.tp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聰明總編輯 978-986-84234-3-5 保育生態.彩繪自然. 2010

總計: 1種 13冊

北縣衛生局 連絡人:陳俐儀 電話:(02)22577155ext1721 傳真:(02)22589496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英士路  E-mail:al5117@ms.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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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北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978-986-01-9518-7 電子試算表在醫學實驗室品質管制之應用

9901 王淑芬主編 978-986-02-1055-2 小猴子的食物大戰

9812 臺北縣政府衛生局, 財團法

人基督教晨曦會編著

978-986-02-1704-9 初級毒品防制教案教學手冊

9812 李文茹文; 采彤圖 978-986-02-1705-6 喬二叔做了不該做的事

9812 林國■企劃主編 978-986-02-2155-8 臺北區酷兒生活指南

總計: 5種 10冊

北縣鶯歌陶瓷博物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6774140

郵遞區號:239 地址:臺北縣鶯歌鎮文化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范振金作 978-986-02-1151-1 陶藝釉藥學

9812 林珊如策展編輯 978-986-02-1736-0 福虎生風: 全國生肖陶藝競賽展. 2010

9812 卿敏良總編輯 978-986-02-2157-2 陶博館研究集刊. 2008-2009

9812 卿敏良總編輯 978-986-02-2158-9 臺灣現代陶藝啟示錄: 宋龍飛文集. I, 1980-1988

總計: 4種 8冊

北縣觀光旅遊局 連絡人:廖秀芬 電話:(02)29603456ext6325 傳真:(02)29628067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一段161號7樓

 E-mail:ac2143@ms.t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羅天岡總編輯 978-986-02-0325-7 舊愛古早味: 臺北縣半世紀老店導覽

總計: 1種 2冊

田文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4634844

郵遞區號:20044 地址:基隆市獅球路169巷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田文國, 葉榮華, 哈子銘編 978-957-41-6744-9 輪機當值與管理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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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城市文化 連絡人:陳詠瑜 電話:(02)25319081 傳真:(02)25319085

郵遞區號:1044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二段72巷6號

 E-

mail:gardenct@ms1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五十嵐太郎編; 謝宗哲, 林

建華譯

978-986-7009-71-5 邁向建築的軌跡: 日本建築家的畢業設計. 2

9811 黃靜雄作 978-986-7009-72-2 G. C. Huang. 2002-2009

9812 張雍作 978-986-7009-79-1 蒸發

9812 Editions de paris編; 林欣儀 978-986-7009-84-5 巴黎女生.包包私設計. 2

總計: 4種 4冊

史政編譯室 連絡人:賴仁豪 電話:(02)25327399 傳真:(02)25327393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北安路80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傑克.烏德瑞克(Jack Uldrich)

作; 章昌文翻譯

978-986-02-1838-1 馬歇爾的領導統御經驗

9901 孫建中主編 978-986-02-2352-1 中華民國海軍陸戰隊發展史

9902 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 978-986-02-2421-4 中共對美國軍事變革之反應

9903 韓力(Eric L.Haney), 湯姆生

(Brian M. Thomsen)編; 李育

978-986-02-2556-3 論21世紀戰爭: 超越震撼與威懾

總計: 4種 8冊

史博館 連絡人:李素真 電話:(02)23610270ext232 傳真:(02)23610171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路  E-mail:susan@nm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俞美霞等作; 國立歷史博物

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02-0071-3 臺灣傳統民俗節慶講座文集

9810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員 978-986-02-0204-5 1949: 新臺灣的誕生

9811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員 978-986-02-0331-8 詹浮雲油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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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泰歐.梅登多普(Teio

Meedendorp), 歐克耶.斐黑

斯特(Aukje Vergeest), 庫勒

穆勒美術館作; 國立歷史博

978-986-02-0970-9 燃燒的靈魂: 梵谷

98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員 978-986-02-0971-6 全國書法春秋大賽優勝作品集. 第十屆

98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員

會編輯

978-986-02-1431-4 古風今韻: 海峽兩岸重彩畫傳承展專輯. 2009

9812 國立歷史博物館編輯委員

會編輯

978-986-02-1432-1 加值應用.文創新機: 博物館文化創意與數位加值

國際研討會. 2009

9812 何浩天著 978-986-02-1595-3 中華文化看今朝

總計: 8種 16冊

四知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651171

郵遞區號:40857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一

街241-12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楊明憲著 978-986-85561-0-2 單車教授

總計: 1種 2冊

四章堂文化 連絡人:歐玲如 電話:0935164725 傳真:(02)87917607

郵遞區號:10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二段41號12樓之3

 E-

mail:hankafu88882000@yahoo.

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陳怡婷著 978-986-84339-0-8 廿世紀美國經典長笛作品詮釋與分析: 陳怡婷

2004年長笛獨奏會-『美國 素描』

9712 戴旖旎著 978-986-84339-3-9 沃爾夫傳奇: 戴旖旎2005獨唱會

9803 邱寶民著 978-986-84339-5-3 樂音繚繞: 聲樂作品演唱實務之探討 邱寶民獨唱

會

9809 陳美富著 978-986-84339-9-1 鋼琴彈奏技巧探討與教材應用

9902 蕭慶瑜著 978-986-86029-0-8 異中求同: 我的音樂創作理念與實踐

總計: 5種 5冊
第 158 頁，共 653 頁



四塊玉文化 連絡人:廖紫玲 電話:(02)23774155 傳真:(02)23774355

郵遞區號:1067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路

二段213號4樓

 E-

mail:julie1038@sanya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劉偉民作 978-986-85338-9-9 說葡萄酒的語言. 法國篇

9811 麥慧儀作 978-986-6334-00-9 說葡萄酒的語言. 意大利篇

9811 麥萃才作 978-986-6334-01-6 波爾多左岸明星美酒

9811 程安琪作 978-986-6334-08-5 香噴噴烤箱菜

9901 妙清居士作 978-986-6334-09-2 招財進寶

9812 呂家恂著 978-986-6334-10-8 八字集議. 乙上

9901 程安琪, 林慧懿作 978-986-6334-11-5 家傳菜

9901 池宗憲著 978-986-6334-12-2 池宗憲的紅茶驚宴

9901 妙清居士著 978-986-6334-13-9 與財神有約

9901 周承俊作 978-986-6334-14-6 廚房好養生

9902 于美瑞作 978-986-6334-15-3 甜點,比愛人更可口: 走出情傷的27堂甜點課

9902 壹周刊美食旅遊組作 978-986-6334-16-0 好麵壹百碗: 突然好想吃麵的時候,你想吃哪一碗?

總計: 12種 12冊

四獸山昆蟲相調查網 連絡人:鄭興宗r 電話:(02)88096099 傳真:(02)88096099

郵遞區號:25170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民族路

10-2號15樓

 E-

mail:sishou@artspacemedia.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余素芳等合著; 李奇峰, 鄭 978-986-83995-1-8 臺灣產金花蟲科圖誌

總計: 1種 1冊

生活家出版事業 連絡人:李冠嘉 電話:(04)23508398 傳真:(04)23502353

郵遞區號:40767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一

路98-26號13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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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科麥烘焙團隊作 978-986-7114-39-6 頂級巧克力密碼

9812 李冠嘉, 劉添仁, 古來生作 978-986-7114-61-7 餐旅服務學術科教戰守策

9812 林逸辰等製作 978-986-7114-62-4 豬肉美食創意大賽作品集

9812 古來文, 周振文作 978-986-7114-63-1 食材切雕

9902 劉添仁等合著 978-986-7114-64-8 餐飲器皿設備認識與維護

9902 黃汶達作; 程永賢等菜式主 978-986-7114-65-5 米.麵食學術科教戰守策

9903 李子田, 白文忠菜式主饌 978-986-7114-66-2 中餐考照學術科教戰守策

總計: 7種 8冊

禾馬文化 連絡人:袁品袖 電話:(02)66395508 傳真:(02)66365508

郵遞區號:1108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

路五段508號4樓之1

 E-

mail:julia@homerpublishing.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金吉著 978-986-214-746-7 我的純情太子

9810 荳莎著 978-986-214-747-4 我的寂寞國王

9810 安祖緹著 978-986-214-748-1 我的怪咖主人

9810 米璐璐著 978-986-214-749-8 我的玩酷總裁

9811 練霓彩著 978-986-214-752-8 俏玩雨蝶

9811 夏琳娜著 978-986-214-753-5 怎麼捨得說再見

9811 默嬋著 978-986-214-754-2 愛的防護罩

9811 茱倩著 978-986-214-760-3 聖手情郎與柔娘子

9811 喵喵著 978-986-214-761-0 英魂不散跟著妳

9811 蔡小雀著 978-986-214-762-7 坐懷誰不亂

9811 陶汐語著 978-986-214-763-4 蘭澤多芳草

9811 紫蘇著 978-986-214-765-8 紙老虎的小玫瑰

9811 綺綺著 978-986-214-766-5 飛越謎城

9811 綵兒著 978-986-214-767-2 貼心情婦

9812 左晴雯著 978-986-214-768-9 悍女降龍

9812 凌玉著 978-986-214-769-6 情人太霸道

9812 郝逑著 978-986-214-770-2 貪吃愛上妳

9812 夏娃著 978-986-214-771-9 胡塗實習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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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芃羽著 978-986-214-774-0 傳宗接代

9811 糖■著 978-986-214-775-7 派遣的花花

9811 月嵐著 978-986-214-776-4 盲姬

9811 安祖緹著 978-986-214-778-8 難以抗拒

9811 芹菜作 978-986-214-779-5 少爺的寵婢

9811 金吉作 978-986-214-780-1 女王祕書

9811 果麗作 978-986-214-781-8 難為夫妻

9811 四月作 978-986-214-782-5 哪裡來的妖孽?

9811 憐憐作 978-986-214-783-2 巧遇護花郎

9812 張廉著 978-986-214-787-0 CMFU學園. 1, 蘿莉棒棒糖

9812 沈滄眉著 978-986-214-788-7 大明江湖宅女記

9811 米璐璐著 978-986-214-789-4 我的浪子總裁

9811 荳莎著 978-986-214-790-0 小惡魔的玩具

9811 安祖緹著 978-986-214-791-7 我的機車猛男

9811 蔡小雀著 978-986-214-792-4 少主的小護士

9812 藍紫青灰著 978-986-214-793-1 愛是至奢華的一件事

9812 柳如煙著 978-986-214-794-8 宮鬥: 青薔天. 上卷, 朝天子

9812 孤缽著 978-986-214-805-1 恨不相逢陌上花

總計: 36種 35冊

禾福田企管顧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77202908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

一段396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游祥禾著 978-986-85947-0-8 愛要怎麼做: 慾望八字學

總計: 1種 1冊

丘海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寧波東

街1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丘海編輯出版委員會編輯 978-986-82890-2-4 丘海會刊. 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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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仕耕文化 連絡人:陳怡君 電話:(04)22416811 傳真:(04)22475719

郵遞區號:40652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安順東

十街100號

 E-

mail:gary9160@ms4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2 聖傑資訊工作室作 978-986-7983-75-6 WORD 2003

9402 聖傑資訊工作室作 978-986-7983-76-3 EXCEL 2003

9404 聖傑資訊工作室作 978-986-7983-77-0 Power Point 2003

9805 資訊教育工作室編著 978-986-6797-03-3 資訊大富翁: Windows XP

總計: 4種 5冊

白雲 連絡人:釋若迦 電話:(07)3461929ext37 傳真:(07)3419536

郵遞區號:81361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路

542號1樓

 E-

mail:bookstore.cfs@xuite.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白雲老禪師著 978-986-84782-6-8 家

9901 白雲老禪師著 978-986-84782-7-5 心路歷程: 桑蒙

總計: 2種 2冊

白象文化 連絡人:焦正偉 電話:(04)22607061 傳真:(04)22607061

郵遞區號:40253 地址:臺中市南區福新街96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劉育忠著 978-986-6820-44-1 後結構主義與當代教育學探索: 回到世界性真實

9705 周偉華著 978-986-6820-53-3 貨幣褐皮書: 貨幣原理、通貨膨脹與財富價值

9709 傅郭學珍著 978-986-6820-64-9 回首來時路: 一個大時代裡堅忍女性的生命故事

9801 孔莎苓, 陳亭蓁著 978-986-6820-95-3 好美的大花裙: 寶貝的故事

9801 余少萼著 978-986-6820-96-0 昨夜微雨: 余少萼八十選集

9811 葉青著 978-986-6453-17-5 純粹亂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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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林章笏著 978-986-6453-27-4 小雨散文集

9808 廖秀春文 978-986-6453-29-8 虎姑婆的當鋪

9812 博弈著 978-986-6453-30-4 筆電之死: 某一本詩集

9810 許耀昇, 許蕙琳, 吳景明合 978-986-6453-34-2 政府採購實用要義

9809 李玉文著 978-986-6453-36-6 臺海風雲: 一日陷臺

9809 李玉文著 978-986-6453-37-3 顛覆軍事: 一個老兵的自述

9809 ohlady著 978-986-6453-41-0 女男醫師的出口

9808 慕之著 978-986-6453-42-7 總是當時攜手處

9810 游絲涵等作 978-986-6453-40-3 閃耀HD: 大學生的五個夢

9811 Antonia Wang著 978-986-6453-44-1 樂當幸福不良媽媽

9811 趙守棋著 978-986-6453-46-5 澎湖童年我的家: 伴我成長的母親

9811 莫大著 978-986-6453-50-2 暗潮

9811 老查居士著 978-986-6453-51-9 在每次的深夜裡

9811 陳鴻敏著 978-986-6453-52-6 飛機修護名詞解釋

9901 畢家湘著 978-986-6453-53-3 當東方遇見西方

9811 塵襲著 978-986-6453-54-0 極地之光

9810 江坤[]著 978-986-6453-55-7 字裡行間的旅行

9811 湘影著 978-986-6453-57-1 楓苓鶴的恩典

9811 陳季佑著 978-986-6453-58-8 三十而立

9812 許萬常著 978-986-6453-59-5 活祭: 灰燼的聲音

9901 許漢文著 978-986-6453-60-1 健康.滿『足』: 圖解足部穴位按摩保健書

9811 半個海洋著 978-986-6453-62-5 換日線

9901 江聰明著 978-986-6453-63-2 色彩.彩色; 生活的風景畫集

9812 陳浪評著 978-986-6453-64-9 臺灣字典

9812 王宏仁等著 978-986-6453-65-6 國境之南,過境役男

9901 甜米著 978-986-6453-66-3 36少婦的私密情事

9901 亞棻著 978-986-6453-70-0 撿個媽咪愛

9901 老狗與死小孩文; Lulu圖 978-986-6453-71-7 老狗與死小孩

總計: 34種 34冊

外銷企業協進會 連絡人:原弘毅 電話:(02)27136920 傳真:(02)271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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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三段285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 978-986-84103-2-9 國際行銷1000題庫

總計: 1種 1冊

必中 連絡人: 電話:(04)22778487 傳真:(04)22754462

郵遞區號:40254 地址:臺中市南區國光路44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4 鄧韻梅編作 978-957-41-7046-3 東坡鴻影

總計: 1種 1冊

司法院 連絡人:林培堅r 電話:(02)23618577ext178 傳真:(02)23886904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4號

 E-mail:pjlin@judicial.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86-01-9872-0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9811 楊智守著 978-986-01-9873-7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篇, 非訟事件法實務問

題研析與建議

9811 黃柄縉著 978-986-01-9874-4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2篇, 強制執行異議程序

所衍生訴訟類型之研 究

9811 張淑芬著 978-986-01-9875-1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3篇, 在我國建立家事調

解委員證照制度暨相 關評鑑及投訴機制的可行性

9811 黃翰義著 978-986-01-9876-8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4篇, 改良式當事人進行

主義之訴訟制度與程 序正義

9811 蔡廷宜著 978-986-01-9877-5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5篇, 刑法第二條法律

『變更』新舊法適用之 探討: 以95年7月1日修正

施行刑法為中心

9811 蔡聰明, 謝靜■著 978-986-01-9878-2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6篇, 我國刑事上訴制度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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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林清鈞著 978-986-01-9879-9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7篇, 刑事交互詰問制度

之研究

9811 湯文章著 978-986-01-9880-5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8篇, 設置原住民法庭或

法院可行性之研究

9811 黃慧雯著 978-986-01-9881-2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9篇, 由民間公證人制度

之施行,檢討法院公  證人力

9811 劉興浪, 蔡志宏著 978-986-01-9892-8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0篇, 案件分流分案管理

制度之研究: 以臺灣苗栗地方法院刑事庭特殊分

案制度為中心

9811 鍾任賜, 周妙枝著 978-986-01-9893-5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1篇,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民事事件法官審理時間之統計分析與相關議題之

研究

9811 高愈杰著 978-986-01-9894-2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2篇,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

法之研究

9811 何清池著 978-986-01-9895-9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3篇, 醫療倫理與法律

9811 王銘勇著 978-986-01-9896-6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4篇,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

法院調查官制度之研究

9811 李行一著 978-986-01-9897-3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5篇, 日本智慧財產權裁

判所調查官制度之研究

9811 陳兆翔著 978-986-01-9898-0 司法研究年報. 第26輯. 第16篇, 論專利侵害鑑定流

程及阻卻均等論事由之研究

9812 司法院行政訴訟及懲戒廳 978-986-02-1498-7 行政訴訟制度相關論文彙編. 第6輯

總計: 18種 70冊

司法院人事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18464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司法院人事處編 978-986-02-1230-3 司法人事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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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樺國際 連絡人:江美紅 電話:(02)22782816 傳真:(02)22782815

郵遞區號:24158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光復路

二段152-1號

 E-

mail:carrie@bookcit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佳生作 978-986-6551-71-0 你facebook了嗎?: Facebook與Twitter

9811 陳世勳作 978-986-6551-72-7 AutoCAD 2010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設計篇

9811 王國華作 978-986-6551-73-4 舞動MAYA 2010動畫製作

9811 陳穎涵作 978-986-6551-74-1 新手學Windows 7影音電子書

9811 陳穎涵作 978-986-6551-75-8 Windows 7新功能手冊: 從XP、VISTA前進

Windows 7

9812 梁景華作 978-986-6551-76-5 Pro/ENGINEER Wildfire 5.0電腦輔助設計. 基礎入

門篇

9812 林佳生作 978-986-6551-77-2 簡易Word 2003入門

9812 林佳生作 978-986-6551-78-9 簡易Access 2003入門

9812 林佳生作 978-986-6551-79-6 簡易PowerPoint 2003入門

9812 林佳生作 978-986-6551-80-2 簡易Excel 2003入門

9812 梁景華作 978-986-6551-81-9 Pro/ENGINEER Wildfire 5.0電腦輔助設計. 進階應

用篇

9902 林佳生作 978-986-6551-87-1 簡報Plus

9902 陳穎涵作 978-986-6551-88-8 漫步在雲端: Google全體驗

9902 丁國棟作 978-986-6551-89-5 易習C語言入門

9902 胡明威作 978-986-6551-90-1 3ds max & V-ray室內與建築空間設計

總計: 15種 15冊

台科大圖書 連絡人:古芳菁s 電話:(02)29085945ext219 傳真:(02)29081366

郵遞區號:24257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649號七樓

 E-mail:carry@tiked.com.tw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賴振德編著 978-986-238-253-0 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學科測驗試題

9809 鄭立鴻編著 978-986-238-260-8 大專計算機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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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葉國良編著 978-986-238-266-0 ACA多媒體核心應用能力國際認證訓練教材:

Photoshop CS3

9809 臺科大編委會編著 978-986-238-268-4 丙級汽車修護學科檢定模擬測驗試題(含解答)

9810 郭昭良, 宋正忠編著 978-986-238-271-4 乙級數位電子術科實作秘笈

9901 劉易, 蘇宇編著 978-986-238-274-5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題庫高分關鍵

總計: 6種 6冊

以琳 連絡人:陳靜怡 電話:(02)27772560ext142 傳真:(02)27111641

郵遞區號:1068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四段210號B1

 E-

mail:books@hosann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曹力中著 978-986-6805-87-5 屬天子民的爭戰

9809 約翰.畢維爾(John Bevere)

著; 吳蔓玲譯

978-986-6805-88-2 活在遮蓋之下

9809 桑戴.阿得拉加(Sunday

Adelaja)著; 張珮幸譯

978-986-6805-89-9 真正認識神

9810 布永康(Reinhard Bonnke),

馬可.盧得藍(Mark Rutland),

葛登.米勒(Gordon Miller)著;

978-986-6805-90-5 布永康烈火學校. 教師本

9810 布永康(Reinhard Bonnke),

馬可.盧得藍(Mark Rutland),

葛登.米勒(Gordon Miller)著;

978-986-6805-91-2 布永康烈火學校. 學生本

9812 大衛.佛斯特(David Kyle

Foster)著; 蘇靜芝譯

978-986-6805-92-9 從性轄制得釋放

9812 雷克.喬納(Rick Joyner)著;

晨星譯

978-986-6805-93-6 揭開仇敵的真面目: 一舉攻破仇敵在末日的三大

營壘!

9812 賴王秀蘭著 978-986-6805-94-3 與我更親

9901 以色列新聞資料中心(Israel

Informantion Center)著; 以色

列駐臺辦事處, 以琳書房編

978-986-6805-95-0 以色列的昨日與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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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韓費思夫婦(Kent

Humphreys and Davidene

978-986-6805-96-7 用生命見證基督: 透過每一天的生活,傳揚福音好

消息!

9901 大衛.佛斯特(David Kyle

Foster)著; 吳震環譯

978-986-6805-98-1 轉化成祂的形像

9901 海蒂.貝克(Heidi Baker), 莎

拉.普拉漢(Shara Pradhan)著;

978-986-6805-99-8 因為愛,我在這裡!

9901 朴應淳著; 許佑群譯 978-986-6259-00-5 一口氣讀完舊約: 『沒有任何奇幻故事比聖經還

更根據事實寫成的』

9902 百妮.強生(Beni Johnson)著;

吳美真譯

978-986-6259-01-2 與主翱翔天際: 基督徒喜樂代禱的祕訣

總計: 14種 14冊

出色文化 連絡人:于筱芬s 電話:(02)89146405 傳真:(02)29107127

郵遞區號:2315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祥路

102巷42弄83號

 E-mail:chou@elitebook.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剛作 978-986-6679-38-4 別敗在不會說話: 要會說話,先學怎麼說

9810 歐陽策作 978-986-6679-45-2 轉逆境為勝境: 贏在成功的90個關鍵思考

9810 燕尾蕨作 978-986-6679-46-9 超人氣型男養成術: 男人不打扮女人懶得愛

9810 李剛作 978-986-6679-47-6 兩岸日常用語一點通: 中文繁體簡體完全對照

9811 雷克斯作 978-986-6679-48-3 為什麼過生日要吹蠟燭?

9811 歐陽策作 978-986-6679-49-0 詩詞名句的人生感悟

9812 林慶昭作 978-986-6679-50-6 寫作字句詞語寶典

9812 歐陽策作 978-986-6679-51-3 看故事長智慧: 看古人如何幽默過生活

9812 林慶昭作 978-986-6679-52-0 寫作語文知識寶典

總計: 9種 9冊

出版菊文化 連絡人:潘泰樵 電話:(02)28387996ext18 傳真:(02)28360028

郵遞區號:1114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雨聲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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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蔡萬利作 978-957-0452-98-3 一本萬利滷味121道

總計: 1種 1冊

幼獅 連絡人:周雅娣 電話:(02)23146001ext256 傳真:(02)2361223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66-1號3樓

 E-

mail:youth256@yout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嚴淑女文; 張又然圖 978-957-574-754-1 黑手小烏龜

9903 廖玉蕙等著 978-957-574-761-9 像太陽一樣的笑容

9903 廖玉蕙主編 978-957-574-762-6 流星雨的天空

9903 李功勤著 978-957-574-769-5 百年大業: 中華民國發展史

總計: 4種 6冊

幼福文化 連絡人:張瑜玲 電話:(02)22263147ext254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路

130號4樓之2

 E-

mail:eileen@168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幼福編輯部編著 978-957-747-996-9 大家來學成語

9903 幼福編輯部編著 978-986-243-050-7 圖解動物小百科

總計: 2種 2冊

江澄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688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二段96巷5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江澄祥著 978-957-41-6837-8 人的道理: 理論邏輯學

總計: 1種 2冊

江曉羽 連絡人:陳靜美 電話:(07)5351809 傳真:(07)5363805

郵遞區號:80245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

路100號1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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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江曉羽等作 978-957-41-6762-3 高雄印象: 童心童話童遊記

總計: 1種 4冊

汎亞人力 連絡人:蕭嘉玲 電話:(02)27014149ext568 傳真:(02)27012004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295號10樓

 E-mail:25penny@9999.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志盛著 978-986-85846-0-0 勞工保險、就業保險Q&A

總計: 1種 1冊

交大 連絡人:程惠芳 電話:(03)5731784 傳真:(03)5728302

郵遞區號:30010 地址:新竹市東區大學路

1001號

 E-

mail:applecheng@mail.nctu.ed

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編 978-957-9038-96-6 CS note

9811 劉尚志主編 978-957-9038-97-3 全國科技法律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總計: 2種 4冊

交大出版社 連絡人:李珮玲 電話:(03)5736308 傳真:(03)5736309

郵遞區號:30010 地址:新竹市大學路1001號  E-mail:peill@cc.nc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Ching-Lai Sheng 978-986-6301-02-5 A utilitarian general theory of value

總計: 1種 2冊

交通部 連絡人:何彩飴 電話:(02)23492098 傳真:(02)23885118

郵遞區號:1005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一段50號

 E-mail:ty_ho@mot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交通部[編] 978-986-02-1344-7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公路類公路工程部: 公路排水

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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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交通部[編] 978-986-02-1424-6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公路類公路工程部: 公路橋梁

設計規範

9812 交通部訴願審議委員會編 978-986-02-1675-2 交通部訴願實務作業手冊

9901 林志棟等著 978-986-02-1688-2 柔性鋪面維護及補強技術之研究. (2/2)

9901 李英豪, 李釗, 陳世晃著 978-986-02-1856-5 剛性鋪面維護及補強技術之研究. (2/2)

9812 曾憲雄等著 978-986-02-1923-4 『新一代網際網路協定互通認證計畫』(1/4)研究

報告. 九十八年度

9812 張正武等著 978-986-02-1924-1 『我國中、長期無線電頻譜最佳化規劃』(1/3)研

究報告. 98年度

9812 王碧蓮等著 978-986-02-1990-6 『電信編碼計畫整體規劃』(1/3)研究報告. 98年度

9901 王英裕等著 978-986-02-2442-9 我國700MHz頻段資源規劃先期研究研究報告

總計: 9種 18冊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49117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公園路6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編] 978-986-02-1702-5 臺灣氣候變化統計報告. 1897-2008

總計: 1種 2冊

交通部高速公路局 連絡人:陳穎炫 電話:(02)29096141ext2913 傳真:(02)29097421

郵遞區號:243 地址:臺北縣泰山鄉黎明村

半山雅7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吳木富總編輯 978-986-02-0584-8 智慧導航新紀元

總計: 1種 2冊

交通部高鐵局 連絡人:房昕田 電話:(02)80723333ext8261 傳真:(02)89691578

郵遞區號:2204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縣民大

道二段7號9樓

 E-

mail:stfarng@nthsr1.hsr.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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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黃孝思總編輯 978-986-01-9193-6 空中導覽

總計: 1種 2冊

交通部國道工程局 連絡人:張文珀 電話:(02)27078808ext532 傳真:(02)27017689

郵遞區號:1066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三段1巷1號5樓

 E-

mail:wein@ms.tanee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中興國道6號南投段工程處

撰文

978-986-01-8259-0 國道6號南投段脊背式橋樑專輯: 愛蘭交流道聯絡

道南港溪橋

總計: 1種 2冊

交通部運研所 連絡人:何毓芬 電話:(02)23496890 傳真:(02)25450426

郵遞區號:1054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  E-mail:yufen@io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蘇昭銘等著 978-986-01-8858-5 智慧化商用車隊資源管理系統整合之研究. (2/3)

9807 胡大瀛等著 978-986-01-9289-6 即時動態交通分析與預測模型(DynaTAIWAN)之

實證分析與推廣. 第2年期

9807 陳一昌等著 978-986-01-9290-2 春節疏運計畫績效檢討報告. 98年

9807 吳炳飛等著 978-986-01-9291-9 影像式車輛偵測器擴充模組研發: 事件偵測功能

模組研發與試作

9807 李治綱等著 978-986-01-9292-6 建立臺鐵安全績效指標之研究

9808 范景皓等著 978-986-01-9527-9 標準化都市交通管理通訊協定與控制軟體之研發

與驗證示範. 二

9808 陳鐘源等著 978-986-01-9528-6 無線射頻識別(RFID)應用於航空貨運物流與保安

之先導推動與驗證. 二

9808 陳文富等著 978-986-01-9529-3 研訂『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 (2/3)

9808 陳文富等著 978-986-01-9530-9 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 97年版

9808 王穆衡等著 978-986-01-9531-6 建立運輸業設置專業管理人員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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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黃運貴等著 978-986-01-9532-3 永續運輸發展政策下智慧型運輸系統(ITS)推動策

略之研究

9808 蘇夢豪等著 978-986-01-9533-0 陸海空客運資訊中心系統維運: 整合電子地圖之

查詢系統建置. 一

9808 陳奕廷等著 978-986-01-9534-7 全國路況資訊中心網站維運與加值應用服務開發.

一

9809 李永駿等著 978-986-01-9760-0 行人支援輔助系統研發(2/3): 高齡者與視障者定位

及導引技術之應用研 究

9809 高宏軒等著 978-986-01-9761-7 綠色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規劃整合之研究. (2/2):

訂定綠色運輸系統規 劃準則暨操作手冊

9809 倪佩貞等著 978-986-01-9762-4 運輸部門能源節約及溫室氣體資料之構建與盤查

機制之建立. (2/3): 建 立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登

錄、查驗標準與機制

9809 江玟德等著 978-986-01-9994-9 臺灣國際港區船舶動態管理特性及颱風波浪資料

補遺研究. 四

9810 徐承原等著 978-986-02-0180-2 路網數值圖永續資料庫建置計畫. 二

9810 陳一昌等著 978-986-02-0181-9 道路交通事故事件偵測與影像分析

9810 陳賓權, 黃新薰, 黃運貴著 978-986-02-0182-6 綠色運輸系統發展政策之探討

9810 卓訓榮等著 978-986-02-0183-3 動態交通資訊之技術開發與應用研究. 二, 車輛偵

測器研發之功能擴充

9810 林國顯等著 978-986-02-0184-0 運輸部門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

料庫建置之研究. (2/3)

9812 蘇青和, 廖慶堂, 徐如娟編 978-986-02-1062-0 港灣海氣地象觀測資料年報. 二■■八年

9812 蘇青和, 廖慶堂, 徐如娟編

輯

978-986-02-1083-5 臺北港花蓮港蘇澳港布袋港歷年港灣觀測波浪資

料專刊. 二■■八年版

9812 蘇青和, 廖慶堂, 徐如娟編

輯

978-986-02-1084-2 基隆港臺中港高雄港安平港歷年港灣觀測波浪資

料專刊. 二■■八年版

總計: 25種 50冊

交通部觀光局 連絡人:徐露萍 電話:(02)23491577 傳真:(02)276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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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9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四段290號9樓

 E-mail:tbroc@tbro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郁秀總編輯 978-986-02-0631-9 文化深度旅遊手冊

9812 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978-986-02-0632-6 Taiwan cultural tours

9811 978-986-02-0792-7 臺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 中華民國

97年

9812 交通部觀光局[編] 978-986-02-1483-3 觀光業務年報. 中華民國97年

9812 交通部觀光局[編] 978-986-02-1557-1 觀光業務年報. 中華民國97年

9812 張錫聰, 陳煜川, 莊慧文編 978-986-02-2148-0 國家風景區簡介

總計: 6種 16冊

宇河文化 連絡人:賴秀珍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郵遞區號:11476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文德路

210巷30弄25號

 E-

mail:red0511@ms5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陸羽原著; 沈冬梅校注 978-957-659-736-7 茶經校注

9810 南宮不凡著 978-957-659-737-4 少年雍正

9810 石向前著 978-957-659-738-1 企圖決定前途: 每個人必修的成功人生的11堂課

9812 張健編著 978-957-659-742-8 關於醫學的100個故事

9812 余家安著 978-957-659-743-5 音樂.愛情.鼓浪嶼

9812 青藏石頭著 978-957-659-744-2 不枉此生的50種活法

9812 南宮不凡著 978-957-659-745-9 少年孫中山

9812 范永邦編著 978-957-659-746-6 關於電影學的100個故事

9812 黃中平編著 978-957-659-747-3 飲食中的太極圖

9901 陳銘磻著 978-957-659-748-0 自己動手做一本書

9901 宣印著 978-957-659-749-7 打坐: 絕對開悟且最持久深層喜悅的打坐技術

9902 胡建夫編著 978-957-659-750-3 維他命這樣吃才對

9902 南宮不凡著 978-957-659-751-0 少年毛澤東

9902 宇河健康寶寶編輯小組編 978-957-659-752-7 養育會吃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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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宇河健康寶寶編輯小組編 978-957-659-753-4 養育會睡寶寶

9902 宇河健康寶寶編輯小組編 978-957-659-754-1 養育會玩寶寶

9902 陳銘磻著 978-957-659-755-8 陳銘磻教你用紙玩創意

9902 陳賢正編著 978-957-659-756-5 中藥應該這樣吃

9902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57-659-757-2 古人比你還會玩

9902 黃國榮著 978-957-659-758-9 城北人

9903 楊欣欣著 978-957-659-759-6 會說話的父母請舉手!

9903 薛中衡著 978-957-659-760-2 當主管前,先學會這9件事: 企業主管必修的九堂

課.快速學會職場成功優 勢力

總計: 22種 24冊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連絡人:柯淑萍 電話:(02)27204000ext2236 傳真:(02)27576050

郵遞區號:11012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一段333號9樓

 E-mail:kelly.ko@tw.ey.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專

業發展部編譯

978-986-85053-2-2 國際會計準則財務報表範例

總計: 1種 1冊

米奇巴克 連絡人:何香慧 電話:(02)23698982 傳真:(02)23673586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四段56號7樓之1

 E-

mail:magicboxco@giga.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布莉姬.拉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

作; 傑克. 阿薩(Jacques

978-986-84566-7-9 勇氣與恐懼

9902 布莉姬.拉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

作; 傑克. 阿薩(Jacques

978-986-84566-8-6 愛情與友情

總計: 2種 2冊

米達斯國際創意整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61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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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0266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

路94-21號2樓

 E-mail:Midas Creative

Internationa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李宗熹, 小品工作坊作 978-986-85660-0-2 <<家>>劇本集: 小品劇

9810 李宗熹作 978-986-85660-1-9 <<表>>劇本集: 獨幕劇

9810 李宗熹作 978-986-85660-2-6 <<演>>劇本集: 多幕劇

總計: 3種 3冊

吉田 連絡人:莊淑芬 電話:(04)22615842 傳真:(04)22636188

郵遞區號:40245 地址:臺中市南區工學北路

119號25樓

 E-mail:chliu@mail.nti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基安編著 978-986-85985-0-8 犁頭深耕. 第二集

總計: 1種 1冊

吉的堡網路科技 連絡人:彭淑雯 電話:(02)22185996ext228 傳真:(02)22189984

郵遞區號:2314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建國路

148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范玉璋總編輯 978-986-6851-32-2 Start with me(student book). 4

9810 范玉璋總編輯 978-986-6851-33-9 Phonics(student book). 7

總計: 2種 2冊

考用 連絡人:蔡孟娟 電話:(02)27096723ext851 傳真:(02)27098343

郵遞區號:1066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357巷2號4樓之2

 E-mail:emarketing1@kao-

un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立編著 978-957-756-889-2 材料力學

9811 江明哲編著 978-957-756-907-3 中級會計學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

9809 黃昭明編著 978-957-756-920-2 英文總複習

9809 黃于■編著 978-957-756-922-6 應用力學(工程力學)頂極複習攻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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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黃天編著 978-957-756-936-3 中等學校教師檢定題庫

9810 席部綸編著 978-957-756-937-0 教育概要

9808 呂堯欽, 高士■編著 978-957-756-941-7 避難系統設計

9811 李思瑩編著 978-957-756-942-4 內外科護理學精要

9808 吳玉祥, 高士峰編著 978-957-756-943-1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含概要)

9808 黃天編著 978-957-756-944-8 幼稚園教師檢定題庫

9808 廖淑戎, 趙蕙慈編著 978-957-756-945-5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與輔導

9808 黃天, 歐陽謙編著 978-957-756-946-2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9809 李聖堂編著 978-957-756-947-9 測量學題庫

9809 陳俊良編著 978-957-756-948-6 經濟學(含概要)

9809 林曉娟編著 978-957-756-949-3 稅務法規大意

9810 張喻閔編著 978-957-756-950-9 憲法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

9809 陳啟鐘編著 978-957-756-951-6 電子學頂極複習攻略

9810 洪菁珮編著 978-957-756-952-3 考用英文

9810 林正修, 陳啟仁編著 978-957-756-953-0 門市服務乙檢考照王

9809 劉名作 978-957-756-954-7 民法物權編概要

9809 劉名編著 978-957-756-955-4 民法

9901 林士鈞編著 978-957-756-956-1 日檢新4級文法考前快衝

9810 林曉娟編著 978-957-756-957-8 稅務法規(含概要)

9809 尤新來編著 978-957-756-958-5 汽車修護機器腳踏車修護丙級技能檢定學科實戰

秘笈

9810 陳俊良作 978-957-756-959-2 統計學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

9811 尤冠翔編著 978-957-756-960-8 消防器材構造與使用(含消防機械)

9810 甄慧編著 978-957-756-961-5 土地法大意

9809 江亦鈞編著 978-957-756-962-2 計算機概論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

9810 陳俊良編著 978-957-756-963-9 行銷學(行銷管理)筆記: 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

筆記

9810 陳俊良編著 978-957-756-964-6 經濟學大意

9810 彭敘明編著 978-957-756-965-3 法學大意

9901 黃天編著 978-957-756-967-7 國民小學教師檢定題庫

9811 王致勝編著 978-957-756-970-7 衛生法規與倫理(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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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劉名編著 978-957-756-972-1 民法物權與不動產法規

9811 張萍如編著 978-957-756-974-5 領隊人員別冊

9901 張萍如編著 978-957-756-975-2 導遊人員別冊

9901 張嶔編著 978-957-756-976-9 大陸升學看了再考!: 大學入學港澳臺聯招

9811 劉名編著 978-957-756-977-6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9811 高全編著 978-957-756-980-6 行政學大意

9811 王政緯, 蕭麗敏編著 978-957-756-981-3 土地行政大意

總計: 40種 41冊

考試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368050

郵遞區號:11601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考試院編纂室編 978-986-02-0234-2 考試院施政編年錄.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9812 關中著 978-986-02-1487-1 繼往開來,贏得信賴: 考試院與文官制度的興革

9901 考試院編 978-986-02-1608-0 變革中的文官治理: 考試院80周年慶特刊

總計: 3種 9冊

考銓文教 連絡人:楊璧如s 電話:(04)22250171 傳真:(04)22569584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50號22樓之2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考銓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著

978-986-83749-5-9 國考地政士(代書)歷屆試題參考擬答彙編. 2010年

9808 蕭華強編著 978-986-83749-7-3 土地登記

9811 考銓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978-986-83749-8-0 土地暨不動產實用小法典. 2010年最新版

9812 鄭宇文編著 978-986-83749-9-7 土地法規(含稅法)

9902 考銓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著

978-986-86036-0-8 國考不動產經紀人歷屆試題參考解答彙編. 2010

9903 邱勝著 978-986-86036-1-5 普通化學

總計: 6種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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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福利推動聯盟 連絡人:包玲玲 電話:(02)25927999 傳真:(02)25989918

郵遞區號:1045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權西

路79號3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玉琴主編 978-986-81934-7-5 全國老人福利機構照顧創意比賽特輯

總計: 1種 1冊

老樹創意出版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954100

郵遞區號:1149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舊宗路

二段121巷28號4樓

 E-mail:heui707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楊秉力作 978-986-85424-6-4 大學教授忘了開的8堂人生課

9810 張岱之作 978-986-85424-7-1 壞日子更要過好生活

9812 石向前作 978-986-6297-00-7 好樣的!猶太商人: 向最精明的猶太人學做生意

9812 王夢萍作 978-986-6297-01-4 孩子就吃這一套: 天下沒有不能教的孩子,只有不

會教的父母

9901 林大有作 978-986-6297-02-1 天天25小時: 忙是最好的時間管理

9901 李意昕作 978-986-6297-03-8 女人是水 男人像魚

9902 石向前作 978-986-6297-04-5 把絆腳石變成墊腳石: 保證成功的失敗學

9902 劉培華作 978-986-6297-05-2 非常有錢,非常秘密

總計: 8種 8冊

再生 連絡人:蔡正哲 電話: 傳真:(02)22189767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663巷1弄19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哲也研究室作 978-986-6649-06-6 InDesign自動版型設計

總計: 1種 1冊

西北國際文化 連絡人:張瑜玲 電話:(02)22263147ext254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679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民族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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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羅貫中原著 978-986-6351-35-8 三國演義

9903 曬月行深作 978-986-6351-49-5 10小時,學會塔羅占卜

9904 孫晶丹編著 978-986-6351-58-7 不一樣的35種維生素養生療法

9903 世界歷史編委會編著 978-986-6351-65-5 一生一定要探索的英國56個祕密

9903 薛允通編 978-986-6351-66-2 命運天書: 十二星座的命格與姻緣

9904 世界歷史編委會編著 978-986-6351-68-6 一生一定要探索的法國72個祕密

9904 林隆鴻著 978-986-6351-74-7 第一本教你玩臺灣麻將書

總計: 7種 7冊

西拉雅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蔡靜宜 電話:(06)6990335ext234 傳真:(06)6984191

郵遞區號:720 地址:臺南縣官田鄉嘉南村  E-mail:cytsa1@siraya-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集思創意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企劃製作

978-986-02-0673-9 Eye上西拉雅: 空中尋奇

總計: 1種 2冊

地工技術基金會 連絡人:許斐然 電話:(02)25772006 傳真:(02)25700859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50號6樓

 E-mail:sinord@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洪如江編著 978-957-99763-8-1 初等工程地質學大綱

9802 方永壽, 朱旭主編 978-957-99763-9-8 捷運大地工程困難案例

9803 胡邵敏主編 978-986-85149-0-4 樁基工程

9804 謝旭昇, 林宏達, 林三賢主

編

978-986-85149-1-1 海峽兩岸地工技術/岩土工程交流研討會. 2009, 臺

灣卷

總計: 4種 4冊

百世文化 連絡人:劉協理r 電話:(07)5527015 傳真:(07)5536004

郵遞區號:80457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

路156號11樓之1

 E-

mail:tony_1144@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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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曾寬著 978-986-81229-4-9 楊恩典的故事

9801 許思著 978-986-81229-5-6 我家住在動物園

9801 杜紫楓著 978-986-81229-6-3 綠毛與醜姊兒

9801 鍾鐵民著 978-986-81229-7-0 四眼和我

9801 黃基博著 978-986-6455-02-5 兩個我

9801 羊牧著 978-986-81229-8-7 童年無忌

9801 張榮彥著 978-986-81229-9-4 草地男孩

9801 鍾鐵民著 978-986-6455-00-1 月光下的小鎮

9801 林瑞景著 978-986-6455-01-8 小白兔尋師記

9801 丘秀芷著 978-986-6455-03-2 我的頑皮動物

9801 張榮彥著 978-986-6455-04-9 莊腳博士

9801 周梅春著 978-986-6455-05-6 仙女的彩衣

9801 林剪雲著 978-986-6455-06-3 在地球上找個家

9801 林少雯著 978-986-6455-07-0 頑童阿欽

9801 黃基博著 978-986-6455-08-7 老師與我同年紀

9801 曾寬著 978-986-6455-09-4 孤兒的日記

9801 張榮彥著 978-986-6455-10-0 草地男孩成長記

9801 黃志良著 978-986-6455-11-7 一隻母雞的故事

9801 林剪雲著 978-986-6455-12-4 我家有點傷腦筋

9801 林少雯著 978-986-6455-13-1 露珠姑娘愛玩耍

9801 黃基博著 978-986-6455-14-8 大小劉阿財

9801 白慈飄著 978-986-6455-15-5 溫情的小站

9801 林清泉著 978-986-6455-16-2 童詩的森林

9801 林少雯著 978-986-6455-17-9 沙沙皮皮看家記

9801 曾寬著 978-986-6455-18-6 黑牛漂流荒島記

9801 周梅春著 978-986-6455-19-3 奇妙的果樹園

9801 蔡文章著 978-986-6455-20-9 攜手走過童年

9801 丘榮襄著 978-986-6455-21-6 輔導室.不打烊

9801 鍾鐵民著 978-986-6455-22-3 山居散記

9801 李天富著 978-986-6455-23-0 小琉球之歌

9801 子安著 978-986-6455-24-7 野百合也有春天

9801 許振江著 978-986-6455-25-4 小虎船長出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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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林剪雲著 978-986-6455-26-1 魔法農莊

9801 姜子安著 978-986-6455-27-8 好蛇塔西斯

9801 林少雯著 978-986-6455-28-5 紅赤土之戀

9801 黃志良著 978-986-6455-29-2 我是庄腳囝仔

9801 林少雯著 978-986-6455-30-8 丫丫找鞋子

9801 吳玉著 978-986-6455-31-5 我的第六個孩子

9801 曾寬著 978-986-6455-32-2 小冬的夏天

9801 姜子安著 978-986-6455-33-9 一個女孩的抉擇

9801 吳燈山著 978-986-6455-34-6 屋頂上找大象

9801 杜紫楓著 978-986-6455-35-3 奇奇的替身

9801 曾寬著 978-986-6455-36-0 銀色芭蕾舞鞋

9801 余益興著 978-986-6455-37-7 誰趕走了老樟樹

9801 姜子安著 978-986-6455-38-4 當少根筋遇到了馬屁精

9801 黃志良著 978-986-6455-39-1 口香糖叔叔

9801 張孟駸著 978-986-6455-40-7 我的故事你喜歡嗎?

9801 吳燈山著 978-986-6455-41-4 畢業旅行

9801 姜子安著 978-986-6455-42-1 流星媽媽

總計: 49種 49冊

百香果 連絡人:李東儒 電話:(02)89116358 傳真:(02)89113085

郵遞區號:11054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嘉興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芮世瑤著 978-986-85700-0-9 闖蕩半世紀

9902 陳孟傑作 978-986-85700-1-6 0痛感植牙 牙周治療

總計: 2種 2冊

百善書房 連絡人:簡澄鏞 電話:(02)32343788 傳真:(02)22234544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路

502號8樓之2

 E-

mail:pftwsdom@ms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憐情惜雪著 978-986-6832-35-2 鬼魅校園

9901 劉軼梅著 978-986-6832-42-0 煩惱是人生的菩提: 妙明真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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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花想容著 978-986-6832-44-4 手工美人

9903 孫浩文著 978-986-6832-45-1 改變思路,改變你成功的高度

9901 (美)富蘭克林.羅斯福著; 趙

越, 馬飛, 孔謐譯

978-986-6832-46-8 爐邊談話. 新政與經濟篇

9902 (美)富蘭克林.羅斯福著; 趙

越, 馬飛, 孔謐譯

978-986-6832-47-5 爐邊談話. 戰爭與和平篇

9902 滌塵著 978-986-6832-48-2 無事就是貴人: 身心自在的智慧

9902 花想容著 978-986-6832-50-5 血色天堂

9901 彭楚珩著; 玉扇傾城改寫 978-986-6832-51-2 溪聲盡是廣長舌. 西行取經篇

9903 花想容著 978-986-6832-53-6 妖手

9902 彭楚珩著 978-986-6832-54-3 山色無非清淨身. 頑石點頭篇

9903 林在勇著 978-986-6832-55-0 與人為善的人際關係學: 孔夫子是公關高手

總計: 12種 12冊

有名堂文化館 連絡人:劉信宏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路

206號3樓

 E-

mail:tom@elegant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張震山著 978-986-6883-93-4 懷孕時必備枕邊書

9808 鄭絜心著 978-986-6883-94-1 女人不撒嬌也能幸福: 每一個親愛的女孩都該懂

的17件事

9809 錢小米著 978-986-6883-95-8 自然美人28天美麗大作戰: 一次搞定mc.減肥.美容

的時尚養生法

9809 韓曉濤編著 978-986-6883-96-5 免疫力是最好的藥: 新人體使用手冊

9809 紀康保著 978-986-6883-97-2 教會孩子做對每一件小事: 100個聰明父母不能不

知道的教養細節

9810 徐德志, 黃若婷著 978-986-6883-98-9 你不可不知的中醫常識

9810 彥秋著 978-986-6883-99-6 每一次體驗都是孩子最親切的老師

總計: 7種 7冊

有鹿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11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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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5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濟南路

三段28號7樓

 E-

mail:service@uniquweroute.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李昂作 978-986-85389-4-8 愛吃鬼的華麗冒險

9903 林雅行作; 王昱婷譯 978-986-6281-01-3 最絢麗的黃昏過後: 一位日本導演的九份.金瓜石

採訪筆記

總計: 2種 2冊

有觀廣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470844

郵遞區號:1058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塔悠路

225號2樓

 E-

mail:Yukuan.ad@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黃國棟著 978-986-85799-0-3 地球要搬家了

總計: 1種 1冊

尖端 連絡人:高國芬 電話:(02)25007600ext1888 傳真:(02)25001979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10樓

 E-mail:crystal@sp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8507 勝鹿北星作; 浦■直樹畫; 978-957-10-0521-8 危險調查員

9902 森博嗣作; 凌虛譯 978-957-10-3228-3 四季. 春

9812 日日日著; 林蔚秦譯 978-957-10-3631-1 看著月亮,說著謊話

9812 丹尼.金(Danny King)著; 翁 978-957-10-3850-6 銀行搶匪日記

9812 西尾維新著; 一杞譯 978-957-10-3980-0 完全過激. 下, 藍色學者與戲言玩家

9811 伊■幸太郎著; 黃涓芳譯 978-957-10-4023-3 終末的愚者

9901 約翰.圖維爾.霍克斯(John

Twelve Hawks)著; 許文達譯

978-957-10-4118-6 旅行者

9812 樹生かなめ著; Iris譯 978-957-10-4128-5 就愛這樣的你

9811 石田衣良著; 黃涓芳譯 978-957-10-4141-4 慢慢說再見

9809 日日日著; 李惠芬譯 978-957-10-4148-3 斷頭人中村奈奈子

9811 明曉溪作 978-957-10-4154-4 烈火如歌

9901 主婦之友社編著 978-957-10-4163-6 打造創意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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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奧田英朗著; 程健蓉譯 978-957-10-4170-4 粉領族

9811 山口昇著; 鄭翠婷譯 978-957-10-4166-7 零之使魔. 12, 妖精們的假日

9811 夏綠著; 愛理譯 978-957-10-4167-4 神燈女僕!

9811 城崎火也著; 林信帆譯 978-957-10-4174-2 渚的極強音

9811 Yusuke Saito著; 黃盈琪譯 978-957-10-4176-6 The idolm@ster. 2, 興奮的夏日

9901 內田廣由紀著 978-957-10-4181-0 共感力配色評鑑; 簡單學會配色法則,搭配色彩不

迷失

9812 黑麵作 978-957-10-4182-7 黑麵 美少女攝影技巧

9812 馬克.寇達.維茲(Mark Cotta

Vaz)著; Sabrina Liao譯

978-957-10-4184-1 暮光之城: 新月電影全方位導覽書

9812 西澤保彥著; 王靜怡譯 978-957-10-4186-5 羔羊們的聖誕夜

9812 森博嗣著; 黃彥彰譯 978-957-10-4187-2 紅綠黑白

9812 榎田尤利著; 黃盈琪譯 978-957-10-4189-6 過敏症

9812 派翠克.鄧恩(Patrick Dunne)

著; 舒靈譯

978-957-10-4190-2 亡靈的頌歌

9812 上橋菜穗子著; 曾玲玲譯 978-957-10-4191-9 夢之守護者

9812 傑斯.沃爾特(Jess Walter)著;

柯宇倩譯

978-957-10-4193-3 公民文斯

9812 桐生操作 978-957-10-4195-7 殘酷的處刑史

9812 神代創著; 黃彥彰譯 978-957-10-4196-4 幽靈勇者. 2

9902 日日日著; 蔡夢婷譯 978-957-10-4197-1 魔女學生會長

9901 ■一郎著; 黃健育譯 978-957-10-4198-8 瀆神之主!

9901 星家なこ著; 希沙良譯 978-957-10-4200-8 失落的碎片

9901 西野勝海著; 哈泥蛙譯 978-957-10-4201-5 我的狐仙女友: 海邊的桃色風波

9901 築地俊彥著; 凌虛譯 978-957-10-4202-2 肯普法

9901 夏綠著; 愛理譯 978-957-10-4203-9 神燈女僕!

9902 赤松中學作; 林信帆譯 978-957-10-4204-6 緋彈的亞莉亞

9902 山口昇著; 鄭翠婷譯 978-957-10-4205-3 零之使魔. 13, 聖國的世界扉

9901 田中羅密歐著; 哈泥蛙譯 978-957-10-4207-7 Aura: 魔龍院光牙最後的戰鬥

9902 淺井Labo著; 凌虛譯 978-957-10-4208-4 罪人與龍共舞

9901 築地俊彥著; 夕唯譯 978-957-10-4209-1 戰孃交響曲

9901 邱元鴻總編輯; 林璟辰譯 978-957-10-4210-7 數位單眼相機的知識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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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川原翼作; 黃盈琪譯 978-957-10-4211-4 邪道: 天荒迴廊

9812 大迫純一著; 莊湘萍譯 978-957-10-4212-1 神曲奏界 黑. 6, 闇黑患者

9901 玉內公一等作; 周明憲譯 978-957-10-4214-5 非學不可的專業攝影技巧: 職業級商品攝影講座

9901 史都華.凱民斯基(Stuart M.

Kaminsky)著; 翁宛鈴譯

978-957-10-4215-2 CSI犯罪現場: 紐約 暴雨侵襲

9902 米雪兒.佩弗(Michelle Paver)

著; 于宥均譯

978-957-10-4216-9 違誓者

9902 築地俊彥著; ■健二郎原

作.插畫; 游若琪譯

978-957-10-4217-6 旋風管家!. 3, 立志成為熱情的創作者!這就是三千

院■的作風

9901 高殿■著; 向日葵譯 978-957-10-4218-3 幻夢遊戲 玄武開傳 絆: 遙遠的風之子

9902 椹野道流作; 夢婷譯 978-957-10-4219-0 妖魔的美味僕人

9901 犬村小六著; Hana譯 978-957-10-4220-6 對某飛行員的追憶

9902 井上堅二著; 林香吟譯 978-957-10-4221-3 笨蛋,測驗,召喚獸

9902 野村美月著; Hana譯 978-957-10-4222-0 文學少女: 見習生的初戀

9902 和泉桂著; Leah譯 978-957-10-4223-7 贖罪

9901 流星香著; 簡秀靜譯 978-957-10-4224-4 封縛師. 2, 封印你的記憶

9901 CAPA特別編輯; 邵明質譯 978-957-10-4225-1 超入門7天學會數位單眼: 保證一學就會的入門攝

影技巧書

9812 CAPA特別編輯; 鄭志勇, 林

璟辰譯

978-957-10-4226-8 Canon EOS7D數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功能解說篇

9901 陳佑源作 978-957-10-4231-2 穿著勇者的藍白拖

9902 野島研二作; 許昆暉譯 978-957-10-4234-3 變裝魔界留學生

9901 艾菲爾作 978-957-10-4235-0 塔羅占卜101: 讓你驚呼連連的塔羅心測遊戲

9902 有澤真水著; 宋輝雄譯 978-957-10-4238-1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神、惡魔與天使

9901 小徐等作 978-957-10-4244-2 無名素人女王x名家攝影改造大特企

總計: 60種 60冊

成大 連絡人: 電話:(06)2757575 傳真:(06)237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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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0101 地址:臺南市大學路1號  E-

mail:em50190@email.ncku.edu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86-01-9985-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IB-W096 2009 Taiwan

future trends in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

總計: 1種 1冊

成大中文系 連絡人:黃寶慧 電話:(06)2757575ext52105 傳真:(06)2766473

郵遞區號:70101 地址:臺南市大學路1號  E-

mail:em52100@email.ncku.edu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益源主編 978-986-02-1885-5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2冊

成陽 連絡人:鄭嫦娥 電話:(02)22651491 傳真:(02)22659661

郵遞區號:23643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永豐路

195巷9號

 E-

mail:leader.book@msa.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12 陳惠操, 羅永基著; 吳福漳,

張顯榮漫畫

978-986-7132-11-6 牛頓

9412 林翠華, 薛忠銘著; 薛忠銘 978-986-7132-12-3 巴哈

9412 陳惠操, 羅永基著; 吳福漳,

吳宗達漫畫

978-986-7132-13-0 華盛頓

9412 陳惠操, 羅永基著; 吳福漳 978-986-7132-14-7 莫札特

9412 陳惠操, 羅永基著; 吳福漳,

張顯榮漫畫

978-986-7132-15-4 拿破崙

9412 陳惠操, 羅永基著; 吳福漳,

吳宗達漫畫

978-986-7132-16-1 貝多芬

總計: 6種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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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龍健康禮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61995

郵遞區號:80143 地址:高雄市前金區自強一

路139巷1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翁■家編著 978-986-85004-0-2 白藜蘆醇

總計: 1種 2冊

光啟文化 連絡人:發行部 電話:(02)27402022 傳真:(02)27401314

郵遞區號:1068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一段233巷20號A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愛德華.布里昂(Edouard

Brion)著; 中國痲瘋服務協

978-957-546-658-9 栽在水旁的一棵樹: 痲瘋病人之福: 達米盎神父與

今日世界

9811 姜震譜曲 978-957-546-666-4 聖詠曲集: 天主教禮儀年甲年主日感恩祭典答唱

詠適用

9811 姜震譜曲 978-957-546-667-1 聖詠曲集: 天主教禮儀年丙年主日感恩祭典答唱

詠適用

9811 保祿.顧定豪(Paul Coutinho)

著; 王蕙敏譯

978-957-546-668-8 你的神有多大?

9902 巴逖克.德里葉(Patrick

Theiller)著; 劉河北譯

978-957-546-670-1 治癒之城: 露德神蹟150年的科學見證

9902 瑪格麗特.菲里斯(Margaret

Ferris)著; 臺北依納爵靈修

978-957-546-671-8 同行: 基督徒助人者的基本諮商輔導技巧

9903 蓋瑞.史曼萊(Gary T.

Smalley)著; 謝惠英譯

978-957-546-672-5 天才老公

9903 羅雲.威廉斯(Rowan

Williams), 溫黛.貝克特

(Wendy Beckett)著; 梁偉 德

978-957-546-673-2 活出天主經

9903 Raymond E. Brown著; 活水

編譯小組編譯

978-957-546-674-9 五旬節與聖神: 復活期讀宗徒大事錄

總計: 9種 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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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女中 連絡人:陳淑真 電話:(06)23866501ext223 傳真:(06)2344417

郵遞區號:70146 地址:臺南市勝利路4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劉文升著 978-957-29775-7-6 養生伸展操

9811 林啟禎作 978-957-29775-8-3 骨科秘笈

總計: 2種 2冊

光華雜誌 連絡人:段蜀華 電話:(02)23922256ext45 傳真:(02)23970655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

路一段54號5樓

 E-

mail:dsh@mail.sinorama.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世倫等作 978-957-9188-52-4 臺灣青春紀事

總計: 1種 4冊

光慧文化 連絡人:施馨華 電話:(02)22461390ext263 傳真:(02)22425010

郵遞區號:40465 地址:臺中市北區太原路三  E-mail:ss2hua@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崇德學院英語系譯; 劉明煖 978-986-7123-27-5 道義初階(中英對照)

9807 李健仁編著; 吳進雄講述 978-986-7123-34-3 三教探原講述

9811 陳秀絨作 978-986-7123-44-2 活水探源: 傳統蒙學與經典教育的蛻變與傳播

9809 崇德學院英語系譯 978-986-7123-45-9 道真理真天命真之見證(中英對照)

9810 吳進雄編著 978-986-7123-46-6 五教經典故事: 印證道之尊貴

9810 蔡長鈞著 978-986-7123-47-3 心念轉個彎: 生命無限寬

9810 徐禎美作 978-986-7123-48-0 濟公老師的愛與叮嚀

9812 崇德學院英語系譯 978-986-7123-51-0 培德班參考手冊. 第一階段(中英對照)

9812 崇德學院英語系譯 978-986-7123-52-7 培德班參考手冊. 第二階段(中英對照)

9812 崇德學院英語系譯 978-986-7123-53-4 培德班參考手冊. 第三階段(中英對照)

9901 光慧文化編輯 978-986-7123-54-1 開釋道義

總計: 11種 1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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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兒基金會 連絡人:童雅琦 電話:(02)25221792 傳真:(02)25118553

郵遞區號:1044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二段92號8樓

 E-

mail:pbfyu@ms1.mmh.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臺灣早產兒基金會執行編 978-957-98805-8-9 給準媽媽的叮嚀: 早產安胎衛教手冊

總計: 1種 1冊

同合順企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532198

郵遞區號:10358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寧夏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Agnes Davonar作 978-986-84635-2-3 Sahabat朋友

總計: 1種 1冊

因材施教 連絡人:林宏裕 電話:(04)23727362 傳真:(04)23726024

郵遞區號:40348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一街

7號

 E-

mail:yogurt.english@msa.hinet.

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昭焚編注 978-986-84933-3-9 歷代棋聲詩韻選集. 金元篇

總計: 1種 1冊

朱雀文化 連絡人:莫少閒 電話:(02)23453868 傳真:(02)23453828

郵遞區號:11052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二段13-1號3樓

 E-

mail:redbook@ms2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CR&LF研究所, 永島可奈子

編著; 陳文敏翻譯

978-986-6780-47-9 我的第一本手作雜貨書: 初學者絕不失敗的22類

創意手工實例教學

9806 陳鴻霆, 吳美珠著 978-986-6780-48-6 西點麵包烘焙教室: 乙丙級烘焙食品技術士考照

專書

9807 楊孟欣著 978-986-6780-49-3 第一次自己做衣服: 初學者巧手製作上衣、裙

子、褲子和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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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張楊乾著 978-986-6780-50-9 低碳生活的24堂課: 小至馬桶大到棒球場的減碳

提案

9807 郭月英著 978-986-6780-51-6 抗流感.免疫力蔬果汁: 一天一杯,輕鬆改善體質、

抵抗疾病

9808 李佳紋著 978-986-6780-52-3 我的第一本調酒書: 從最受歡迎到最經典的雞尾

酒,家裡就是Lunge Bar

9808 王安琪著 978-986-6780-53-0 不失敗西點教室: 660張圖解照片+近200個成功秘

訣,做點心絕對沒問題( 經典珍藏版)

9809 Kurikuri編輯部編; 陳文敏

譯

978-986-6780-54-7 看見夢想的1000個手作飾品和雜貨: 可愛、浪

漫、時尚、懷舊、寫實風的原味好設計

9809 彭思園文字; 林建豐攝影攝

影

978-986-6780-55-4 宜蘭: 永保新鮮100個超人氣景點+50家掛保證民

宿+120處美食名攤

9810 陶禮君文字; 廖家威攝影 978-986-6780-56-1 五星級名廚到我家: 湯、開胃菜、沙拉、麵食、

燉飯、主菜和甜點的料理密技

9810 蠢花著 978-986-6780-57-8 玩玩不織布: 從入門班到進階班,各年齡階層都愛

的生活雜貨、文具和飾 品

9811 Sachiyo Fukao著; 覃嘉惠翻

譯

978-986-6780-58-5 第一次編織圍巾和帽子: 最實搭的暖暖風圍巾、

披肩、防寒護耳帽、毛線帽、西瓜帽

9812 郭月英著; 陳麗玲文字撰寫 978-986-6780-59-2 燉補110鍋: 改造體質,提升免疫力

9812 李依錫著 978-986-6780-60-8 金牌主廚的法式甜點: 得獎甜點珍藏秘方大公開

9901 王郁婷, 吳永娟著 978-986-6780-61-5 香港Hong Kong: 好吃、好玩,真好買

9901 王申長著 978-986-6780-62-2 我的快樂蔬食日: 樂活新吃法

9902 江豔鳳, 王安琪著 978-986-6780-63-9 萬能小烤箱料理: 蒸、煮、炒、煎、烤,什麼都能

做!

總計: 17種 18冊

先覺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ext40 傳真:(02)2579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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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50號6樓之1

 E-

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墨特里尼(Matteo Motterlini)

著; 陳昭蓉譯

978-986-134-145-3 情感經濟學: 消費決策背後的真正動機

9901 伊蓮娜.貝赫(Helene Berr)

作; 林雅芬譯

978-986-134-146-0 巴黎少女,一九四二

9902 黎恩.克利德(Liam Creed),

喬許.伯特(Joshua Burt)著;

978-986-134-147-7 希望真的存在: 一隻拉布拉多犬如何創造奇蹟

9903 艾倫.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作; 陳信宏譯

978-986-134-149-1 機場裡的小旅行: 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

總計: 4種 8冊

竹市文化局 連絡人:廖專 電話:(03)5319756ext225 傳真:(03)5324834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東大路二段15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長青等著 978-986-02-0193-2 花園城市快樂風城: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09

9812 林則燁等著; 孫德宜翻譯 978-986-02-0194-9 花園城市快樂風城: 竹塹文學獎兒童詩得獎作品

輯. 2009

9812 林松總編輯 978-986-02-0990-7 戀戀眷村: 新竹市眷村文化特色空間運用調查研

究專輯

9901 貝馬丁作 978-986-02-2056-8 英國藝術家貝馬丁玻璃藝術創作展: 雕塑光影

9901 林榮洲總編輯 978-986-02-2057-5 虎-庚寅年玻璃生肖展

總計: 5種 10冊

竹市府 連絡人:廖專 電話:(03)5319756ext225 傳真:(03)5324834

郵遞區號:30051 地址:新竹市中正路12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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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姚霞芬總編輯 978-986-02-1591-5 幸福.花園.新竹市: 2009第七、八屆市長交接暨市

政成果專輯

總計: 1種 2冊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 連絡人:鄧淑慧 電話:(037)633661 傳真:(037)633661

郵遞區號:35057 地址:苗栗縣竹南鎮公館里

7鄰大埔頂7號

 E-mail:d5525@ms1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林瑞華作 978-986-80493-2-1 高溫柴燒之美壺與碗: 林瑞華陶藝專輯

總計: 1種 2冊

竹縣文化局 連絡人:李秀芬 電話:(03)5510201ext281 傳真:(03)5517060

郵遞區號:30295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縣政九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龍玉芬作 978-986-01-9888-1 一座護隘廟宇的個案研究: 以新竹北埔慈天宮為

例

9810 趙正貴作 978-986-02-0046-1 賽夏族的歷史文化傳統與變遷

9811 曾煥鵬總編輯 978-986-02-0336-3 新竹縣吳濁流文藝獎得獎作品集. 2009

9812 楊鏡汀, 范明煥作 978-986-02-0983-9 北埔聚落文化語言小百科

9812 盧雲珍總編輯 978-986-02-1723-0 大咖逗陣Show創藝: 學校與社區動手玩創意

9812 林柏燕作 978-986-02-1794-0 前進李崠山

9812 廖景淵著 978-986-02-1851-0 老祖公的腳印: 消失的行業及屋舍

9812 曾煥鵬總編輯 978-986-02-1944-9 竹風。築夢: 新竹縣社區總體營造紀錄. 2009

總計: 8種 19冊

竹縣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534659

郵遞區號:30210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光明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光宗計畫主持 978-986-02-1155-9 新竹縣年度營造成果專冊. 九十五、九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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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曾光宗計畫主持 978-986-02-1612-7 新竹縣政府委託環境景觀總顧問服務工作成果報

告書. 九十八年度

總計: 2種 4冊

竹縣美術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0243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新溪街

276巷1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魏坤松總編輯 978-986-82657-1-4 竹縣美協: 新竹縣美術協會會員聯展專輯. 2009

總計: 1種 1冊

竹縣樹杞林客家文化協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965889

郵遞區號:31041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興農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姜義鎮編著 978-986-84585-1-2 新竹縣廟宇文化調查. 佛教篇

9810 姜義鎮編著 978-986-84585-2-9 歲時節俗

總計: 2種 2冊

休休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吳燕如 電話:(07)5362850 傳真:(07)3388695

郵遞區號:8024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林森二

路9巷7號

 E-

mail:xiuxiu.xiu@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如石著 978-957-29810-6-1 念佛法門面面觀: 淨土聖賢錄精選別裁

9811 唐一玄編注 978-957-29810-8-5 圓覺經自課

9811 宗泐, 如■原注; 唐一玄別

注; 釋心印會箋

978-957-29810-9-2 四卷楞伽經注箋

9811 唐一玄編述 978-986-6313-00-4 大佛頂首楞嚴經概介暨選講

9811 唐一玄編注 978-986-6313-01-1 大佛頂首楞嚴經自課

9811 唐一玄述論; 釋心印等編注 978-986-6313-02-8 六祖壇經論釋

9811 唐一玄編述 978-986-6313-03-5 壇經與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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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唐一玄編注 978-986-6313-04-2 禪宗語錄別輯會注

9811 唐一玄編著 978-986-6313-05-9 妙法蓮華經■要與編解

9811 唐一玄編著 978-986-6313-06-6 教典會閱暨佛經音義

9811 唐一玄編著 978-986-6313-07-3 學佛應世■集

總計: 11種 11冊

印書小舖 連絡人:焦正偉 電話:(04)22607061 傳真:(04)22607061

郵遞區號:40253 地址:臺中市南區福新街96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黃明豐著 978-986-6659-03-4 家庭教育之路

9703 鍾正道著 978-986-6659-04-1 張愛玲小說的電影閱讀

9704 楊芳芷著 978-986-6659-05-8 天空不盡是彩虹

9708 盧建旭著 978-986-6659-12-6 數位機會中心. 輔導篇

9708 羅庭瑤作 978-986-6659-13-3 Of legacy and light: derek walcott and the luminescence

of time

9710 渡夫著 978-986-6659-14-0 隱舟集

9808 林正國著 978-986-6659-29-4 妙廣老和尚在臺灣佛教的地位與貢獻之探討

9808 明煌蓮著 978-986-6659-30-0 破月草子.曉降

9808 吳永華著 978-986-6659-31-7 臺灣人理農林學研究先驅

9811 貓羽二白著 978-986-6659-32-4 萌與宅: 本格動漫宅詩本

9812 劉依潔著 978-986-6659-33-1 施叔青與李昂小說中的臺灣想象

9812 爺克斯圖文 978-986-6659-35-5 爺克斯的異想世界

9901 劉依潔著 978-986-6659-36-2 <<人間>>雜誌研究

9812 劉振漢著 978-986-6659-38-6 尼比盧

總計: 14種 14冊

印順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潘莉健 電話:(02)27219105 傳真:(03)5537841

郵遞區號:30268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縣政九

路28巷7號

 E-

mail:yinshun.edu@msa.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釋厚觀主編 978-986-84981-5-0 空之探究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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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企鵝圖書 連絡人:劉怡君 電話:(06)2917489ext113 傳真:(06)2917506

郵遞區號:70248 地址:臺南市新和橫路19號  E-

mail:b2005879@ms5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我的這一班』編劇小組

劇本原著; 秋小魚小說改

978-986-6596-34-6 我的這一班之陽光綠島睡美人

9811 安基勳作 978-986-6596-37-7 牙齒的保健: 令人驚奇的身體小百科

9902 韓結文.圖 978-986-6596-43-8 史懷哲

9902 韓結文.圖 978-986-6596-44-5 愛因斯坦

9902 韓結文.圖 978-986-6596-45-2 愛迪生

9902 韓結文.繪 978-986-6596-46-9 諾貝爾

9902 李美善文; 權台源繪 978-986-6596-47-6 牛頓

9902 朴鐘官文.圖 978-986-6596-48-3 海倫凱勒

9902 朴鐘官文.圖 978-986-6596-49-0 法布爾

9902 年輪文; 權台源圖 978-986-6596-50-6 拿破崙

9902 金男吉文; 金福勇圖 978-986-6596-51-3 林肯

9902 金男吉文; 白貞賢繪 978-986-6596-52-0 居禮夫人

總計: 12種 12冊

自動控制學會 連絡人:胡伊欣 電話:(06)2361999 傳真:(06)2372789

郵遞區號:70101 地址:臺南市大學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Chinese Automatic Contral

Society

978-986-84845-1-1 Conference digest of 2009 CACS international

automatic control conference

總計: 1種 1冊

自然科學博物館 連絡人:林美齡 電話:(04)23226940ext256 傳真:(04)23235347

郵遞區號:40453 地址:臺中市館前路1號  E-mail:pub@mail.nmns.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屈慧麗著 978-986-02-1301-0 城市考古: 隨筆與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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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何傳坤, 廖紫均主編 978-986-02-1619-6 不褪的光澤: 臺灣原住民服飾圖錄

9812 何傳坤, 廖紫均主編 978-986-02-1618-9 不褪的光澤: 臺灣原住民服飾圖錄

9812 程延年等作 978-986-02-1676-9 水中蛟龍: 史前水棲爬行動物

9901 何恭算等撰稿; 高慧芬主編 978-986-02-2063-6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總計: 5種 16冊

伊藤幹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267165

郵遞區號:23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竹林路

134號3樓301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伊藤幹彥著 978-957-41-6769-2 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 以明治期.大正期.昭和期為

中心

9812 伊藤幹彥著 978-957-41-6770-8 日本亞洲關係史研究: 以日本的南進政策為中心

總計: 2種 2冊

行天宮文教發展基金會 連絡人:潘瑞龍 電話:(02)27180171ext354 傳真:(02)27170536

郵遞區號:1048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三段303巷14弄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財團法人行天宮文教發展

促進基金會編著

978-986-80607-7-7 文心薈萃: (行天宮人文獎)書法、美術創作比賽得

獎作品集. 第八屆

總計: 1種 1冊

行政院研考會 連絡人:曾美珍 電話:(02)23419066ext1430 傳真:(02)23967648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路

一段2-2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敦源研究主持; 行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978-986-02-1999-9 運用網路進行公民連署之評估與機制設計

9812 姜皇池研究主持; 行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978-986-02-2201-2 海洋事務統合法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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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廖福特研究主持; 行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978-986-02-2217-3 我國人權政策及執行機制之研究

9901 李瑞中等作; 行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編

978-986-02-2239-5 我的2020: 臺灣十年發展大未來

9903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著

978-986-02-2593-8 跨越41.創新啟動 整合服務.效能躍升: 行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41週 年會慶專刊

總計: 5種 10冊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 連絡人:楊小萍 電話:(02)27377354 傳真:(02)27377333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二段

106號5樓

 E-mail:e-

taiwan@nici.na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978-986-02-0790-3 智慧臺灣

981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978-986-02-2055-1 資訊國力年鑑. 2008-2009

總計: 2種 4冊

行政院秘書處 連絡人:林琪雯 電話:(02)33566836 傳真:(02)33566842

郵遞區號:1005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

路一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編 978-986-02-2093-3 訴願制度研討會會議實錄. 2009

9812 行政院法規委員會編 978-986-02-2102-2 獨立機關之法制定位: 行政院法制研討會實錄. 98

年度

總計: 2種 4冊

全力 連絡人:高嫻霖 電話:(02)27059354 傳真:(02)27078698

郵遞區號:1068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二段105號26樓

 E-mail:blait@maxpower-

p.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Vofan著 978-986-85593-0-1 Colorful dreams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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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生涯規劃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48226

郵遞區號:40348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西四

路126號12樓之3

 E-

mail:chienwen@mail.l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陳義明著 978-986-84256-2-0 全方位的人生經營

總計: 1種 1冊

全球華人藝作發表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0758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大容西

街35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彭惠蘭執行編輯 978-986-81995-3-8 臺灣全球華人藝術創作發表協會創作年鑑. 2008

總計: 1種 1冊

全國藥品雜誌 連絡人:黃鳳秋 電話:(02)27569718 傳真:(02)27659052

郵遞區號:1057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東

路五段69巷4弄27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陳長安編著 978-986-83704-5-6 常用藥物治療手冊

9812 陳長安, 謝瑞坤編著 978-986-83704-6-3 癌症治療與用藥手冊

總計: 2種 2冊

全華圖書 連絡人:曾美珠 電話:(02)22625666ext324 傳真:(02)22628333

郵遞區號:23671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忠義路

21號

 E-

mail:michelle@ms1.chwa.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高中編輯部編著 978-957-21-6223-1 透析高二地球與環境教學講義(教師用). 下冊

9812 詹添印, 廖德潭, 周漢標編 978-957-21-6485-3 機械材料試驗

9706 2008第二屆海峽兩岸科技

與人文教育暨產學合作研

978-957-21-6668-0 海峽兩岸科技與人文教育暨產學合作研討會論文

集. 2008第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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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周波著 978-957-21-7108-0 環保節能機構實用化之研究

9806 互動科技藝術暨實務研討

會論文編審小組著

978-957-21-7193-6 互動科技藝術學術暨實務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05 陳珠元著 978-957-21-7194-3 Utilize the interpretation design to change tourists'

inappropriate behavior in national parks

9812 鄭群星編著 978-957-21-7304-6 FPGA數位邏輯設計: 使用Xilinx ISE發展系統

9809 李之恩, 沈盈貝, 賈寶琳編 978-957-21-7316-9 中餐烹調實習. III、IV: 乙級學術科

9810 夏日新編著 978-957-21-7328-2 高二生物教學講義. 下

9810 王允上編著 978-957-21-7356-5 機器人單晶片微電腦控制

9809 黃士銘, 嚴紀中, 阮金聲編 978-957-21-7359-6 電腦稽核: 理論與實務應用

9812 范盛祺, 楊瑞德, 楊正祥編 978-957-21-7372-5 基本電學實習. I

9901 井上誠喜等合著; 吳上立,

林明德編譯

978-957-21-7373-2 C語言數位影像處理

9810 莊雪芳, 蔡欣蓉, 施芳斳作 978-957-21-7374-9 高級中學高二生物. 下冊

9811 陳俊興著 978-957-21-7377-0 表現技法白皮書

9811 呂巧華編著 978-957-21-7386-2 升科大四技家庭教育

9812 朱碧貞編著 978-957-21-7406-7 食物學. II

9812 謝東閔編著 978-957-21-7408-1 透析高二物理教學講義(學用版). 下冊

9812 陳冠明等編著 978-957-21-7414-2 高中歷史教學講義. 二

9812 黃學亮編著 978-957-21-7417-3 微積分

9812 陳冠明, 陳士源, 吳珮瑜編 978-957-21-7418-0 高中歷史教學講義. 四

9812 劉原超等編著 978-957-21-7420-3 企業倫理

9812 楊枚編著 978-957-21-7424-1 高中地理總複習. II

9812 竇其仁等編著 978-957-21-7427-2 車載資通訊實驗: 通訊協定與管理

9812 勤益科技大學管理學院著 978-957-21-7428-9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管理學術研討會. 第七屆: 永續

經營與發展論文集

9901 蘭陽技術學院健康休閒管

理系著

978-957-21-7456-2 蘭陽技術學院『水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2010

9901 趙樹人著 978-957-21-7464-7 構圖與用途

9901 蘇紹雯等著 978-957-21-7495-1 觀光英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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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8種 28冊

全備福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250014

郵遞區號:11278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東華街

一段360號5樓

 E-mail:mission@church.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左坤著 978-986-85594-1-7 屬靈旋風之旅: 奉差遣腳蹤. 第三集

9901 左坤著 978-986-85594-2-4 請大家告訴大家,彼此代禱

總計: 2種 2冊

全磊企業社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427869

郵遞區號:23559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平路

601號10樓之1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申亞華著 978-986-85103-1-9 岔曲研究

9812 楊敏昇編著 978-986-85103-4-0 遺體處理學

總計: 2種 2冊

合慶國際圖書 連絡人:賴惠美 電話:(04)25298055 傳真:(02)28765069

郵遞區號:11283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天母西

路105號3樓

 E-

mail:allen135@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洪筱媛編著 978-986-7828-90-3 飲料調製技術士丙級學術科題庫解析

9903 侯怡禎編著 978-986-7828-92-7 美容乙級學科總複習

9903 侯怡禎編著 978-986-7828-93-4 美容乙級術科總複習

總計: 3種 3冊

名冠藝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943919

郵遞區號:310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忠孝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陳昭賢總編輯 978-957-99630-9-1 梁奕焚. 2009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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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識界圖書文化 連絡人:張淑惠 電話:(02)22261515 傳真:(02)22261010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路

7號7樓

 E-

mail:multiviews@mail.giga.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述古老人作 978-986-6574-03-0 還鄉直指

9804 蘇俊源解釋 978-986-6574-04-7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白話解釋&生平聖蹟畫集

9805 蘇俊源註解 978-986-6574-05-4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9809 蘇俊源著 978-986-6574-07-8 簡單的生活易經

9809 鄭清榮著 978-986-6574-08-5 心經淺說

9812 林志商編撰 978-986-6574-10-8 媽祖略傳

總計: 6種 6冊

牟永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3304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

樹人路5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牟永平著 978-957-41-6906-1 中央警察大學校園暨鄰近地區的植物

總計: 1種 3冊

如何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ext4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50號6樓之1

 E-

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榜首贏家編著 978-986-136-227-4 榜首這樣K基測總復習: 自然科30個高分關鍵字

9901 榜首贏家著 978-986-136-228-1 榜首這樣K基測總復習: 英語科20個高分關鍵字

9901 榜首贏家著 978-986-136-229-8 榜首這樣K基測總復習: 社會科30個高分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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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榜首贏家編著 978-986-136-230-4 榜首這樣K基測總複習: 數學科20個高分關鍵字

9901 榜首贏家作 978-986-136-231-1 榜首這樣K基測總複習: 國文科20個高分關鍵字

9901 新谷弘實作; 劉滌昭譯 978-986-136-238-0 永保青春的飲食: 新谷醫師的養生革命

9901 李佩蓉著 978-986-136-239-7 一秒鐘電腦操作術: 70個意想不到的省時實用妙

招

9901 李延明著 978-986-136-240-3 生命自救法門: 先天真■修復你的健康

9902 東大家庭教師之友會編著;

劉滌昭譯

978-986-136-241-0 東大生不藏私: 日本第一金榜讀書法

9902 仲川浩世著; 周昭駿譯 978-986-136-242-7 TOEIC一本致勝: 聽力、閱讀全題型高分寶典

9902 矢野鈴著; 歐凱寧譯 978-986-136-243-4 滋補你的設計魂: 創意人必備的工作思考術

9903 日本娛樂媒體總合學院

(Amusement Media Academy)

978-986-136-244-1 萌少女繪圖教室: 女僕系.奇幻系.制服系.妹系.成

熟系.寫實系一畫就上 手

9903 清水加津造著; 周昭駿譯 978-986-136-246-5 串單: 日本最強英單記憶法

總計: 13種 26冊

如來 連絡人:楊詠蘭 電話:(03)9225128 傳真:(03)9222101

郵遞區號:26059 地址:宜蘭市農權路三段6  E-mail:rul.ai@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法禪法師著 978-957-97763-8-7 法雨繽紛

總計: 1種 1冊

好名堂文化館 連絡人:劉信宏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路

206號3樓

 E-

mail:tom@elegant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劉超平著 978-986-6937-48-4 學會怎麼說鼓勵孩子的100句話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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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化 連絡人:于筱芬s 電話:(02)89146405 傳真:(02)29107127

郵遞區號:2315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祥路

102巷42弄83號

 E-mail:chou@elitebook.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林慶昭作 978-986-6373-05-3 作文箴言警句一本通: 3000則名句格言,讓你引經

據典超容易

9808 林慶昭作 978-986-6373-06-0 怎樣放手才溫柔: 寫給戀人的33封最後的情書

9808 林慶昭作 978-986-6373-07-7 轉個彎,還是有路可走: 向左不通,請向右走

9808 林慶昭作 978-986-6373-08-4 真愛,最貼心: 幸福一生的30則真愛宣言

9808 雷克斯作 978-986-6373-09-1 把錢花在刀口上: 省錢達人大作戰

9810 林慶昭作 978-986-6373-10-7 把心放下,就是天堂: 讓心更貼近自己的90個感悟

9808 方雁作 978-986-6373-11-4 給孩子一生受用的座右銘: 父母留給孩子最寶貴

和最有價值的禮物

9808 韓彥作 978-986-6373-12-1 給孩子一生受用的智慧: 向古人學習的50堂必修

課

9811 林慶昭作 978-986-6373-13-8 好樂活,好自在: 活出自信和快樂的32個新主張

9811 QQ男作 978-986-6373-14-5 網路聊天達人教你追男把妹: 情話高手一本通

9809 林慶昭作 978-986-6373-15-2 考場必勝作文一本通: 考前三十天作文總攻略

9809 四季豆作 978-986-6373-16-9 擺脫負翁一族,拒絕當卡奴: 小小卡奴的異想世界

9809 燕尾蕨作 978-986-6373-17-6 不向困境低頭: 向動物學習的70個理由

9809 林慶昭作 978-986-6373-18-3 真愛,永遠值得等待: 好優的男人都娶了誰?

9809 李剛作 978-986-6373-19-0 用創意賺大錢: 窮忙族大翻身の201個創意思考致

富

9810 李剛作 978-986-6373-20-6 哲學家的最後一堂課: 人生要學會面對的50個問

題

9812 韓彥作 978-986-6373-21-3 愛情,最浪漫的事: 古典浪漫愛情詩詞名句
第 204 頁，共 653 頁



9810 林慶昭作 978-986-6373-22-0 把吃苦當作吃補: 關於熱愛生命的勇者故事

9810 林慶昭作 978-986-6373-23-7 放手找到真幸福: 每個人都該好好被甩一次

9810 歐陽策作 978-986-6373-24-4 再忙,也要讓心靈做做瑜珈: 世界三大宗教的心靈

智慧

9812 林慶昭作 978-986-6373-25-1 用智慧雕塑美麗: 女人要美麗,更要有智慧

9810 林慶昭作 978-986-6373-26-8 作文辭彙詞語一本通

9810 林慶昭作 978-986-6373-27-5 贏在中文力,提升競爭力: 英文學不好,中文更要好

9811 燕尾蕨作 978-986-6373-28-2 不景氣,更要爭氣: 激勵衝破逆境的小故事

9811 林慶昭作 978-986-6373-30-5 心開,路就開

9811 QQ男作 978-986-6373-31-2 一■■一則溫馨手機祝福

9811 王璽作 978-986-6373-32-9 12星座超人氣の職場寶典: 前進職場,工作大贏家

9812 QQ男作 978-986-6373-34-3 追男把妹簡訊情話大全

9812 林慶昭作 978-986-6373-35-0 創意,最輕鬆的賺錢術

9812 林慶昭作 978-986-6373-36-7 作文參考美句一本通

9901 林慶昭作 978-986-6373-37-4 行動,勇敢跨出第一步: 跟動物學處事態度

9901 林慶昭作 978-986-6373-38-1 簡單,也可以很豐富

9812 林慶昭作 978-986-6373-39-8 親情,可以如此浪漫

9902 米可作 978-986-6373-40-4 謝謝你,朋友!: 33個影響你一輩子的故事

9901 韓彥銘著 978-986-6373-42-8 成功人生的座右銘

9903 方雁作 978-986-6373-43-5 教育孩子有一套: 孩子的發展好壞,父母是關鍵

9903 卡蘿作 978-986-6373-45-9 幸福,因為愛過

9903 林慶昭作 978-986-6373-46-6 為生活加一點防腐劑

總計: 38種 38冊

好優文化 連絡人:于筱芬s 電話:(02)89146405 傳真:(02)29107127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路

二段218巷10號4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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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張文朝著 978-986-6557-49-1 完全戰勝!日檢四級文法

9810 張文朝著 978-986-6557-50-7 完全戰勝!日檢三級文法

9809 陳碩著 978-986-6557-51-4 經濟學典範. 2: 經濟學奧義完全解析

9811 張文朝著 978-986-6557-52-1 完全戰勝!日檢二級單字

9810 黃永宏作 978-986-6557-53-8 老師沒教的大學必修學分: 社團成功學

9811 王尹, 王鼎著 978-986-6557-54-5 管理實務典範: 系統思考及理論運用

9812 王麗萍監製 978-986-6557-55-2 五十音!!教你開口說日文

9811 陳碩著 978-986-6557-56-9 經濟學典範. 3: 經濟學奧義完全解析

9812 張文朝作 978-986-6557-57-6 日文形容詞大全

9811 劉祥亞作 978-986-6557-59-0 維京奇蹟: 看理察.布蘭森如何打造維京傳奇

9901 劉祥亞作 978-986-6557-63-7 北歐智者英格瓦.坎普拉

9901 王志剛作 978-986-6557-64-4 不朽的松下奇蹟

總計: 12種 12冊

沛報國際 連絡人:鄭明宜 電話:(02)25681779ext117 傳真:(02)25683576

郵遞區號:1044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二段26巷2號1樓

 E-mail:info@ppaper.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胡至宜, 羅品■作 978-986-83997-4-7 大象散步

總計: 1種 1冊

沙發書坊文化 連絡人:鄭欣 電話:(02)22182708ext10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黃桐作 978-986-85064-3-5 日子再苦我還是原來的我: 讓你在逆境困頓中,仍

不會迷失自我的75個寓 言小故事

9901 林榮煜作 978-986-85064-4-2 雪梨,非去不可的58個理由

總計: 2種 2冊

沈昭良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64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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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22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二段2巷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沈昭良著 978-957-41-6749-4 築地魚市場

總計: 1種 1冊

沈冠伶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367759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試院路84巷10  E-mail:kshen@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沈冠伶著 978-957-41-6723-4 民事程序法之新變革

總計: 1種 1冊

宋氏照遠 連絡人:陳玉潔 電話:(02)29413242 傳真:(02)29413458

郵遞區號:2358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新街

286巷10號2樓

 E-mail:abced-

jessica@ms14.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張佐鵬主編 978-986-84367-2-5 于右任先生及其詩文集: 跨越兩世紀的革命元勳

總計: 1種 1冊

宋孟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938809

郵遞區號:43746 地址:臺中縣大甲鎮南陽里

鎮瀾街1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宋孟遠作 978-957-41-6849-1 手球裁判員指導手冊

總計: 1種 2冊

宏友圖書 連絡人:彭琦雁 電話:(02)23699785ext32 傳真:(02)23643668

郵遞區號:1064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82號3樓

 E-mail:heavwn@icc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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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曾百由編著 978-986-83569-6-2 dsPIC數位訊號控制器原理與應用: MPLAB C30開

發實務

9901 李文彬著 978-986-83569-7-9 從科技到跨領域藝術的觀點探討結合數位的音樂

劇場創作多面向

總計: 2種 2冊

宏欣文化 連絡人:周r 電話:(02)89351216 傳真:(02)89351217

郵遞區號:11681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盛街  E-mail:JJ2013@ms2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段振離著 978-957-9411-71-4 紅樓說酒

總計: 1種 1冊

宏道文化 連絡人:莊麗娜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路

206號3樓

 E-

mail:lina_chuang@elegantbook

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卡爾.紐波特(Cal Newport)

著

978-986-7232-70-0 大學生必修的75堂課: 從優秀學生中脫穎而出的

致勝祕訣

總計: 1種 1冊

宏碩文化 連絡人:江序芬 電話:(02)55999999ext2583 傳真:(02)55905979

郵遞區號:2314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路

三段3號9樓

 E-mail:fen@molif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冠蒨總編輯 978-986-6549-31-1 宜蘭假期完美攻略

9901 陳冠蒨總編輯 978-986-6549-32-8 新高雄 潮玩攻略

9902 行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978-986-6549-33-5 搭捷運.玩臺北. 10'-11'版

9903 林柏壽文字攝影 978-986-6549-34-2 峇里島玩全指南. 10'-11'版

總計: 4種 8冊

良品文化館 連絡人:劉信宏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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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路

206號3樓

 E-

mail:tom@elegant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王正華著 978-986-7139-15-3 看故事輕鬆搞懂經濟學

9806 陳穎仁著 978-986-7139-16-0 下飯菜50味輕鬆煮: 你一定想做的50道簡單素料

理

9807 薩繆爾.史密斯(Samuel

Smiles)著; 李小丹編譯

978-986-7139-17-7 品格的力量: 一本暢銷全球超過130年的美德書

9808 王文東著 978-986-7139-18-4 卡內基的人際哲學: 怎樣獲得友誼及影響他人

總計: 4種 4冊

形而上畫廊 連絡人:劉芳婷 電話:(02)27713236 傳真:(02)27317598

郵遞區號:1069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一段219號7樓

 E-mail:artmaptw@yahoo.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金善姬專文 978-986-84372-6-5 天野喜孝: 飛向天界.Deva Loka

9901 陸蓉之專文; 黃可儂翻譯 978-986-84372-7-2 Are you waiting for me?權奇秀新桃花源

總計: 2種 2冊

志文 連絡人:張麗卿 電話:(02)28719141 傳真:(02)28719151

郵遞區號:1115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

路七段82巷10弄2號

 E-mail:c151@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李幼鸚鵡鵪鶉作 978-957-545-772-3 鵪鶉在鸚鵡頭上唱歌

9903 老子原著; 陸晉德白話語譯 978-957-545-773-0 老子終於讀懂

總計: 2種 3冊

志光教育文化 連絡人:黃妃伶s 電話:(06)2522444 傳真:(06)2316968

郵遞區號:71071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中山南

路515號1樓

 E-mail:joani@publi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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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古正信編著 978-986-128-330-2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

9809 宋文編著 978-986-128-331-9 經典行政學讀本

9809 黃靖編著 978-986-128-333-3 政治學

9809 吳迪著 978-986-128-334-0 教育統計

9809 吳迪編著 978-986-128-335-7 教育統計

9807 齊天編著 978-986-128-345-6 國文(測驗)

9810 黃雋編著 978-986-128-354-8 世界文化史(世界通史)申論題庫Q&A

9702 公孫策, 楊集衣編著 978-986-128-357-9 企業管理

9807 程薇編著 978-986-128-358-6 心理學(含概要): 包括諮商與輔導

9808 許偉, 許碩傑編著 978-986-128-359-3 經濟學

9805 林育智編著 978-986-128-360-9 土地法

9802 顏台大編著 978-986-128-361-6 民法物權編

9805 顏台大編著 978-986-128-362-3 法學緒論主題式題庫Q&A

9811 李俊儀編著 978-986-128-364-7 勞工行政與勞工立法(概要)

9810 林清編著 978-986-128-365-4 行政法概要

9807 齊天編著 978-986-128-366-1 國文(作文)

9812 鍾棋楠編著 978-986-128-367-8 會計學測驗題庫Q&A

9812 林敏玄編著 978-986-128-368-5 運輸學(含大意)

9803 陳萱編著 978-986-128-369-2 公民

9812 程金編著 978-986-128-370-8 基本電學歷屆混合試題完全攻略

9812 李俊儀編著 978-986-128-372-2 就業安全制度(概要)

9710 吳迪編著 978-986-128-373-9 統計學

9807 陳萱編著 978-986-128-374-6 公民歷屆試題詳解

9805 郭雋, 金文豪編著 978-986-128-375-3 國文測驗題庫解析: 含公文格式用語

9805 朱武編著 978-986-128-376-0 新式國文(測驗)歷屆試題演練

9805 郭雋編著 978-986-128-377-7 國文測驗: 公文格式用語及應用文精要

9803 公孫策編著 978-986-128-378-4 行銷管理(行銷學含消費者行為)

9804 鍾棋楠編著 978-986-128-379-1 會計學大意

9807 陳仕中編著 978-986-128-380-7 電路學精要歷屆混合題庫解析

9807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978-986-128-382-1 會計審計法規

9901 簡正城編著 978-986-128-384-5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題庫Q&A

9812 志光編委會編著 978-986-128-385-2 教育綜合科目歷屆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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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 公孫策編著 978-986-128-386-9 企業管理測驗題庫Q&A

9812 鍾棋楠編著 978-986-128-387-6 會計學測驗題庫Q&A

9812 程金編著 978-986-128-388-3 基本電學歷屆混合試題完全攻略

9812 呂興, 陳明編著 978-986-128-389-0 國小數學歷屆試題

9807 顏弘, 顏國秉編著 978-986-128-390-6 英文測驗題庫Q&A

9805 張建昭, 張敬章著 978-986-128-391-3 會計審計法規混合題庫Q&A

9812 方大軍編著 978-986-128-392-0 犯罪學

9812 志光編委會編著 978-986-128-393-7 教師檢定歷屆試題

9812 志光編委會編著 978-986-128-395-1 幼教專業科目歷屆試題

9812 志光編委會編著 978-986-128-396-8 特殊教育歷屆試題

9902 程翔, 龍聖編著 978-986-128-421-7 消防警察考前速成

9902 李俊儀編著 978-986-128-422-4 公司法

總計: 44種 44冊

巫明俐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5093022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明水路

655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巫明俐撰 978-957-41-6929-0 由英國作曲家包文、巴克斯、布里基以及克拉克

作品探討泰悌斯主導之二十世紀中提琴文藝復興

總計: 1種 1冊

李仁豪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0570 地址:彰化縣鹿港鎮東崎里

打鐵4-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仁豪作 978-957-41-6477-6 從聖經基礎看臺灣禮拜堂建築

總計: 1種 1冊

李玉輝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三民路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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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李玉輝作 978-957-41-7021-0 天父地母普化聖經: 新易經

總計: 1種 1冊

李茲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2180043

郵遞區號:1009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東

路92號3樓

 E-mail:irene.wu@leeds-

globa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安士利.麥克勞(Ainslie

Macleod)著; 黃貝玲譯

978-986-83709-9-9 這一生為何而來: 靈界導師的10門課

總計: 1種 1冊

李得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91247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興南村

展興路1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得福著 978-957-41-6830-9 錢有角: 客語鄉土文學

總計: 1種 1冊

李雅樵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1079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中華二

路340巷10號16樓之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雅樵作 978-957-41-6818-7 零的人生: 李雅樵的政治傳奇

總計: 1種 1冊

李順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18756

郵遞區號:1069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一段177巷11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順惠作 978-957-41-6773-9 適如遊藝: 李順惠油畫集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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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慧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木柵路二段109

巷100巷60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慧玫著 978-957-41-5340-4 單簧管作品研究

總計: 1種 2冊

究竟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ext4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50號6樓之1

 E-

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澀谷昌三, 小野寺敦子著; 978-986-137-119-1 了解人在想什麼: 一生受用的心理學入門

9902 吳思著 978-986-137-120-7 血酬定律: 中國歷史上的生存遊戲

9903 海堂尊著; 陳寶蓮譯 978-986-137-121-4 少年醫學生的反擊

總計: 3種 6冊

投縣文化局 連絡人:陳楝 電話:(049)2221619ext303 傳真:(049)2240480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市建國路135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振盛總編輯 978-986-02-1202-0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一屆

9812 陳振盛總編輯 978-986-02-1656-1 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得獎作品專輯. 第十屆

9812 李瑞騰等撰 978-986-02-1734-6 南投縣文學發展史

9812 陳振盛總編輯 978-986-02-1735-3 南投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12 魏裕鑫撰稿 978-986-02-2153-4 南投縣社區深度文化之旅手冊: 濁水溪線: 水里

鄉、集集鎮、魚池鄉、信義鄉

總計: 5種 10冊

投縣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37667

郵遞區號:54001 地址:南投市中興路6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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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劉仲成總編輯 978-986-02-0931-0 南投縣921震災十週年紀念: 彩繪陽光南投繪畫專

輯

總計: 1種 1冊

投縣社區規劃協進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205152

郵遞區號:54059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八卦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邱建昌等調查.撰文 978-986-85852-0-1 八卦山脈橫山百種植物

總計: 1種 3冊

投縣鹿谷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汪鑑雄 電話:(049)2755355 傳真:(049)2755773

郵遞區號:55843 地址:南投縣鹿谷鄉鹿谷村

興農巷50-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汪鑑雄主編 978-986-84006-2-7 開山佑民: 慚愧祖師的啟示

總計: 1種 2冊

投縣鹿谷鄉公所 連絡人:林麗君 電話:(049)2755720ext208 傳真:(049)2750831

郵遞區號:558 地址:南投縣鹿谷鄉中正路

二段7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南投縣鹿谷鄉志編纂委員 978-986-02-1684-4 鹿谷鄉志

總計: 1種 2冊

育林 連絡人:李炳堯 電話:(02)28820921 傳真:(02)28820744

郵遞區號:1114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大西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黃澤元編著 978-986-6677-10-6 名人堪輿實記

9812 趙文鳴撰; 張成春編纂 978-986-6677-11-3 三元地理真傳

總計: 2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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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技術學院通識教育

委員會

連絡人:郭祐全 電話:(037)651188ext5511 傳真:(037)651226

郵遞區號:36143 地址:苗栗縣造橋鄉談文村

學府路168號

 E-mail:train@yd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識教

育委員會編著

978-957-8581-27-2 『就業核心基礎能力與通識教育』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

9804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識教

育委員會編著

978-957-8581-34-0 亞太地區多元文化暨各國族群和諧政策國際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

9805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識教

育委員會編著

978-957-8581-42-5 性別角色與通識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807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通識教

育委員會編著

978-957-8581-47-0 能源政策與永續發展之通識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

總計: 4種 4冊

育達商業科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651856

郵遞區號:36143 地址:苗栗縣造橋鄉談文村

學府路16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張秋容編著 978-957-8581-56-2 國貿英文閱讀與寫作ABC

總計: 1種 1冊

育達商業科大經營管理

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651217

郵遞區號:36143 地址:苗栗縣造橋鄉談文村

學府路16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57-8581-49-4 產業經營與管理國際研討會論文全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育達商職 連絡人:張暖 電話:(02)25776318 傳真:(02)2570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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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寧安街

12號

 E-

mail:yudah@mail.yudah.tp.edu.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育達周刊社編輯 978-957-8581-50-0 育達六十年史

總計: 1種 2冊

見證月刊 連絡人:張文文 電話:(02)23815105ext609 傳真:(02)23310702

郵遞區號:1044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一段2號8樓830室

 E-mail:witness@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嚴任吉著 978-957-9198-34-9 淡入淡出蒙太奇: 嚴神父談電影. 二

9901 金以楓著 978-957-9198-35-6 與時俱進: 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

總計: 2種 4冊

串門企業 連絡人:林育如 電話:(07)2213715 傳真:(07)2213053

郵遞區號:80144 地址:高雄市前金區民生二

路165號3樓之1

 E-

mail:trongman@ksmail.seed.ne

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戴天亮作 978-986-84193-2-2 浮光掠影

總計: 1種 1冊

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 連絡人:陳朝海 電話:(02)27122836 傳真:(02)27174593

郵遞區號:1048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三段215號10樓

 E-

mail:sea@mail.twcenter.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02 矢內原忠雄著; 林明德譯 978-957-97656-7-1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9712 張炎憲, 沈亮主編 978-986-81889-6-9 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 1, 臺灣民主運動人士篇

9802 張炎憲, 曾秋美主編 978-986-81889-7-6 一門留美學生的建國故事

9802 雷震作 978-986-85133-0-3 我的母親. 續篇: 雷震回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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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雷震作 978-986-81889-9-0 我的母親. 續篇: 雷震回憶錄

9802 雷震作 978-986-81889-8-3 我的母親. 續篇: 雷震回憶錄

9812 張炎憲, 陳美蓉主編 978-986-85133-1-0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論文集

9812 張炎憲, 沈亮主編 978-986-85133-2-7 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 2, 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

(1968-1974)

總計: 8種 8冊

吳秀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4048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府南一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978-957-41-6951-1 龍雲妙展: 太極名師 陳志明書法紀念專輯

總計: 1種 1冊

吳坤明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659682

郵遞區號:402 地址:臺中市南區大慶街二

段7巷39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吳坤明編著 978-957-41-6812-5 臺灣閩南話語音溯源字典

總計: 1種 1冊

吳柏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1279 地址:臺中縣大里市仁化路

823巷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吳柏勳, 亞雷姆作 978-957-41-6860-6 FileMaker一本通: 資料庫初探

總計: 1種 1冊

吳俊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271726

郵遞區號:40345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廊街8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俊德著 978-957-41-6826-2 孩子的錢事金生

9812 吳俊德著 978-957-41-6827-9 女人要懂得『算計』: 男人,是沒有靈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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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吳俊德著 978-957-41-6828-6 換顆腦袋作有錢人

9812 吳俊德著 978-957-41-6829-3 來去加拿大

總計: 4種 4冊

吳家慶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724013

郵遞區號:71814 地址:臺南縣關廟鄉新埔二

街72巷11號

 E-

mail:map7127@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外代果子著 978-957-41-6538-4 詩寫過多的情感,就需要有個殼居

總計: 1種 1冊

吳清智 連絡人:吳清智 電話:0918249173 傳真:(02)26276593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郵政第1-5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清智編著 978-957-41-6646-6 汽車保險行銷寶典

總計: 1種 1冊

吳惠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28 地址:臺北縣貢寮鄉仁里村

仁愛路38號

 E-mail:aodi

taipei@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吳惠君編著 978-957-41-6981-8 半世紀漁人: 澳底阿海兄

總計: 1種 1冊

吳鳳技術學院 連絡人:范淑媛 電話:(05)2267125ext23102 傳真:(05)2260213

郵遞區號:62153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建國路

二段117號

 E-mail:jwfit@mail.wf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宏榮編輯 978-986-85070-2-9 安全管理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12 蔡宏榮編輯 978-986-85070-1-2 安全管理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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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盧維新總編輯 978-986-85070-3-6 吳鳳學報. 第十七期

總計: 3種 3冊

吳鑫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403843

郵遞區號:23571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保健路

106巷30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吳鑫漢著 978-957-41-6834-7 手部復健問題處理副木

總計: 1種 1冊

秀威資訊科技 連絡人:林怡君 電話:(02)26579211ext16 傳真:(02)26579106

郵遞區號:11492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583巷25號1樓

 E-mail:crita@showw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許端容著 978-986-6909-47-4 梁祝故事研究

9609 陳綺著 978-986-6732-14-0 途中

9612 楊佳惠著 978-986-6732-18-8 荷蘭語會話暨文法自修專書

9707 曾美玲著 978-986-221-019-2 午後淡水紅樓小坐: <<曾美玲詩集>>

9709 張昌華著 978-986-221-027-7 曾經風雅: 文化名人的背影

9709 張昌華著 978-986-221-028-4 故紙風雪: 文化名人的背影

9706 傅吉毅著 978-986-221-030-7 臺灣科幻小說的文化考察(1968-2001)

9706 彭思舟主編 978-986-221-037-6 大陸律師考試考古題大破解. 2003-2007

9707 張景蘭作 978-986-221-039-0 行走的歷史: 新時期以來『文革』題材小說研究

9804 袁緝輝, 王愛珠等著 978-986-221-046-8 同愛共輝: 袁緝輝、王愛珠教授執教50年暨金婚

紀念

9708 南佳人著 978-986-221-047-5 紅樓夢真相大發現. 一, 石頭記的真相

9708 南佳人作 978-986-221-048-2 紅樓夢真相大發現. 二, 寶、黛初會故事的真相

9708 南佳人作 978-986-221-049-9 紅樓夢真相大發現. 三, 紅樓夢的真相

9708 王定和著 978-986-221-051-2 在美生活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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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 杜聖聰著 978-986-221-056-7 兩岸真相密碼: 中共對臺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

徑

9708 江芷玲著 978-986-221-062-8 越南新移民跨文化語言學習策略研究

9710 林怡種著 978-986-221-063-5 拾血蚶的少年

9709 桂宏誠著 978-986-221-065-9 中華民國立憲理論與1947年的憲政選擇

9709 楊啟宗著 978-986-221-066-6 金玉涼言

9709 陳仲彥著 978-986-221-067-3 教育研究資訊資源服務析論

9710 李宜珍(Doris Lee)著 978-986-221-071-0 回饋訊息於科技教學的功能與效應

9709 林宇玲著 978-986-221-073-4 兒童與網路: 從批判角度探討偏遠地區兒童網路

使用

9709 王建生著 978-986-221-074-1 陶謝詩選評注

9709 胡紹嘉著 978-986-221-076-5 敘事、自我與認同: 從文本考察到課程探究

9710 馬龍作 978-986-221-082-6 馬龍山水畫集

9711 李學華著 978-986-221-083-3 走過金三角

9710 李楊, 范泓作 978-986-221-084-0 重說陶希聖

9710 李洪華著 978-986-221-086-4 上海文化與現代派文學

9710 黃明陽著 978-986-221-092-5 行政調解機制之比較: 以消費爭議調解為中心

9710 邱千瑜著 978-986-221-093-2 天羽

9710 高玉著 978-986-221-096-3 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

9711 妍音著 978-986-221-102-1 螞蟻兵團逛東瀛

9712 余心樂著 978-986-221-119-9 洗錢大獨家

9712 黃大榮作 978-986-221-123-6 不用胭脂媚世人

9712 陳弈著 978-986-221-125-0 陳弈英文筆記

9712 謝碧娥作 978-986-221-126-7 杜象: 從反藝術到無藝術

9712 陶英惠著 978-986-221-127-4 民國教育學術史論集

9712 林河洲作 978-986-221-128-1 皮革塗飾工藝學

9712 魏邦良著 978-986-221-132-8 抵抗與逃遁: 中國文化人的不同選擇

9802 許鳳玉著 978-986-221-133-5 布料表層創作

9802 林靜宜著 978-986-221-136-6 輪機美女航海誌

9801 許靜文著 978-986-221-137-3 臺灣青少年成長小說中的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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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蔡惠美著 978-986-221-142-7 與我同心

9801 魏邦良著 978-986-221-147-2 隱痛與暗疾: 現代文人的另一種解讀

9803 戴嘉明作 978-986-221-154-0 次方中的類比: 戴嘉明作品集(創作報告)

9802 徐耀清作 978-986-221-158-8 企業尖兵: 推銷師練功秘笈

9802 眉睫著 978-986-221-160-1 朗山筆記: 現當代文壇掠影

9802 王健驊作 978-986-221-161-8 債權追償及債務清償實務教範

9802 黃大榮著 978-986-221-163-2 金手錶

9802 吳嘉陵作 978-986-221-164-9 傳統藝術的新視野

9802 阡陌作 978-986-221-166-3 跨界行旅: 攝掠南疆、尼泊爾

9802 張石山著 978-986-221-168-7 穿越: 文壇行走三十年

9803 陳子明著 978-986-221-170-0 荊棘路、獨立路: 陳子明自述

9802 吳黌銘著 978-986-221-171-7 英語樹狀圖句法結構全書

9802 王立著 978-986-221-176-2 邂逅: 曾經的悅讀

9802 葉長齡著 978-986-221-179-3 商業策略管理

9803 江燦騰著 978-986-221-180-9 江燦騰自學回憶錄: 從失學少年到臺大文學博士

之路

9804 雪堂著 978-986-221-182-3 從渺小到被絆倒: 雪堂讀書筆記

9803 敬文東著 978-986-221-184-7 事情總會起變化: 以中國共產黨黨史小說<<紅岩

>>為中心

9803 謝泳編 978-986-221-189-2 錢鍾書和他的時代: 廈門大學錢鍾書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9804 邱千瑜著 978-986-221-191-5 時光與足跡的凝望: 東歐.北歐

9803 許秦蓁著 978-986-221-192-2 時/空的重組與再現: 臺灣文學與城市論述

9803 Alexander C. H. Tung 978-986-221-195-3 Critical inquiry: some winds on works

9804 杜爾孫(Dursun Kose)作 978-986-221-196-0 如何教導直述語氣及祈使語氣: 以土耳其文之外

語教學為例

9803 周慶華著 978-986-221-197-7 新福爾摩沙組詩

9804 黃莉婷著 978-986-221-201-1 人體居所: (空間概念於服裝展演之設計規劃)

9803 江靜之著 978-986-221-202-8 從論述角度探析廣電新聞訪問者的現實與理想

9804 Michael Skupin 978-986-221-204-2 Anonym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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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4 陳長慶著 978-986-221-205-9 西天殘霞

9807 王國新著 978-986-221-206-6 健保與保健: 醫病雙贏之道

9804 王立著 978-986-221-207-3 玻璃碎片

9804 邱淑蘋著 978-986-221-208-0 旅遊安全學: 旅遊犯罪與被害預防

9804 王建生著 978-986-221-212-7 楚辭選評注

9805 許少滄著; 楊宗翰主編 978-986-221-216-5 椰城風雨

9805 Michael Skupin作 978-986-221-219-6 Merlin, Merlin, Merlin

9805 許少滄著 978-986-221-222-6 掌故王彬街

9805 許少滄著 978-986-221-223-3 澎湃岷灣

9805 季蒙, 程漢著 978-986-221-227-1 宋明思想史稿

9806 呂元璋著 978-986-221-238-7 催收達人の私房書. II, 資產管理公司之設立與運

作

9806 嚴泉著 978-986-221-242-4 現代中國的首次民主轉型: 民國初年的憲政試驗

9807 謝其章作 978-986-221-244-8 蠹魚篇

9807 劉昭仁作 978-986-221-247-9 戴學小記: 戴震的生平與學術思想

9806 林鵬著 978-986-221-249-3 平旦札

9807 張婉麗作 978-986-221-251-6 Liam O'Flaherty: the unromantic seanchai

9808 劉宜慶作 978-986-221-252-3 先生之風: 西南聯大教授群像

9808 劉宜慶作 978-986-221-253-0 絕代風流: 西南聯大生活實錄

9807 吳非著 978-986-221-254-7 臺灣傳媒亂象: 大公報之傳媒睇傳媒

9807 王啟明著 978-986-221-255-4 歐洲聯盟東擴之研究: 從國際社會化的途徑分析

9807 胡逢瑛著 978-986-221-258-5 俄羅斯傳媒新戰略: 從普京到梅普共治的時代

9808 陳正茂著 978-986-221-260-8 敝帚自珍: 陳正茂教授論文自選集

9810 黃雨欣著 978-986-221-261-5 歐風亞韻

9807 葉玉滿著 978-986-221-266-0 新移民女性子女國語文補救教學

9808 葉亮吟著 978-986-221-267-7 實情與幻境: 蘇軾辭賦創作篇章之研究

9808 蔡朝陽著 978-986-221-269-1 閱讀抵抗荒誕: 蔡朝陽中國教育觀察

9809 陳瀅著 978-986-221-271-4 塵世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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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韓■著 978-986-221-276-9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十年: 一九七八-二■■八年

9809 顏敏如著 978-986-221-277-6 拜訪壞人: 一個文學人的時事傳說

9809 張光達著 978-986-221-279-0 馬華當代詩論: 政治性、後現代性與文化屬性

9810 張振剛著 978-986-221-280-6 四月的丁香: 張振剛中短篇小說集

9809 黃岳年著 978-986-221-282-0 弱水讀書記: 當代書林擷英

9809 劉思白作 978-986-221-283-7 周易話解

9809 陳建軍, 張吉兵著 978-986-221-284-4 廢名研究札記

9811 陳亞南著 978-986-221-285-1 尋訪大陸美麗山水: 逍遙出生命的富足

9810 邵建作 978-986-221-286-8 搬起石頭砸頭: 中國大陸時事短評一■■篇(二■

■五-二■■八年)

9809 黃美序著 978-986-221-287-5 話白<<詩學>>與辯解

9809 陳碧月著 978-986-221-288-2 遇見幸福: 旅遊文學的魅力

9810 浪子著 978-986-221-289-9 浪子的一生

9810 葉至誠著 978-986-221-290-5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9809 許君遠著; 眉睫, 許乃玲編 978-986-221-291-2 許君遠文存

9812 陳永忠著 978-986-221-292-9 儲安平生平與思想研究: 國共不容的知識份子

9810 陳湘屏著 978-986-221-293-6 成語的語法、修辭及角色扮演

9809 魏邦良, 賈冬梅著 978-986-221-295-0 讀來讀往: 我的閱讀之旅

9810 徐中孟著 978-986-221-297-4 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了解中國各省文化產業

的入門書

9812 紀果庵著 978-986-221-298-1 不執室■記: 紀果庵文史隨筆選

9810 李偉明著 978-986-221-299-8 歷史不會開玩笑: 李偉明讀史隨筆選

9810 黃雨欣著 978-986-221-300-1 三百六十分多面人

9810 朱嘉雯著 978-986-221-301-8 篇篇起舞: 文學/文化評論

9811 倪慧山著 978-986-221-302-5 生之夢

9810 周正章著 978-986-221-303-2 笑談俱往: 魯迅、胡風、周揚及其他

9811 高玉著 978-986-221-305-6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反思

9811 季蒙, 程漢作 978-986-221-306-3 先秦思想史稿

9811 張偉作 978-986-221-308-7 談影小集: 中國現代影壇的塵封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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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汪子錫著 978-986-221-309-4 警察與傳播關係研究

9810 妍音著 978-986-221-310-0 詩藏無盡

9812 王國安著 978-986-221-314-8 和平.臺灣.愛: 李魁賢的詩與詩論

9810 吳光炳著 978-986-221-315-5 2010庚寅年平安開運通書

9810 黃文樹作 978-986-221-323-0 幼稚園創新教學理念與實務

9812 阿瀅著 978-986-221-342-1 九月書窗: 書人、書事、書評

9812 陳福成著 978-986-221-343-8 赤縣行腳.神州心旅: 迴盪千載的夢魂遊蹤

9812 黃羊川作 978-986-221-344-5 血比蜜甜

9812 負離子著 978-986-221-345-2 回聲之書

9812 李靜著 978-986-221-347-6 刺蝟札記: 一個愛智者的文化漫談

9812 潘頌德著 978-986-221-348-3 中國現代詩論三十家

9812 古冬著 978-986-221-349-0 百味紛陳

9812 李英春著 978-986-221-350-6 Classroom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of two EFL

classrooms in a ...

9812 Michael Skupin作 978-986-221-353-7 Loose ends in Western literature

9812 陳遠著 978-986-221-356-8 負傷的知識人: 民國人物評說

9812 陳牧宏著 978-986-221-357-5 水手日誌

9812 戴維勳著 978-986-221-358-2 中國近代最具影響力之三大人物: 孫中山、蔣介

石、毛澤東

9901 吟蜩著 978-986-221-360-5 紫牽牛之歌: 南國佳人風情錄

9812 段雲章著 978-986-221-361-2 中山先生的世界觀

9812 薛原著 978-986-221-363-6 檢討: 舊檔案■的中國海洋學術權威

9812 顧蕙倩著 978-986-221-364-3 臺灣現代詩的浪漫特質

9812 火星河(River Mars)著 978-986-221-371-1 異邦人

9812 硯香作 978-986-221-382-7 遇見最初於未來: 硯香詩集

總計: 145種 150冊

何雨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3347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本館路

165巷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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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何雨彥著 978-957-41-6954-2 三湖之戀

總計: 1種 1冊

何雪輝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14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文化路

23-1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何雪輝[作] 978-957-41-6998-6 何雪輝畫集

總計: 1種 2冊

何麗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66069966

郵遞區號:1059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三段311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57-41-6926-9 勇敢嘗試 創造希望: 特奧高爾夫國際邀請賽紀實.

2009

總計: 1種 1冊

作家 連絡人:林志超 電話:(02)87973743 傳真:(02)87975267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路  E-mail:sf777@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01 王淑芬作 978-957-29556-4-2 立體書55招

9808 王淑芬作 978-986-84904-1-3 教學生做可愛小書

9812 王淑芬文; 張宸偉圖 978-986-84904-2-0 妙點子故事集

9812 王淑芬文; 張宸偉圖 978-986-84904-3-7 妙點子故事集

總計: 4種 4冊

伯驊印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162576

郵遞區號:1117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社子街

98巷8號2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日偉等作; 馮雙主編 978-986-85882-0-2 鳥人作品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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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佛光山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妙力師父 電話:(07)6561921ext1121 傳真:(07)6561573

郵遞區號:84049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

興田路153號

 E-mail:fgsastw7u@fg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金

會主編

978-957-457-233-5 佛學研究論文集: 人間佛教及參與佛教的模式與

展望. 2009年

總計: 1種 2冊

佛法山文化 連絡人:王啟信 電話:(04)22360171 傳真:(04)22363411

郵遞區號:40650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青島路

四段39號1樓

 E-mail:ffs-

culture@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聖輪法師編著 978-986-81892-5-6 身心靈有機餐: 六十種有機健康營養的料理

9708 聖輪法師編著 978-986-84273-2-7 茶禪生活

9808 鐘友聯著 978-986-84273-3-4 與奇人異士相遇

9901 聖輪法師著 978-986-84273-4-1 一壺茶跡

9901 聖輪法師著 978-986-84273-5-8 佛茶一味

總計: 5種 5冊

佛教慈濟基金會 連絡人:劉鈞安 電話:(03)8561825ext7139 傳真:(03)8576271

郵遞區號:97150 地址:花蓮縣新城鄉康樂村

精舍街88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編著 978-986-82882-9-4 用愛展現奇蹟: 八八水災重建半年記

總計: 1種 3冊

希代多媒體 連絡人:王雅惠 電話:(02)27992788 傳真:(02)27990909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洲子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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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柳依華著 978-986-6420-85-6 平凡的清穿日子

9811 柳依華著 978-986-6420-84-9 平凡的清穿日子

9810 梅貝爾著 978-986-6420-88-7 替身格格

9810 謝上薰著 978-986-6420-89-4 總裁只能寵我

9810 橙星著 978-986-6420-90-0 總裁別再兇我

9810 湛亮著 978-986-6420-91-7 總裁不要彆扭

9810 七寶著 978-986-6420-92-4 總裁就愛找碴

9810 淡霞著 978-986-6420-93-1 征服花心惡魔

9810 呢喃著 978-986-6420-94-8 馴服敗犬女王

9810 滕真著 978-986-6420-95-5 總經理要乖

9902 古靈著 978-986-6420-96-2 覓緣

9811 凌羽著 978-986-6420-98-6 將軍一怒為紅顏

9811 葉倪著 978-986-6420-99-3 娘子的誘惑

9811 秦羽著 978-986-6305-00-9 皇后太調皮

9812 柳依華著 978-986-6305-02-3 平凡的清穿日子

9812 柳依華著 978-986-6305-01-6 平凡的清穿日子

9811 卓妍著 978-986-6305-03-0 帝夫

9811 樓采凝著 978-986-6305-04-7 少爺愛管閒事

9811 左芸著 978-986-6305-05-4 女人不要太計較

9811 莫霖著 978-986-6305-06-1 忘了你是誰

9901 柳依華著 978-986-6305-08-5 平凡的清穿日子

9901 柳依華著 978-986-6305-07-8 平凡的清穿日子

9811 葉倪著 978-986-6305-09-2 貝勒不壞女人不愛

9812 羅凡著 978-986-6305-10-8 夫君你不乖

9812 關瑩著 978-986-6305-11-5 這個丫頭很麻煩

9812 岳青著 978-986-6305-12-2 天之驕子

9812 樓采凝著 978-986-6305-13-9 皇太子的侍女

9901 湛亮著 978-986-6305-14-6 春夢來了誰知道

9812 佟珊著 978-986-6305-15-3 皇后愛出招

9812 雨菱著 978-986-6305-16-0 暴君的求婚

9812 蒂兒著 978-986-6305-17-7 惡魔的求婚

9812 淡霞著 978-986-6305-18-4 總裁的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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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滕真著 978-986-6305-19-1 狂獅的小綿羊

9812 謝上薰著 978-986-6305-20-7 惡女的馴獸師

9812 孟妮著 978-986-6305-21-4 壞男人請止步

9812 湛亮著 978-986-6305-22-1 丫鬟不願嫁

9812 樓心月著 978-986-6305-23-8 賴皮相公

9901 谷亭著 978-986-6305-24-5 男人不要太記仇

9901 盧卉著 978-986-6305-25-2 王爺好霸道

9901 謝上薰著 978-986-6305-26-9 男人不懷好意

9901 葉倪著 978-986-6305-27-6 捕到壞郎君

9902 小晚著 978-986-6305-31-3 惡女下堂妻

9902 小晚著 978-986-6305-30-6 惡女下堂妻

9902 小晚著 978-986-6305-29-0 惡女下堂妻

9902 小晚著 978-986-6305-28-3 惡女下堂妻

9901 燕翎著 978-986-6305-32-0 老婆太委屈

9902 樓采凝著 978-986-6305-33-7 前夫真壞!

9902 湛亮著 978-986-6305-34-4 山大王不要哭

9901 橙星著 978-986-6305-35-1 花美男的心機

9903 陶逸著 978-986-6305-36-8 宰相要出嫁!

9901 圓悅著 978-986-6305-37-5 撿來的相公

9902 尹晨伊著 978-986-6305-38-2 惡魔的仙度瑞拉

9902 陶陶著 978-986-6305-39-9 冤家變親家

9902 莫霖著 978-986-6305-40-5 生死都要與你相隨

9902 古靈著 978-986-6305-41-2 大野狼紳士

9902 古靈著 978-986-6305-42-9 肉腳老么萬歲

9902 古靈著 978-986-6305-43-6 小鬼跑錯邊

9902 古靈著 978-986-6305-44-3 拉丁混小子

9902 謝上薰著 978-986-6305-45-0 傻妹我疼妳

9902 孟妮著 978-986-6305-46-7 總裁我愛你

9902 莫霖著 978-986-6305-47-4 老公我想你

9902 顏冰著 978-986-6305-48-1 娃娃新娘

9902 湛亮著 978-986-6305-49-8 公爵的豔遇

9902 菲菲著 978-986-6305-50-4 總裁的笨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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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梅貝爾著 978-986-6305-51-1 暴君的紅娘

9902 莫蓉著 978-986-6305-52-8 絕情貝勒

9903 左芸著 978-986-6305-53-5 這個總裁太霸道

9903 蜀客著 978-986-185-427-4 穿越之江湖一片雷

9903 蜀客著 978-986-185-426-7 穿越之江湖一片雷

9903 蜀客著 978-986-185-425-0 穿越之江湖一片雷

9903 蜀客著 978-986-185-424-3 穿越之江湖一片雷

9903 向櫻著 978-986-6305-55-9 美人不善良

總計: 72種 72冊

希伯崙公司 連絡人:廖慧雯 電話:(02)25782626ext112 傳真:(02)25786030

郵遞區號:1055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32號12樓

 E-mail:fran_liao@liveabc.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39-2 Global ears(student book). 2

9712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86-6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12

9712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87-3 Come to live(workbook). A

9712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88-0 Come to live(workbook). B

9802 申文怡作 978-986-6700-94-1 看聖經學英語: 遇見耶穌

9802 Tanya Chiu 978-986-6700-98-9 Come to live(workbook). A

9802 Tanya Chiu 978-986-6700-99-6 Come to live(work book). B

9802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10-1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3

9804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13-2 Off we go(student's book). 2

9804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14-9 Off we go(student's book). 3

9803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15-6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6

9805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700-16-3 升大學英文學測: 92-98學年試題詳解

9804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700-18-7 Off we go(student's book). 1

9806 Jerry Cheng 978-986-6700-46-0 Ready to fly(workbook)

9804 呂命君總編輯 978-986-6700-55-2 ABC英語彩圖單字袋

9803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

編輯製作

978-986-6700-57-6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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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00-3 Off we go: practical English intro for general

users(teacher's book)

9804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06-5 Off we go: expanding your English skills

efficiently(teacher's book)

9804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05-8 Off we go: expanding your English skills

efficiently(teacher's book)

9804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04-1 Off we go: expanding your English skills

efficiently(teacher's book)

9807 Yen-yen Chen, Yen-yu Chen

作

978-986-6406-08-9 Essential hotel vocabulary: the ABCs of customer

service

9808 Jay Sailors等作 978-986-6406-12-6 Hear me out(student's book)

9807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13-3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9

9808 呂命君總編輯 978-986-6406-14-0 超實用圖解生活日語

9809 蘇秀妹等編著 978-986-6406-15-7 English for cosmetic science professionals. Student's

Book

9808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16-4 Step up to live. Student's book

9809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17-1 Workplace english: A hands-on course for workplace

professionals. student's book

9809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18-8 簡報英語: 『會話』『圖表』完全制霸

9809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19-5 Step up to live: listening and reading for the GEPT

9809 Jay Sailors, Diana Leeson,

Ted Pigott作

978-986-6406-20-1 10個步驟寫出好英文

9809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21-8 Tourism English. student's book

9809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22-5 Come to live starter(student's book)

9810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23-2 全民英檢初級模考實戰解析: 2010年新題型版

9812 劉佩鑫執行編輯 978-986-6406-24-9 Step up to live: listening & reading reader

9810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25-6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5

9811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26-3 觀光旅遊英語通

9811 Jay Sailors, David Evseeff作 978-986-6406-28-7 戰勝英語10大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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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Tiffany Fang, Shu-hwa Chen ,

Ling-tsen Chien

978-986-6406-29-4 真棒. 1

9812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30-0 食衣住行英語通

9811 邱建倫總編輯 978-986-6406-31-7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8

9812 張鈺晨作 978-986-6406-32-4 Step up to live(student's book). 2

9812 Tanya Chiu 978-986-6406-33-1 Sound it out: phonics. 1

9901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34-8 旅遊英語會話通

9901 王琳詔總編輯 978-986-6406-35-5 電影文學精選: 我的英語閱讀花園

9901 陳豫弘總編輯 978-986-6406-36-2 My Life旅遊英語圖解

總計: 45種 45冊

角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45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民光街

20巷7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印卡[著] 978-986-84968-2-8 Rorschach inkblot

9811 崎雲作 978-986-84968-3-5 回來

9811 林禹瑄作 978-986-84968-4-2 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

總計: 3種 3冊

法務部 連絡人:薛東慶 電話:(02)23317854 傳真:(02)23896274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貴陽街

一段235號6樓

 E-

mail:shing@mail.moj.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法務部編 978-986-01-9320-6 違背安全駕駛行為態樣調查報告

9811 王泰升等撰稿 978-986-02-0531-2 歷史印記: 百件珍貴獄政檔案

9811 法務部保護司編輯 978-986-02-0627-2 犯罪狀況及其分析. 中華民國97年

9811 Ministry of Justice 978-986-02-0877-1 Government employee ethics white paper. 2009

9812 法務部法律事務司編輯 978-986-02-1733-9 行政程序法裁判要旨彙編. 五

9812 法務部法律事務司編輯 978-986-02-1797-1 民法親屬.繼承編

9812 法務部保護司編 978-986-02-1766-7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論文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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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7種 16冊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 連絡人:楊麗琴 電話:(02)23410911ext203 傳真:(02)2341083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115號2樓

 E-

mail:chin203@mail.moj.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第一組

編輯

978-986-02-1722-3 行政執行相關法令規章彙編(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

部分)

9812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編輯 978-986-02-1858-9 鐵腕與柔情: 行政執行小品

9812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第二組 978-986-02-1930-2 聲明異議決定書選輯

總計: 3種 6冊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92563

郵遞區號:1067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通化街

175巷16號

 E-mail:tpai@mail.moj.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編 978-986-02-2526-6 法醫鑑定業務統計年報. 九十七年度

總計: 1種 3冊

法務部新竹行政執行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4207205

郵遞區號:30043 地址:新竹市民權路220號8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竹行

政執行處編輯

978-986-02-1992-0 行政執行常用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2冊

法意資產管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84096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三段7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Joe(外匯魔術師)作 978-986-85921-0-0 看線圖輕鬆賺外匯: 外匯是穩定投資的天堂首部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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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法鼓文化 連絡人:李書儀 電話:(02)28934646ext6512 傳真:(02)28960731

郵遞區號:11241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溫泉路  E-mail:edit@dd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聖嚴法師著 978-957-598-489-2 帶著禪心去上班: 聖嚴法師的禪式工作學

9901 聖嚴法師著 978-957-598-495-3 觀音妙智: 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要

9901 陳辰作 978-957-598-496-0 彌勒佛與怪怪馬戲團

9901 陳辰作 978-957-598-497-7 地藏菩薩的神奇寶藏

9902 林淑玟著; 劉建志繪 978-957-598-498-4 道宣律師: 南山大律師

9902 蘇尚耀著; 劉建志繪 978-957-598-499-1 玄奘大師: 傑出的留學生

9902 聖嚴法師口述; 胡麗桂整理 978-957-598-503-5 美好的晚年

9902 凱文.馬龍(Calvin Malone)

著; 葉琦玲譯

978-957-598-504-2 遇見四十九位菩薩: 一個受刑人的覺醒之旅

9902 聖嚴法師著 978-957-598-505-9 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

9902 釋繼程著 978-957-598-506-6 心經的智慧

9903 聖嚴教育基金會學術研究 978-957-598-509-7 聖嚴研究. 第一輯

9903 陳辰作; 菊子繪 978-957-598-510-3 藥師佛的生日禮物

9903 陳辰作; 萬歲少女繪 978-957-598-511-0 普賢菩薩大戰垃圾怪獸

總計: 13種 13冊

法雷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6564319

郵遞區號:84048 地址:高雄市大樹鄉三和村

三和路47-9號

 E-mail:falei@xuite.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桂利■日文著; 稻垣瑞■編

述; 釋瑞覺中文翻譯

978-986-85451-2-0 教行信證大系. 第一卷, 教卷

總計: 1種 1冊

河洛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638665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新生北

路一段19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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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陳耕著 978-986-6346-00-2 閩南民系與文化

9808 彭一萬著 978-986-6346-01-9 閩南飲食

9808 周長楫著 978-986-6346-02-6 閩南方言與俗語

9808 李啟宇著 978-986-6346-03-3 閩南先賢

9808 林志傑, 鄭政著 978-986-6346-04-0 閩南民間建築

9808 鄭政, 林志傑著 978-986-6346-05-7 閩南民間表演藝術

9808 陳麗芬著 978-986-6346-06-4 閩南民間器物

9808 黃振良著 978-986-6346-07-1 閩南民間信仰

9808 李豫閩著 978-986-6346-08-8 閩南民間工藝

9808 楊浩存, 涂堤著 978-986-6346-09-5 閩南民俗

總計: 10種 20冊

河洛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264697

郵遞區號:2315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宜路

二段18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阿圖著 978-957-98366-6-1 廿四個晚上

總計: 1種 1冊

京中玉國際 連絡人:呂佳蓉 電話:(02)82219822 傳真:(02)8221708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路

137號6樓

 E-

mail:luchin3@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Steve Parker, Nicholas Harris

作; 陳煒翻譯

978-986-6558-02-3 科學探索大百科

9708 Steve Parker, Nicholas Harris

作; 陳煒翻譯

978-986-6558-03-0 地球是我家

9708 Steve Parker, Nicholas Harris

作; 陳煒翻譯

978-986-6558-04-7 化學的真相

9708 Steve Parker, Nicholas Harris

作; 陳煒翻譯

978-986-6558-05-4 神奇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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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 Steve Parker作; 劉山風翻譯 978-986-6558-06-1 生物大觀園

9708 Steve Parker作; 劉山風翻譯 978-986-6558-07-8 環保尖兵

9708 洪建國作; 趙銀珠插畫 978-986-6558-08-5 圖形高手象鼻蟲

9708 洪建國作; 朴賢兒插畫 978-986-6558-09-2 跟著蠟筆學集合

9708 洪建國作; 金仙民插畫 978-986-6558-10-8 玩具國的蔬果炮彈

9708 洪建國作; 金珍景插畫 978-986-6558-11-5 路克船長的藏寶圖

9708 洪建國作 978-986-6558-12-2 數學魔法師

9708 崔銀揆作; 徐淑熙插畫 978-986-6558-13-9 大象叔叔找朋友

9708 鄭恩珠作; 金百松插畫 978-986-6558-14-6 同心協力的糞金龜

9708 李日路作; 魏承熙插畫 978-986-6558-15-3 圖形魔法師

9708 楊承憲作; 金順英插畫 978-986-6558-16-0 尖尖頭的刺刺棒

9708 金泰炯作; 宋秀靜插畫 978-986-6558-17-7 螃蟹的神奇咒語

9708 崔銀揆等作 978-986-6558-18-4 數學棒棒堂

9712 艾德娜作; 吳嘉鴻插圖 978-986-6558-21-4 我是一隻大貓熊

9712 羅小韻主編 978-986-6558-22-1 守護大貓熊

9801 戴月芳總編輯; 李振華等譯 978-986-6558-23-8 Help!Help!急救119

9801 趙麗潔, 陳淮, 羅小韻作 978-986-6558-24-5 滄桑大美: 絲綢之路

9801 羅小韻主編 978-986-6558-25-2 雪域龍脊: 青藏縱橫

9802 許文萱, 咸潤美作 978-986-6558-26-9 創意科學王

9802 咸潤美作 978-986-6558-27-6 創意科學王: 骨頭和肌肉

9802 咸潤美作 978-986-6558-28-3 創意科學王: 昆蟲的故事

9802 許文萱作 978-986-6558-29-0 創意科學王: 奇妙的電

9802 咸潤美作 978-986-6558-30-6 創意科學王: 風和颱風

9801 戴月芳總編輯; 李振華等譯 978-986-6558-31-3 性愛聖經

9801 戴月芳總編輯; 李振華等譯 978-986-6558-35-1 大女人的健康教人嫉妒

9801 戴月芳總編輯; 李振華等譯 978-986-6558-36-8 男性健康聖經

9801 戴月芳總編輯; 李振華等譯 978-986-6558-37-5 兒童健康聖經

9801 戴月芳總編輯; 李振華等譯 978-986-6558-38-2 老人健康聖經

9801 李振華等譯 978-986-6558-44-3 健康百科

總計: 33種 33冊

京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131203
第 235 頁，共 653 頁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路

一段25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偉成總編輯 978-986-85898-0-3 拜拜入門: 如何拜出好運來: 傳統拜拜習俗的百科

全書

總計: 1種 1冊

府城舊冊店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351813

郵遞區號:70142 地址:臺南市東區東門路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曾英棟著 978-986-83318-2-2 愛。對話: 校園公共藝術

總計: 1種 2冊

宜新文化 連絡人:王志偉 電話:(02)27073232ext30 傳真:(02)27011633

郵遞區號:1066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瑞安街

256巷16號

 E-mail:dhlin@dahhs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青山剛昌原作; 巽一郎, 巽

Sky Heather著

978-986-6809-34-7 名偵探柯南: 親子美語入門美國小學生常用語收

集

總計: 1種 1冊

宜縣文化局 連絡人:陳怡華 電話:(03)9322440ext474 傳真:(03)9357044

郵遞區號:260 地址:宜蘭市復興路二段101  E-mail:steve@ilcc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蘇麗春, 黃春美, 陳維鸚合 978-986-02-1349-2 來宜蘭旅行

9812 黃春美著 978-986-02-1410-9 心豆

總計: 2種 4冊

宜縣噶瑪蘭書法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359339

郵遞區號:26059 地址:宜蘭縣宜蘭市嵐峰路

二段142巷4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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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宜蘭縣噶瑪蘭書法學會著 978-986-85862-0-8 書藝傳承翰墨飄香: 宜蘭縣噶瑪蘭書法學會會員

展作品專集. 二■■九  年

總計: 1種 1冊

宜縣選委會 連絡人:林美惠 電話:(03)9254124 傳真:(03)9253526

郵遞區號:26060 地址:宜蘭市凱旋里縣政北

路3號2樓

 E-mail:mal14226@mail.e-

land.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宜蘭縣選舉委員會編著 978-986-02-2162-6 宜蘭縣第16屆縣長第17屆縣議員第16屆鄉鎮市長

選舉選務總報告

總計: 1種 2冊

宜縣環保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231059

郵遞區號:26841 地址:宜蘭縣五結鄉利工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鄒燦陽編著 978-986-02-2353-8 宜蘭縣海域污染監測調查報告. 九十八年

總計: 1種 2冊

宜縣礁溪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871403

郵遞區號:26242 地址:宜蘭縣礁溪鄉公所中

山路二段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黃吉昇總編輯 978-986-02-2286-9 礁溪.新風華: 宜蘭縣礁溪鄉建設成果. 2002-2009

總計: 1種 2冊

宜縣羅東鎮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65 地址:宜蘭縣羅東鎮中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辜美綾撰稿; 林致遠編 978-986-02-1203-7 幸福巴士 悅讀羅東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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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技院農推會 連絡人:簡秀芬 電話:(03)9357400ext308 傳真:(03)9365239

郵遞區號:260 地址:宜蘭市神農路1段1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余嚴尊作 978-986-02-1423-9 番茄之簡易加工與應用

總計: 1種 4冊

宜蘭社大基金會 連絡人:黃卉語 電話:(03)9575919ext18 傳真:(03)9311108

郵遞區號:26051 地址:宜蘭市復興路二段77

號

 E-

mail:x8900042@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張捷隆作 978-986-85233-3-3 回首社大 宿命十年

9901 宜蘭社區大學水墨花鳥國

畫班著

978-986-85233-4-0 蘭陽心水墨情: 宜蘭社區大學十週年紀念花鳥國

畫班作品集

9902 羅東社區大學(如何成為生

活攝影家)高級班學員等作

978-986-85233-5-7 美攝人生: 攝影作品集

總計: 3種 3冊

空大 連絡人:吳昌振 電話:(02)22829355ext5831 傳真:(02)22859598

郵遞區號:24701 地址:臺北縣蘆洲市中正路  E-mail:even@mail.no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金樹人, 張德聰, 黃素菲編 978-957-661-858-1 當代諮商理論

9901 張平吾等合著 978-957-661-859-8 犯罪類型學

9901 顏春煌, 曾展鵬, 郭秋田編 978-957-661-860-4 計算機組織

9901 戴東雄著 978-957-661-861-1 民法. 身分法篇

9901 李青松等編著 978-957-661-862-8 老人與家庭

9901 楊濱燦, 陳世晉, 李培銘編 978-957-661-863-5 品牌經營管理

9901 吳復新, 孫本初, 許道然編 978-957-661-864-2 組織變革管理與技術

9901 廖文志等編著 978-957-661-865-9 企業診斷與經營分析

9901 陳慶餘等編著 978-957-661-866-6 中老年疾病與保健

9901 周麗端等編著 978-957-661-867-3 家庭危機與管理

9901 黃源協, 蕭文高合著 978-957-661-868-0 社區工作

9901 陳志華.趙達瑜.劉華美編著 978-957-661-869-7 行政法基本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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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鍾紅柱, 張鐸嚴, 黃恆編著 978-957-661-870-3 成人教育

總計: 13種 25冊

空庭書苑 連絡人:唐岱蘭 電話:(02)32345945ext305 傳真:(02)22239390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二段7之5號10樓

 E-

mail:reader@kongt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海雲繼夢著 978-986-7484-42-0 華嚴學導論

9902 帕譚佳里原著; 霍華德.J.瑞

斯尼克英譯; 嘉娜娃中譯

978-986-7484-43-7 圖解瑜伽經: 回到真實自我.獲致永恆安寧

9902 呂建福著 978-986-7484-44-4 中國密教史. (一), 密教的起源與早期傳播

9902 賢首法藏原著; 海雲繼夢講 978-986-7484-45-1 華嚴金師子章講記

總計: 4種 4冊

官有進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67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羅斯福

路五段138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官有進編修 978-957-41-6814-9 衍慶堂官氏第十七世德洞公派下家譜

總計: 1種 1冊

非馬 連絡人:郭佩貞 電話:(02)86626919 傳真:(02)26642112

郵遞區號:10845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康定路  E-mail:service@wisknow.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Nihon Vogue-Sha著 978-986-6817-46-5 連續編織圖案花樣集

9901 萩原直美著; 李惠芬譯 978-986-6817-47-2 暖暖風!一百分的毛編雜貨: 拉鍊包、抱枕、毛線

帽、手機套、披風、毯 子、室內鞋

9901 Nihon Vogue-Sha著; 李惠芬

譯

978-986-6817-48-9 有夠棒!第一本印地安圖案編織: 實用耐穿的考津

毛衣外套、背心、帽子

總計: 3種 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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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林國際 連絡人:余佳雲 電話:(02)87972777ext312 傳真:(02)87972700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

一段314號7樓之1

 E-

mail:claire@012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渡邊有一文.圖; 林真美譯 978-986-6830-92-1 怕冷的貓

9812 渡邊有一文.圖; 林真美譯 978-986-6830-94-5 貓魚系列. B

9812 莫凡文; 蔡達源圖 978-986-6830-67-9 大肚王: 甘仔轄.阿拉米

9812 H. A. 雷伊原著; 劉清彥翻 978-986-6830-68-6 好奇猴喬治放風箏

9812 H. A. 雷伊原著; 劉清彥翻 978-986-6830-70-9 好奇猴喬治得獎牌

9812 H. A.雷伊原著; 劉清彥翻譯 978-986-6830-71-6 好奇猴喬治上醫院

9812 渡邊有一文.圖; 林真美譯 978-986-6830-95-2 貓魚系列. C

總計: 7種 7冊

青春 連絡人:謝佩■ 電話:(02)23638755 傳真:(02)23621007

郵遞區號:1065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雲和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增興著 978-957-698-546-1 人參皂■: 補藥之王

9901 小島重信著; 廖梅珠譯 978-957-698-553-9 與肺癌搏鬥的方式

9902 高津原忠著; 廖梅珠譯 978-957-698-558-4 褐藻糖膠: 具有提高免疫力的效用

9902 上部一馬著; 劉新生譯 978-957-698-559-1 黑酵母挑戰難治之症

總計: 4種 4冊

青創會 連絡人:陳美貞 電話:(02)23328558ext107 傳真:(02)23375152

郵遞區號:1007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西

路一段150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珮華等文字; 李銘鈞主編 978-957-99995-8-8 21篇彩繪夢想、蛻變人生的傳奇故事

總計: 1種 1冊

青輔會 連絡人:黃詩雅 電話:(02)23566271 傳真:(02)23566290

郵遞區號:1005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E-mail:life@ny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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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曾碧淵總編輯] 978-986-02-0057-7 快樂來體驗 培養就業力: 大專生暑期社區產業工

讀成果特刊. 98年度

9812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編 978-986-02-0755-2 少年奇兵創業一點靈: 青少年創業教育計畫高中

職創業體驗營成果手冊. 98年

9812 林劭芃等撰稿 978-986-02-1283-9 青年國際參與行動計畫成果. 98年: 23個青年團隊

在世界行動的故事

9812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編 978-986-02-1367-6 社區大補帖 重溫在地好滋味: 青輔會大專生暑期

社區產業工讀計畫用人 單位產品專刊. 98年度

9812 黃俊仁撰文 978-986-02-1686-8 青春練習曲: 二十八個感動樂章 青年故事正在起

飛!

9812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編] 978-986-02-2124-4 大專青年創業知能培訓班成果專刊. 98年

總計: 6種 15冊

青橄欖 連絡人:邱莞晶 電話:(02)32341063ext633 傳真:(02)32341949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3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鄧萊(Irene Dunlap)編著; 王

夢慈翻譯

978-986-7344-09-0 青少年心靈雞湯

總計: 1種 1冊

武陵 連絡人:林輝慶 電話:(02)27359985 傳真:(02)27357993

郵遞區號:1105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二段125號7樓之2

 E-mail:woolin@ms1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銳山著 978-957-35-1381-0 增訂京房繼傳: 並進數、理、氣之軌跡與現代知

識結合

9812 潘東光編著 978-957-35-1382-7 八字的格

9902 賴天岐著 978-957-35-1384-1 洛書地理論: 解剖洛書原理 天文卦理得應驗

9902 六愚編著 978-957-35-1385-8 風水論: 風水探源與本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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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張德著 978-957-35-1386-5 闢『增刪卜易』之謬

總計: 5種 5冊

幸福綠光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45358

郵遞區號:1065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一段161巷38-10號2樓

 E-

mail:reader@thirdnature.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大島清監修; 李曉雯譯 978-986-85828-0-4 步行,健腦又健身!: 讓大腦越來越年輕的健行法

總計: 1種 1冊

果樹 連絡人:張秀容 電話:(02)27765889ext215 傳真:(02)27712568

郵遞區號:1049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龍江路

71巷15號1樓

 E-

mail:wallet@doghous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伊莉莎白.荷特(Elizabeth

Hoyt)著; 玉蘭譯

978-986-165-503-1 烏鴉王子

9808 克莉絲汀.菲翰(Christine

Feehan)著; 林子書譯

978-986-165-504-8 黑暗黃金

9808 元湘著 978-986-165-505-5 極品護衛

9808 凱琍著 978-986-165-506-2 果不其然愛上你

9808 朱映徽著 978-986-165-507-9 魅狼

9808 桑蕾拉著 978-986-165-508-6 古怪千金

9809 陶樂思著 978-986-165-509-3 奶爸出頭天

9809 忻彤著 978-986-165-510-9 拒當下堂夫

9809 朱映徽著 978-986-165-511-6 鷹主

9809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

著; 安矜群譯

978-986-165-513-0 日出時的誘惑

9809 亦舒著 978-986-165-515-4 塔■的六月

9809 夏喬恩著 978-986-165-516-1 將軍本無敵

9809 艾蜜莉著 978-986-165-517-8 試婚不是婚

9809 夏洛蔓著 978-986-165-518-5 危險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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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凱琍著 978-986-165-519-2 無米有米都是樂

9810 伍薇著 978-986-165-520-8 我的古板小親親

9810 陶樂思著 978-986-165-521-5 窩藏小情人

9810 艾珈著 978-986-165-522-2 情繫勇將軍

9810 茱莉亞.昆恩(Julia Quinn)著;

池明燁譯

978-986-165-523-9 婚禮途中

9810 茱麗.詹姆斯(Julie James)著;

陳林兒譯

978-986-165-524-6 熟能生巧

9810 佟蜜著 978-986-165-525-3 不想婚宅女

9810 朱映徽著 978-986-165-526-0 惡霸當家

9810 桑蕾拉著 978-986-165-527-7 貼身秘書

9810 季葒著 978-986-165-528-4 愛情一回生二回熟

9810 亦舒著 978-986-165-491-1 佩鎗的茱麗葉

9811 夏喬恩著 978-986-165-492-8 宰相假正經

9811 子澄著 978-986-165-529-1 戀戀俏前妻

9811 夏洛蔓著 978-986-165-530-7 愛情超支

9811 金莉.麥奎格(Kinly

MacGregor)著; 李珂霖譯

978-986-165-531-4 慾望之城

9811 琳達.霍華(Linda Howard)著;

夏荷生譯

978-986-165-532-1 玩火

9811 樓雨晴著 978-986-165-533-8 換心

9811 忻彤著 978-986-165-534-5 守護神

9811 朱映徽著 978-986-165-535-2 小奴馴主

9811 凱琍著 978-986-165-536-9 青菜代表我的心

9812 艾珈著 978-986-165-537-6 愛結錦衣郎

9812 晴宇著 978-986-165-538-3 幸福宅一起

9812 朱映徽著 978-986-165-539-0 心機小娘子

9812 瑪麗.貝洛(Mary Balogh)著;

元綺芮譯

978-986-165-540-6 愛在他鄉

9812 J. D.羅勃(J. D. Robb)著; 康 978-986-165-541-3 狂喜謎蹤

9812 莫顏著 978-986-165-542-0 戀愛秘書

9812 佟蜜著 978-986-165-543-7 不要愛熟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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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桑蕾拉著 978-986-165-544-4 老婆,給我記住!

9812 陶樂思著 978-986-165-545-1 下堂妻的秘密

9902 黛博拉.史密斯(Deborah

Smith)著; 郭軒盈譯

978-986-165-550-5 叉路咖啡館

9902 黛博拉.史密斯(Deborah

Smith)著; 郭軒盈譯

978-986-165-549-9 叉路咖啡館

9902 黛博拉.史密斯(Deborah

Smith)著; 郭軒盈譯

978-986-165-548-2 叉路咖啡館

9902 莫顏著 978-986-165-558-1 天外飛來丈夫

9902 凱琍著 978-986-165-559-8 限時娶到嬌妻

9902 單飛雪著 978-986-165-560-4 單身倒數計時

9902 樓雨晴著 978-986-165-561-1 易命

9902 桑蕾拉著 978-986-165-562-8 老公,別越過界!

9902 朱映徽著 978-986-165-563-5 鬥蠻王

9902 子澄著 978-986-165-564-2 獨愛酷畫家

9903 夏喬恩著 978-986-165-565-9 拜託請你忘了我

9903 陶樂思著 978-986-165-566-6 結婚好福氣

9903 朱映徽著 978-986-165-567-3 戲閻王

總計: 56種 56冊

長江廣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023721047

郵遞區號:40348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路1-  E-mail:yangtze@ms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民國六十年國中第一屆三

年二班畢業同學主編

978-986-85673-0-6 臺中市立居仁國民中學我們這一班(文集)

總計: 1種 1冊

長庚大學通識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283031

郵遞區號:333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文化1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簡宗梧主編 978-957-30447-5-8 人文秀發: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二輯

總計: 1種 2冊
第 244 頁，共 653 頁



長青 連絡人:林素清 電話:(02)29311544 傳真:(02)29344617

郵遞區號:11672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溪口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6 董芳苑著 978-986-80817-4-1 猶太先知群像

9508 董芳苑著 978-986-80817-5-8 使徒保羅的信仰

9512 鄭彼得編著 978-986-80817-6-5 以膝代步: 從聖經學祈禱親近神

9804 黃德福著 978-986-84401-1-1 約書亞記釋義

9806 郭弘斌著 978-986-84401-2-8 聖經與臺灣

9807 董芳苑著 978-986-84401-3-5 福音與文化

總計: 6種 6冊

長流美術館 連絡人:李嘉佳 電話:(02)23216603 傳真:(02)23956186

郵遞區號:33850 地址:桃園縣蘆竹鄉中山路  E-mail:fiona@chanliu.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江梅香總編輯 978-986-84778-8-9 藝種幸福慈善拍賣

9812 蔡榮祐作 978-986-6303-02-9 蔡榮祐陶藝作品集

總計: 2種 2冊

長茂文史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750822

郵遞區號:41169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中山路

三段67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美惠編著 978-986-83879-2-8 國立空中大學臺中中心歷任社長聯誼會成立15周

年紀念會刊

總計: 1種 1冊

長高科技 連絡人:長高科技 電話:(04)23178130 傳真:(04)22935392

郵遞區號:40753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路

三段155-1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12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978-986-81862-0-0 ARM9 S3C2410嵌入式系統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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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9 江元新編著 978-986-81862-1-7 WINCE 4.2核心開發與實務: INTEL XScale PXA270

9509 江元新編著 978-986-81862-2-4 Linux核心開發與實務: INTEL XScale PXA270

9609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1862-3-1 ARM9 S3C2440嵌入式系統實作: WinCE及上層應

用實驗篇

9608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1862-4-8 ARM9 S3C2440嵌入式系統實作: ADS應用實驗篇

9610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1862-5-5 ARM9 S3C2440嵌入式系統實作: Linux及MiniGUI

上層應用實驗篇

9609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1862-6-2 XScale270嵌入式系統實作. WinCE及上層應用實

驗篇

9610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1862-7-9 XScale270嵌入式系統實作. ADS應用實驗篇

9610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1862-8-6 XScale270嵌入式系統實作. Linux及MiniGUI上層應

用實驗篇

9710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978-986-81862-9-3 ARM9 S3C2440嵌入式WinCE 6.0設計實務

9710 曾國坤編著 978-986-84784-0-4 ARM9 S3C2440與嵌入式Linux 2.6.24設計實務(含

MiniGUI上層應用實驗篇)

9810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4784-1-1 行動裝置嵌入式系統與軟體(S3C6410 Google

Android開發應用實務)

9812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4784-2-8 嵌入式系統概論與實作(S3C2440/6410 ADS開發應

用實務)

9811 長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84784-3-5 Windows CE輸出入裝置與驅動程式設計(S3C6410

WinCE6.0開發應用實務)

總計: 14種 14冊

長榮海事博物館 連絡人:蔡怡芳 電話:(02)23516699ext511 傳真:(02)23915178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長榮國際公司文化事業本 978-986-84693-1-0 漁人與海: 十八世紀法國版畫收藏展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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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鴻 連絡人:蔡美麗 電話:(06)2648649ext703 傳真:(06)2913992

郵遞區號:70044 地址:臺南市青年路232巷1

號

 E-

mail:ev92@mailegmanga.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8505 石渡治作; 張純韶譯 978-957-796-775-6 網球"愛"將

總計: 1種 1冊

花東縱谷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林書羽 電話:(038)875306ext709 傳真:(03)8875358

郵遞區號:978 地址:花蓮縣瑞穗鄉瑞良村

中山路三段215號

 E-mail:erv602@erv-ns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Wu Wen-hsiung, Han Show-

hwa

978-986-02-0032-4 East rift valley national scenic ares travel guide

總計: 1種 2冊

花園文化 連絡人:胡月嬌 電話:(02)29301211ext230 傳真:(02)29304655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二段22巷7弄2號1樓

 E-mail:order@crescen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簡瓔著 978-986-242-115-4 晚叫老公

9812 夏晴風著 978-986-242-121-5 搶標好吃賢夫

9812 林曉筠著 978-986-242-122-2 小護士馴夫

9812 官敏兒著 978-986-242-123-9 小祕書整夫

9812 綠風箏著 978-986-242-124-6 小腐女相夫

9812 淺草茉莉著 978-986-242-125-3 婚變

9812 罌粟著 978-986-242-126-0 幸福女僕

9812 七巧著 978-986-242-127-7 一日人夫

9812 寄秋著 978-986-242-128-4 殿下拒絕失寵

9812 米包著 978-986-242-129-1 搖滾系雷神

9812 千尋著 978-986-242-131-4 一二三再見幸福

9812 綠光著 978-986-242-133-8 無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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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綠光著 978-986-242-132-1 無間王

9901 簡瓔著 978-986-242-134-5 早叫老婆

9901 寄秋著 978-986-242-135-2 惡狼軍師

9901 顏依依著 978-986-242-136-9 福星嬌妻

9901 艾佟著 978-986-242-137-6 新娘換人做

9901 唐筠著 978-986-242-138-3 放電閒夫

9901 裘夢著 978-986-242-139-0 肅王千歲

9901 花暖著 978-986-242-140-6 惡女花嫁

9901 綠光著 978-986-242-141-3 一錢婢

9901 七巧著 978-986-242-142-0 妻恩十億

9901 千尋著 978-986-242-143-7 八分愛老公

9901 葉雙著 978-986-242-144-4 將軍,快回來

9901 林曉筠著 978-986-242-145-1 地下太座

9901 綠風箏著 978-986-242-146-8 難忍情夫

9901 湛露著 978-986-242-147-5 毒魅八皇子

9902 陳毓華著 978-986-242-148-2 東方家的那口子

9902 寄秋著 978-986-242-149-9 皇家有囍: 公主逃夫

9902 金萱著 978-986-242-150-5 江湖有福: 俠女緝夫

9902 簡瓔著 978-986-242-151-2 富商有利: 千金養夫

9902 簡薰著 978-986-242-152-9 世族有名: 家寶拐夫

9902 寄秋著 978-986-242-154-3 媒婆喜帕

9902 寄秋著 978-986-242-153-6 媒婆喜帕

9902 罌粟著 978-986-242-155-0 水晶的約定: 貓樣女友

9902 夏晴風著 978-986-242-156-7 水晶的約定: 後天惡女

9902 蜜■子著 978-986-242-157-4 水晶的約定: 花臉千金

9902 黎孅著 978-986-242-158-1 水晶的約定: 不哭糖心

9902 馥梅著 978-986-242-159-8 舊情人報到

9902 淺草茉莉著 978-986-242-161-1 只願為后

9902 淺草茉莉著 978-986-242-160-4 只願為后

9903 林曉筠著 978-986-242-162-8 億萬宅男

9903 綠風箏著 978-986-242-163-5 租屋少東

9903 湛露著 978-986-242-164-2 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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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花暖著 978-986-242-165-9 惡少欽點

9903 米包著 978-986-242-166-6 純愛型血族

9903 元柔著 978-986-242-167-3 雙面賊商

9903 寄秋著 978-986-242-172-7 孔雀先生

總計: 48種 48冊

花蓮勝安宮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8522429

郵遞區號:97343 地址:花蓮縣吉安鄉勝安村

慈惠三街118號

 E-

mail:sheng.anu@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國立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

究所, 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

978-986-85585-0-2 臺灣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3冊

花縣文化局 連絡人:陳秉正 電話:(03)8227121ext154 傳真:(038)235914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市文復路6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淑姿總編輯 978-986-02-0059-1 深情花蓮: 花蓮文學獎. 2009

9811 吳淑姿總編輯 978-986-02-1149-8 刻石銘心: 花蓮縣石彫協會會員聯展作品集. 2009

9812 劉伯樂圖.文; 徐秀菊主編 978-986-02-1894-7 龍眼樹的故鄉

9812 鍾易真圖.文; 徐秀菊主編 978-986-02-1895-4 石頭男孩

9812 許又方主編 978-986-02-2034-6 花蓮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第五屆

9812 吳東展撰 978-986-02-2129-9 山海之道: 花東聯絡公路之發展(1874-1982)

總計: 6種 12冊

花縣府 連絡人:林秀瑛 電話:(03)8225701 傳真:(03)8236370

郵遞區號:97001 地址:花蓮市府前路17號  E-mail:rabbit@hl.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花蓮縣政府主計室編著 978-986-02-0577-0 花蓮縣統計要覽.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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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范麗娟研究主持 978-986-02-1994-4 花蓮縣老人生活狀況與福利需求調查報告. 98年

度

總計: 2種 4冊

花縣創異人文協會 連絡人:徐文臺 電話:0937467886 傳真:(03)8511423

郵遞區號:97361 地址:花蓮縣吉安鄉稻香六

街7巷3號

 E-

mail:stephane.hsu@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緋紅樹等作; 李雪菱, 謝靜

玟主編

978-986-83036-2-1 探索愛情,我的書寫: 獻給雙性戀、異性戀與同性

戀的你

總計: 1種 3冊

亞太文化基金會 連絡人:蔡淑芬 電話:(02)27388115 傳真:(02)27388191

郵遞區號:1048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龍江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李在方著 978-986-84335-0-2 韓國崛起: 駐韓大使旅韓20年的觀察與見證

9712 王弓等作 978-986-84335-1-9 蕃薯與泡菜: 亞洲雙龍臺韓經驗比較

9901 Thomas R. Leinbach, Richard

Ulack原著; 李美賢, 楊昊譯

978-986-84335-5-7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

9810 Thomas R. Leinbach, Richard

Ulack原著; 李美賢, 楊昊譯

978-986-84335-4-0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

9901 Thomas R. Leinbach, Richard

Ulack原著; 李美賢, 楊昊譯

978-986-84335-3-3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

總計: 5種 5冊

亞太和平研究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61090

郵遞區號:1005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

路二段88號14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亞太和平研究基金會, 世界

和平研究所編著

978-986-85883-0-1 臺日關係與今後的東亞: 『臺日論壇』2009年東

京會議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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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亞太糧肥中心 連絡人:方西西 電話:(02)23626239ext20 傳真:(02)23620478

郵遞區號:1064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溫州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Shan-Nan Lee, Christina P.

Bejosano

978-986-84947-1-8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orage-based

feed resources for small-scale livestock farmers in Asia

9902 Te-Yen Ku, Cristina P.

Bejosano, Leah J. Buendia

978-986-84947-2-5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總計: 2種 4冊

亞卓國際顧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723210

郵遞區號:30071 地址:新竹市光復路二段352

號6樓

 E-mail:chan.ming@sme-

edu.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Darrell Mann原著; 許棟樑編 978-986-85795-0-7 萃智系統性創新上手

總計: 1種 1冊

亞洲大學 連絡人:劉子琦 電話:(04)23323456ext1931 傳真:(04)23321190

郵遞區號:41354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柳豐路  E-mail:whtsai@asi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許志賢總編輯 978-986-81081-8-9 百書喜閱讀書會成果輯. 2008

9810 許志賢總編輯 978-986-6395-08-6 百書喜閱讀書會成果輯. 2009

總計: 2種 3冊

亞洲大學幼教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322135

郵遞區號:41354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柳豐路  E-mail:mw.shih@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施福珍編著.作曲 978-986-6395-07-9 臺語唐詩吟唱歌曲集

9901 方子文編著 978-986-6395-09-3 臺語兒童唸謠. 傳統篇

9902 方子文編著 978-986-6395-10-9 臺語兒童唸謠. 創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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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3冊

亞旂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94285

郵遞區號:1107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

路五段1-7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姚振黎等合著; 蔡美惠主編 978-986-83858-1-8 通識教育與人文精神: 人文通識教學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取勝投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375579

郵遞區號:40642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軍福1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俊傑創作 978-986-85904-0-3 傑出藝聲

總計: 1種 1冊

松合 連絡人: 電話:(02)27773020 傳真:(02)27815642

郵遞區號:1055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

路15號14樓之4(1417室)

 E-mail:sonho@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張元鳳作 978-986-7098-07-8 文化的傳承與維護: 以東方繪畫與彩繪泥塑保存

修護為例

總計: 1種 1冊

松祿文化 連絡人:黃淑瓊 電話: 傳真:(02)23071495

郵遞區號:1007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三段48號1樓

 E-mail:sunlex@ms5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永憲, 詹榮俊著 978-986-83757-3-4 電腦柴油引擎(保養維修技術)

總計: 1種 1冊

松慧 連絡人:徐娟玉 電話:(02)24315269 傳真:(02)340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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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57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新中街

7-1號1樓

 E-mail:song-

hui.pub@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羅國英等編著 978-986-7599-37-7 社區實作教學設計概要

9901 張菁芬著 978-986-7599-38-4 臺灣地區社會排除之研究: 指標建構與現象分析

總計: 2種 2冊

林永順 連絡人: 電話:(08)7703202ext7822 傳真:(08)7740190

郵遞區號:91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勝公路

105巷9弄4號

 E-

mail:alexlin@mail.npus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永順著 978-957-41-6994-8 策略管理

9902 林永順著 978-957-41-6995-5 啟發故事行銷學

總計: 2種 2冊

林正輝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0157 地址:臺南市東區自由路路

二段26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正輝作 978-957-41-7002-9 郵政法規講義

總計: 1種 1冊

林秀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60745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和平西路二段

142號5樓之1

 E-mail:Linhh@nc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林秀雄著 978-957-41-6663-3 繼承法講義

總計: 1種 1冊

林秋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3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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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660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

後庄22巷5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袁純正作 978-957-41-6792-0 牧人小說集

總計: 1種 1冊

林建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284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行義路

130巷1-1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陳麗雲作 978-957-41-7001-2 陳麗雲畫集

總計: 1種 2冊

林堉琪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09689

郵遞區號:1057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光復北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85798-0-4 永恆的願力: 宏國關係事業財團法人林堉琪先生

紀念基金會20週年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1冊

林振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5902973

郵遞區號:23560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興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振裕, 陳柳絲編著 978-957-41-6931-3 養生保健快易通

總計: 1種 2冊

林添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518360

郵遞區號:80343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大智路

44號2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添旺作 978-957-41-6952-8 官官相護之決定書判決書: 土地複丈行政救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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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林啟明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2134455

郵遞區號:33356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光峰路

千禧新城31號1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林啟明作 978-957-41-6993-1 林啟明篆刻書法集

總計: 1種 1冊

林愚宙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424420

郵遞區號:54557 地址:南投縣埔里鎮慈恩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愚宙神宗著 978-957-41-6853-8 天人合一

總計: 1種 1冊

東大 連絡人:洪瑋憶 電話:(02)25006600ext504 傳真:(02)25064000

郵遞區號:1047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復興北  E-mail:sanmin@ms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楊遠編著 978-957-19-2977-4 標點符號研究

9901 國貿檢定教材研究小組編 978-957-19-2992-7 國貿業務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9902 黃宏祿, 楊凱全編著 978-957-19-2996-5 歷屆統測英文試題精解. 90-98

總計: 3種 3冊

東方技術學院 連絡人:王芳蘭 電話:0932996073 傳真:(07)6939527

郵遞區號:82941 地址:高雄縣湖內鄉東方路  E-mail:liumon@mail.tf.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86-6415-05-0 『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第一屆

總計: 1種 1冊

東立 連絡人:何曉琪 電話:(02)25587266ext210 傳真:(02)2558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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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353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二段81號10樓

 E-mail:janey@tongl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8807 伊藤潤二作; 何力譯 978-957-34-6918-6 伊藤潤二恐怖漫畫精選

8806 伊藤潤二作; 何力譯 978-957-34-6917-9 伊藤潤二恐怖漫畫精選

8804 伊藤潤二作; 何力譯 978-957-34-6916-2 伊藤潤二恐怖漫畫精選

8810 伊藤潤二作; 高郁雯譯 978-957-34-8252-9 伊藤潤二恐怖漫畫精選

8810 伊藤潤二作; 高郁雯譯 978-957-34-8251-2 伊藤潤二恐怖漫畫精選

8908 伊藤潤二作; 何力譯 978-957-34-8878-1 伊藤潤二恐怖漫畫精選

8902 伊藤潤二作; 何力譯 978-957-34-8876-7 伊藤潤二恐怖漫畫精選

9608 天野こずえ作; 蔡夢芳譯 978-986-11-9728-9 水星領航員公式領航手冊

9608 [南宮燠作] 978-986-10-0375-7 沙夢

9812 神吉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0532-4 魔女萌法書

9706 乃木■太郎, 永井明作; 張 978-986-10-1465-4 醫龍

9812 西炯子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1679-5 心動無厘頭

9802 夏冬春秋作; 陳雪美譯 978-986-10-1803-4 非常辣妹

9901 吉永裕之介作; 李臨麾譯 978-986-10-2587-2 破刃之劍Break blade

9812 夏冬春秋作; 陳雪美譯 978-986-10-2722-7 非常辣妹

9804 夏冬春秋作; 陳雪美譯 978-986-10-2721-0 非常辣妹

9812 藤原里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2771-5 貓願三角戀

9805 折原美都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3255-9 星戀傳說

9812 崔炳烈作; 黃昱霖譯 978-986-10-3313-6 HOT DOG熱狗

9811 崔炳烈作; 黃昱霖譯 978-986-10-3312-9 HOT DOG熱狗

9901 本村英里作; 蔡妃甯譯 978-986-10-3413-3 愛焰恩仇

9811 MIZUKI TAKEHITO作; 鳥 978-986-10-3459-1 屋簷下的萌美眉

9812 山崎毅宜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3513-0 天才棒球少女

9812 兄崎遊南作; 李芝慧譯 978-986-10-3554-3 夜櫻: 新東京廓戀醉夢. II

9811 山原義人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3594-9 龍狼傳. 中原繚亂篇

9901 曾田正人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3603-8 極速方程式

9811 漥之內英策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3625-0 笑誕之星

9812 松井優征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3753-0 魔人偵探腦嚙涅羅

9811 桐山光侍作; 磊正傑譯 978-986-10-3755-4 忍空Second stage. 干支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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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渡■潤作; 李德洋譯 978-986-10-3765-3 RRR搖滾拳王

9812 森元智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3774-5 復活的名偵探. 布朗神父篇

9811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3779-0 魔法老師

9811 草花里樹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3787-5 看護工向前衝

9805 赤石路代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3805-6 晨光中的詠歎調

9812 たらさわみち作; 賴薰風譯 978-986-10-3858-2 MF動物醫院筆記

9812 ■原一崎, 川崎伸原作; 村

上義幸漫畫; 方郁仁譯

978-986-10-3967-1 新約『巨人之星』

9901 花見■Q太郎作; 李鵠志譯 978-986-10-3987-9 甜蜜聲優

9812 多田乃伸明作; 莊麗玲譯 978-986-10-4038-7 70億之針

9811 加瀨敦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4124-7 零戰教頭

9812 藤■亨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4058-5 假面教師

9901 城Araki, 松井勝法, 堀賢一

作; 李芝慧譯

978-986-10-4066-0 侍酒師

9811 西岸良平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081-3 妙探急轉彎

9901 松井優征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4087-5 魔人偵探腦嚙涅羅

9811 荻野真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090-5 孔雀王曲神紀

9811 黑葉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095-0 觸手姬

9811 西村滿, 大崎充作; 吳美嬅 978-986-10-4097-4 首相閣下的料理人

9812 こがわみさき作; 賴祈昌譯 978-986-10-4104-9 陽光女孩

9812 くほたまこと作; 李韋呈譯 978-986-10-4105-6 天體戰士

9811 ■井麻知子作; 陳書萍譯 978-986-10-4109-4 17、畢業前夕

9901 折原美都作; 吳美嬅譯 978-986-10-4112-4 天使治療室

9811 米■理香作; 李韋葶譯 978-986-10-4114-8 待嫁熟女

9811 ■香里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4120-9 羽球小子

9901 瀨上明作; 郝致均譯 978-986-10-4125-4 奏: 夢中情人

9811 リチャ一ド.ウ一, すぎむ

らしんいち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127-8 異邦警察

9901 水野十子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4135-3 遙遠時空

9901 原田重光, 萩尾ノブト作; 978-986-10-4139-1 泛用人形少女百式

9902 江平洋巳作; 陳書萍譯 978-986-10-4143-8 戀歌: 和泉式部異聞

9902 松江名俊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4144-5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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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入江謙三, 橋口隆志作; 賴 978-986-10-4146-9 頂尖神醫

9902 曾田正人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4147-6 Moon昴. 續篇

9811 山田惠庸作; 光依譯 978-986-10-4170-4 逃離伊甸園

9812 武論尊, 原哲夫原案; なが

てゆか作畫; 林琪禎譯

978-986-10-4180-3 銀之聖者: 北斗之拳托席外傳

9812 武論尊, 原哲夫原案; なが

てゆか作畫; 林琪禎譯

978-986-10-4179-7 銀之聖者: 北斗之拳托席外傳

9810 武論尊, 原哲夫原案; なが

てゆか作畫; 林琪禎譯

978-986-10-4178-0 銀之聖者: 北斗之拳托席外傳

9812 武論尊, 原哲夫, 貓井ヤス

ユキ作; 林琪禎譯

978-986-10-4185-8 蒼黑餓狼: 北斗之拳雷伊外傳

9811 武論尊, 原哲夫, 貓井ヤス

ユキ作; 林琪禎譯

978-986-10-4184-1 蒼黑餓狼: 北斗之拳雷伊外傳

9811 武論尊, 原哲夫, 貓井ヤス

ユキ作; 林琪禎譯

978-986-10-4183-4 蒼黑餓狼: 北斗之拳雷伊外傳

9812 和月伸宏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4199-5 再生魔人

9901 北尾卜口, 松橋犬輔作; 蔡 978-986-10-4207-7 裁判長!這案子判刑4年,如何?

9811 風間銳二, 佐伯泰英作; 吳 978-986-10-4225-1 陽炎的十字路: 瞌睡的磐音

9901 岩下繁幸作; 林婉清譯 978-986-10-4233-6 女王編輯部

9812 岩下繁幸作; 林婉清譯 978-986-10-4232-9 女王編輯部

9809 南宮燠作 978-986-10-4240-4 蒼天之祈

9811 曾根富美子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4241-1 嘟嘟子的回憶

9901 金田丸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4246-6 服部半藏花錄

9811 金田丸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4245-9 服部半藏花錄

9811 ■田有皆作; 猴譯 978-986-10-4250-3 神秘搖滾

9901 崔炳烈作; 黃昱霖譯 978-986-10-4358-6 Hot dog熱狗

9812 崔炳烈作; 黃昱霖譯 978-986-10-4256-5 Hot dog熱狗

9811 鄭惠那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4363-0 新東遊記

9901 申泳雨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4365-4 首爾俠客傳

9901 山根聖史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4266-4 求愛KISS 50招

9901 岡本健志作; 陳曉菡譯 978-986-10-4268-8 正妹黑手

9811 金子直哉作; 猴譯 978-986-10-4273-2 聖劍言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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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全克■, 梁載賢作; 黃昱霖 978-986-10-4280-0 熱血江湖

9811 全克■, 梁載賢作; 黃昱霖 978-986-10-4279-4 熱血江湖

9812 朴真娥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4282-4 同人白書

9811 朴真娥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4281-7 同人白書

9812 朴珍俊作; 林建豪譯 978-986-10-4298-5 Raiders狙擊者

9812 Yeon Doo作; 王梅芳譯 978-986-10-4299-2 鬼門

9812 二宮ひかる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4303-6 思春期甜心

9901 佐野タカシ作; 吳傳賢譯 978-986-10-4305-0 天生一對

9902 和智正喜, 橘由宇作; 王薇 978-986-10-4306-7 Mondlicht月之翼

9901 美嘉原著; 羽田伊吹漫畫; 978-986-10-4308-1 戀空

9901 早■淳作; 力郁仁譯 978-986-10-4309-8 鐵路便當之旅

9812 ■木雪■作; 林捷瑜譯 978-986-10-4316-6 愛狗成痴

9811 高梨みつば作; 張麗■譯 978-986-10-4318-0 紅色HERO

9812 R-Ex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4319-7 Gunner queen女王復仇記

9812 渡■潤作; 李德洋譯 978-986-10-4326-5 RRR搖滾拳王

9811 George, 朝倉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4330-2 溺水小刀

9811 深見惇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4331-9 胡桃夢

9901 葉月鼎作; 吳美嬅譯 978-986-10-4333-3 只要妳說妳愛我

9812 小林俊彥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4336-4 純愛塗鴉

9812 ■原一騎, 川崎伸, 村上よ

しゆき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340-1 新約『巨人之星』

9812 秋山春作; 李嘉箴譯 978-986-10-4346-3 變調的旋律

9811 魚住かおる作; 蔡妃甯譯 978-986-10-4347-0 惡靈退散大作戰

9901 篠原烏童作; 高郁雯譯 978-986-10-4348-7 帥哥與通靈貓

9812 神■ゆう, 堆木庸作; 尤靜 978-986-10-4351-7 心靈處方箋

9812 金姬恩作; 葛增娜譯 978-986-10-4361-6 變調小婦人

9811 金姬恩作; 葛增娜譯 978-986-10-4360-9 變調小婦人

9811 現津みかみ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4371-5 心比天高

9811 板倉雄一作; 蔡夢芳譯 978-986-10-4373-9 Hand's飛躍的手球

9901 三上骨丸作; 光依譯 978-986-10-4376-0 罪花罰

9812 助野嘉昭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4377-7 窮神

9811 鈴木信也作; 簡廷而譯 978-986-10-4382-1 宅男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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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鈴木信也作; 簡廷而譯 978-986-10-4381-4 宅男番長

9811 岩代俊明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4432-3 Psyren決戰遊戲

9812 篠原健太作; 柯明鈺譯 978-986-10-4437-8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9811 篠原健太作; 柯明鈺譯 978-986-10-4388-3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9812 福島■平作; Alata譯 978-986-10-4444-6 武士兔精神

9811 福島■平作; Alata譯 978-986-10-4390-6 武士兔精神

9812 田中靖規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4392-0 宿妖瞳

9811 田中靖規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4391-3 宿妖瞳

9812 高橋一郎作; 王薇婷譯 978-986-10-4394-4 排球任意使鄉田豪

9902 山口讓司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4397-5 女忍者魔寶傳

9811 山口讓司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4396-8 女忍者魔寶傳

9901 金成陽三郎, 野間Rock作; 978-986-10-4402-6 追蹤師大神冬馬

9812 金成陽三郎, 野間Rock作; 978-986-10-4401-9 追蹤師大神冬馬

9812 Gets板谷, 花岡曉生作; 張 978-986-10-4405-7 暴走少年

9811 Gets板谷, 花岡曉生作; 張 978-986-10-4404-0 暴走少年

9901 富■信一, 富■千夏作; 蔡 978-986-10-4413-2 富■千夏妖豔短篇集: 寄居蟹

9901 六道神士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420-0 迷糊女戰士

9902 ■康之作; 猴譯 978-986-10-4421-7 魂姬

9901 是空亨原作; 合鴨博由希漫

畫; 林捷瑜譯

978-986-10-4422-4 Trinity x venus超能特警

9901 魔木子作; 羅珮甄譯 978-986-10-4425-5 除妖怪譚

9901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978-986-10-4427-9 烏龍派出所

9812 宮下あきら作; 張家銘譯 978-986-10-4430-9 曉!!男塾

9901 小林■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458-3 夏日風暴

9811 早川智子作; 柯明鈺譯 978-986-10-4460-6 完美小姐進化論

9901 愛本瑞穗作; 蔡夢方譯 978-986-10-4461-3 至愛寶貝!: 天使少女的育兒日記

9901 末次由紀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4462-0 花牌情緣

9902 佐野隆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4466-8 打擊王 凜

9901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469-9 魔法老師

9812 日向武史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471-2 籃球少年王

9901 勝木光作; 施慶忠譯 978-986-10-4474-3 Baby steps網球優等生

9901 山田惠庸作; 光依譯 978-986-10-4476-7 逃離伊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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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沙村廣明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4481-1 無限住人

9901 三浦建太郎作; 磊正傑譯 978-986-10-4490-3 烙印勇士

9812 高橋よしひろ作; 張家銘譯 978-986-10-4492-7 銀牙傳說

9812 岸本聖史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528-3 徽章戰役

9812 綾峰欄人作; 江荷偲譯 978-986-10-4532-0 Holy Talker: 神聖福音

9901 竹谷州史作; 鄭禎姝譯 978-986-10-4539-9 空白

9901 柚木茂加作; 莊麗玲譯 978-986-10-4540-5 特攝英雄

9901 吉祥りら作; 余思霈譯 978-986-10-4542-9 型男特訓班

9901 天乃鷹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4545-0 執事革命: 王子與管家

9901 天乃鷹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4544-3 執事革命: 王子與管家

9901 石岡正榮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4550-4 魔力判官

9811 石岡正榮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4549-8 魔力判官

9811 石岡正榮作; 張芳馨譯 978-986-10-4548-1 魔力判官

9812 Tobi作; 光依譯 978-986-10-4554-2 女僕與眼鏡

9901 sachiko作; 陳曉菡譯 978-986-10-4555-9 懸疑家族

9811 くぼたまこと作; 翁蛉玲譯 978-986-10-4561-0 妙妙貓先生

9811 中山星香作; 李其馨譯 978-986-10-4565-8 水底的戀人

9811 三浦■子作; 陳曉菡譯 978-986-10-4572-6 偶像雙胞胎

9810 三浦■子作; 陳曉菡譯 978-986-10-4571-9 偶像雙胞胎

9811 山浦■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4575-7 飛車特技

9811 山浦■作; 吳勵誠譯 978-986-10-4574-0 飛車特技

9811 古川■昭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582-5 靈石奇譚

9811 古川■昭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581-8 靈石奇譚

9901 蕭乃中作 978-986-10-4585-6 幻鏡少女

9811 ■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978-986-10-4592-4 俠義少年王. II, 源平合戰

9811 ■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978-986-10-4591-7 俠義少年王. II, 源平合戰

9901 小島アジコ原作; 仁漫畫; 978-986-10-4599-3 我的801女友

9811 たじまタジ子作; 翁蛉蛉譯 978-986-10-4602-0 肉Q一家

9901 葉明軒作 978-986-10-4604-4 無上西天

9901 長谷川哲也作; 翁蛉蛉譯 978-986-10-4623-5 拿破崙: 獅子的時代

9811 島袋光年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4631-0 美食獵人TORIKO

9812 桂正和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633-4 ZETMAN超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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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榮羽彌作; 余思霈譯 978-986-10-4652-5 扮裝遊戲

9902 河島正, 安達渡嘉作; 張芳 978-986-10-4658-7 Alive最終進化少年

9901 七三太朗原, 川三番地作; 978-986-10-4661-7 野球太保

9902 板場■志作; 林琬清譯 978-986-10-4675-4 忍具少女

9812 赤羽美智惠作; 猴譯 978-986-10-4706-5 微笑看護士

9811 斐文士吾朗作; 天道糖漫

畫; 鄭啟旭譯

978-986-10-4725-6 終結預言

9812 小西紀行作; 猴譯 978-986-10-4734-8 Go go go西遊記: 新悟空傳

9812 しんむらけ一いちろ一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4739-3 飆速快感

9812 田澤拓野, 盛田賢司作; 磊 978-986-10-4743-0 球夢男孩

9811 上杉可南子作; 林靜華譯 978-986-10-4759-1 魚干女大暴走

9812 倉科遼, 岩下博美作; 吳勵 978-986-10-4761-4 夢見星星的女子

9811 井上和郎作; 猴譯 978-986-10-4762-1 屍憶

9812 大澄剛作; 猴譯 978-986-10-4763-8 怪咖家族

9812 玉井雪雄作; 賴瑞琴譯 978-986-10-4776-8 海鷗.鐵馬.情

9812 哲弘作; 朱亞琪譯 978-986-10-4787-4 妖刀

9812 白井惠理子作; 光依譯 978-986-10-4797-3 三國笑傳之桃園大滿貫

9812 白井惠理子作; 光依譯 978-986-10-4798-0 三國笑傳之赤壁奧運會

9812 玉越博幸作; 林琪禎譯 978-986-10-4802-4 重返少年時

9812 玉越博幸作; 林琪禎譯 978-986-10-4801-7 重返少年時

9812 流水凜子作; 陳曉菡譯 978-986-10-4806-2 愛犬與家人

9812 tenkla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4807-9 花嫁色的選擇

9811 中村博文作; 尤靜慧譯 978-986-10-4813-0 壽司料理王

9901 吉永裕之介作; 張益豐譯 978-986-10-4814-7 三國亂舞

9812 鮭魚仔, 小鯊龍作 978-986-10-4815-4 血黑犬

9901 荒木飛呂彥作; 杜信彰譯 978-986-10-4831-4 飆馬野郎

9901 朴素熙作; 黃昱霖譯 978-986-10-4921-2 我的野蠻王妃

9901 岡戶達也作; 朝日譯 978-986-10-4925-0 Doll人偶

9901 岡戶達也作; 朝日譯 978-986-10-4924-3 Doll人偶

9901 山田也作畫; 稻森遙香原

作; 黃依齡譯

978-986-10-4932-8 純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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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杉崎ゆきる作; 王薇婷譯 978-986-10-4938-0 星空童話

9901 武■波作; 黃依齡譯 978-986-10-4940-3 妙想少女

9901 竹下堅次朗作; 鄭啟旭譯 978-986-10-4944-1 天才釣手

9902 黑田美里作; aitsae譯 978-986-10-4960-1 吸血鬼笑譚

9901 塚■永久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962-5 雷電

9901 小出望貴作; 蕭嘉慧譯 978-986-10-4965-6 斬鬼怪醫

9901 佐久間力作; 方郁仁譯 978-986-10-4967-0 魔法足球

9901 梅田阿比作; 李嘉箴譯 978-986-10-5046-1 幻仔譚蛇之眼

9901 おかつきひかる, 蒼月しの

ぶ, 高階@聖人作; 王薇婷

978-986-10-5060-7 惡魔少女

9901 白鳥貴久作; 鳥山亂譯 978-986-10-5061-4 TIGER'S: 賽車之虎

9902 白井惠理子作; 光依譯 978-986-10-5081-2 三國笑傳之劉備回來了

9901 楊承達作 978-986-10-5105-5 魔法絕緣體

9901 常勝作 978-986-10-5106-2 BABY

9902 溫世仁原作; 孫家裕漫畫 978-986-10-5122-2 秦時明月

9902 張博棋作 978-986-10-5123-9 網戀

9901 李崇萍[作] 978-986-10-5158-1 THE ONE獨領風騷

總計: 223種 228冊

東吳 連絡人:伍稻孫 電話:(02)28819471ext6074 傳真:(02)28838040

郵遞區號:1110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臨溪路  E-mail:wuds@mail.s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奕華, 鄭冠宇主編 978-986-6568-13-8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論文集: 二■■九年(第七屆)海

峽兩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總計: 1種 2冊

東吳法學院 連絡人:陳芊諭 電話:(02)23111531ext2524 傳真:(02)23751067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貴陽街

一段56號

 E-mail:law@mail.s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楊奕華總編輯 978-986-6568-12-1 海峽兩岸貪污瀆職犯罪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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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東吳第二十屆學生議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1102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臨溪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彥芬總編輯 978-986-6568-14-5 東吳大學學生自治法規錄

總計: 1種 2冊

東雨文化 連絡人:任美玲 電話:(07)3130172ext69 傳真:(07)3130178

郵遞區號:80751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

47巷3-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琳達.夏普曼(Linda

Chapman)文; 唐恩.艾帕里

978-986-6390-16-6 沒有尾巴的小美人魚. 7: 美人魚的驚喜

9811 山本省三著; 太田雨荷繪;

蝦米丸子譯

978-986-6390-17-3 愛漂亮俏公主. 2, 緞帶[]魔法

9811 安姬.賽曲著; 幾米.皮可林

繪; 張文婷譯

978-986-6390-18-0 鬼靈精雅拉米. 2, 神祕的密室

9812 安晝安子文.圖; 蕘合譯 978-986-6390-19-7 露露菈菈的天使蛋糕

9812 東尼艾伯特作; 提姆傑賽

爾, 大衛.梅洛繪; 熊昭霞譯

978-986-6390-24-1 神祕島

9812 金鉉淑作; 金湖精繪; 李懿 978-986-6390-25-8 小狐狸的烹飪學校

9901 吉莉安.薛爾斯(Gillian

Shields)著; ■村亞由子繪;

978-986-6390-26-5 S.O.S美人魚. 3, 蘇菲搶救小海豚

9901 安晝安子文.圖; 蕘合譯 978-986-6390-27-2 推銷魔女的魔法口袋

9902 安晝安子文.圖; 胡慧文譯 978-986-6390-28-9 人人都會的神奇魔法

9901 海雯.歐倫文; 莎菈.沃布頓

圖; 陳思因譯

978-986-6390-30-2 我的小魔女要上電視煮菜

9812 全美淑文; 林貞娥圖 978-986-6390-31-9 身體為什麼會長大

總計: 11種 11冊

東南科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662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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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2202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三段152號

 E-

mail:cychen@mail.y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俊儀等撰稿; 陳秋楊主編 978-986-81725-6-2 空氣品質管理

總計: 1種 2冊

東海岸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劉培琳 電話:(03)8329692 傳真:(03)8335597

郵遞區號:97163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順興路  E-mail:allen34.tw@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潘小雪主編 978-986-85275-0-8 創意文化在花蓮: 花蓮創意文化園區2008成果專

輯. I, 創意產業篇

9806 潘小雪主編 978-986-85275-1-5 創意文化在花蓮: 花蓮創意文化園區2008成果專

輯. II, 展覽篇

9806 陳黎主編 978-986-85275-2-2 創意文化在花蓮: 花蓮創意文化園區2008成果專

輯. III, 文學與表演篇

總計: 3種 3冊

東海景觀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596470

郵遞區號:40704 地址:臺中市中港路三段18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侯錦雄, 黃宜瑜, 何郁如主 978-957-9104-70-8 造園景觀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第七屆

總計: 1種 1冊

東海熱帶生研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552498

郵遞區號:40704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中港路

三段18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于名振作 978-957-9104-60-9 臺灣脊椎動物檢索名錄

總計: 1種 1冊

東部海岸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王彥惠 電話:(089)841520ext1604 傳真:(089)84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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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96144 地址:臺東縣成功鎮信義里

新村路25號

 E-

mail:info@tbc.tbrocecnsa.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玉芬等撰稿 978-986-02-1477-2 尋覓新天地於山海之間: 東海岸族群故事

總計: 1種 2冊

東華大學 連絡人:王祿容 電話:(03)8662500ext11402 傳真:(03)8662669

郵遞區號:97401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

大學路二段1號

 E-

mail:publish@mail.nd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洪莫愁等著 978-986-02-0007-2 原民藝識: 東臺灣部落藝術論文集

9901 劉唯玉主編 978-986-02-2092-6 典範教學. 98學年度: 示例研發與教師增能

9812 洪清一主編; 周水珍, 王淑

惠, 林雅菁編輯

978-986-02-2179-4 原住民族文化基本教材教學實驗報告

9902 林祥偉等作 978-986-02-2573-0 東臺灣鄉土文化地圖. 2010. 綠島篇

總計: 4種 9冊

東華大學附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8237089

郵遞區號:97003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永安街  E-mail:u1001@efs.hl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戴莉如, 田俊賢編輯 978-986-02-0072-0 兒童科學專題研究. 第二輯

9810 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研究處編輯小組

978-986-02-0120-8 雋永

總計: 2種 4冊

東縣府 連絡人:許孟華 電話:(089)350129 傳真:(089)330591

郵遞區號:95001 地址:臺東市中山路276號  E-

mail:mhua@mail.ccl.ttc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正德, 陳議星撰文 978-986-02-0776-7 綠島燈塔

9901 林登榮撰文; 阿緹蓉繪圖 978-986-02-0777-4 綠島燈塔

9812 廖中勳等撰文 978-986-02-1732-2 遇見幸福: 臺東縣社區營造成果冊. 98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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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黃正德, 陽美花撰文 978-986-02-1883-1 悅讀197縣道

總計: 4種 8冊

東縣鹿野地區農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9)550906

郵遞區號:95542 地址:臺東市鹿野鄉鹿野村

中華路二段2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徐瑞玟執行編輯 978-986-81577-1-2 紅烏龍餐盒料理

總計: 1種 2冊

東縣農會 連絡人:楊素幸 電話:(089)318825 傳真:(089)341139

郵遞區號:95046 地址:臺東市中正路1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躍贏撰文 978-957-28805-3-1 臺東縣休閒農業區導覽手冊

總計: 1種 2冊

協志工業 連絡人:許作淳 電話:(02)25925252ext3421 傳真:(02)25984404

郵遞區號:10435 地址:臺北市中山北路三段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木村泰賢作; 巴壺天, 李世 978-957-9357-60-9 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

9809 鈴木大拙著; 李世傑譯 978-957-9357-61-6 禪佛教入門

總計: 2種 2冊

坤杪創新管理顧問 連絡人:黃靖雅 電話:(02)27113768 傳真:(02)27715213

郵遞區號:1005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

路一段85號2樓

 E-

mail:realmoneytw@yahoo.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貞元作 978-986-85787-0-8 大賺3倍的操盤秘笈: 五弦劍法

總計: 1種 1冊

奇幻基地 連絡人:王雪莉 電話:(02)25007008ext2219 傳真:(02)2502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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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

mail:sherry_wang@hmg.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神■一著; 蟲破斬譯 978-986-6712-92-0 Slayers!秀逗魔導士. 7, 魔龍王的挑戰

9901 恩田陸作; 高詹燦譯 978-986-6712-93-7 禁忌的樂園

9901 布蘭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段宗忱譯

978-986-6712-98-2 迷霧之子. 首部曲, 最後帝國

9901 草野巧作; 林哲逸譯 978-986-6275-01-2 幻獸事典

總計: 4種 4冊

奇蹟資訊中心 連絡人:李安生 電話:(04)22451255 傳真:(04)22451255

郵遞區號:40673 地址:臺中市松強里九甲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保羅.諾曼圖特作; 林慧如, 978-957-30522-6-5 人生畢業禮

總計: 1種 1冊

拓墣科技 連絡人:蔡曛伊 電話:(02)25710111ext281 傳真:(02)25710212

郵遞區號:1045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二段2號11樓

 E-

mail:service@topology.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42-5 全面性的電子視覺娛樂: 數位相機與遊戲

9812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43-2 中國太陽能光伏產業在風暴中的『和合』態勢

9812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44-9 探索電子書戰國時代未來新商機

9901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45-6 跌宕起伏的中國山寨NB產業

9901 拓墣產業研究所作 978-986-6626-46-3 全球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0

總計: 5種 5冊

岡山高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222209

郵遞區號:820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公園路  E-mail:k1531$mk.ks.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吳國貞主編 978-986-02-2247-0 小論文及閱讀心得寫作優秀作品集. 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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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旺文社 連絡人:饒先生 電話:(02)29119906ext21 傳真:(02)89193501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路

二段218巷10號4樓

 E-mail:jaohc0519@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4 林富美, 石安帆作 978-957-508-944-3 國中英語閱讀測驗

9806 牛津辭典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239-011-5 全球華人都看得懂的英語文法書

總計: 2種 2冊

明天國際圖書 連絡人:呂佳蓉 電話:(02)82219822 傳真:(02)8221708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路

137號6樓

 E-

mail:luchin3@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0-4 馬克白: 野心猜疑將掌握人的靈魂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1-1 羅密歐與茱麗葉: 愛的力量能化解一切仇恨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2-8 馴悍記: 善用機智讓問題迎刃而解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3-5 哈姆雷特: 盲目的仇恨喪失理性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4-2 威尼斯商人: 友情是無價的生命寶物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5-9 暴風雨: 以寬恕體悟生命的智慧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6-6 仲夏夜之夢: 戲中有戲,夢中有夢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7-3 皆大歡喜: 女扮男裝的愛情遊戲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8-0 冬天的故事: 嫉妒之火是悲劇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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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49-7 第十二夜: 知足常樂,體驗人間真善美

9702 威廉.莎士比亞原著; 明天

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779-50-3 莎士比亞文學經典

9711 朱勒.凡爾納原著; 明天國

際編譯工作小組翻譯

978-986-6658-47-1 環遊世界八十天

9711 亨利.賴德哈.海格德原著;

明天國際編譯小組翻譯

978-986-6658-49-5 所羅門王的寶藏

9801 萊曼.佛蘭克.鮑姆原著; 明

天國際編譯工作小組翻譯

978-986-6658-50-1 綠野仙蹤

9801 J. R. 吉卜林原著; 明天國際

編譯工作小組翻譯

978-986-6658-51-8 森林王子

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52-5 誰害怕黑暗呢?

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53-2 誰害怕怪物呢?

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54-9 誰害怕暴風雨呢?

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55-6 誰害怕老鼠呢?

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56-3 誰害怕大壞狼呢?

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57-0 誰害怕噴火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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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58-7 誰害怕巫婆呢?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59-4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寶盒. I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0-0 毛毛兔好快樂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1-7 毛毛兔學會愛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2-4 毛毛兔很善良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3-1 毛毛兔不悲傷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4-8 毛毛兔的情緒成長繪本寶盒. II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5-5 毛毛兔不想生氣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6-2 毛毛兔不怕孤獨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7-9 毛毛兔不會嫉妒

9802 Trace Moroney原著 978-986-6658-68-6 毛毛兔不會害怕

9801 法妮.諾麗(Fanny Joly)原著;

尚.諾耶爾.何旭(Jean-Noel

Rochut)繪圖; 柏艾格(Steve

978-986-6658-69-3 心靈啟蒙繪本系列

9804 查理斯.泰勒(Charles

Taylor), 史蒂芬.匹柏

(Stephen Pople)編著; 明 天

978-986-6658-70-9 牛津科學大百科

9806 道格.迪克森(Dougal Dixon) 978-986-6658-71-6 圖解恐龍大百科

9805 大衛.德南吉歐(David

Denunzio)編著; 林妙冠, 陳

978-986-6658-80-8 高爾夫技巧圖解大百科

9810 郭月英著 978-986-6658-81-5 小朋友必吃的101道元氣餐: 兒童天然食材養生料

理

總計: 37種 37冊

明日工作室 連絡人:蕭秀屏 電話:(02)27606366ext139 傳真:(02)27606367

郵遞區號:10569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五段343號7樓

 E-mail:people@tomor.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朱先中, 黃嗣軒著 978-986-6375-36-1 八陣無極圖

9812 Lick Chen作 978-986-6375-56-9 戰慄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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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溫世仁原著; 張華芝, 黃小

貓文字改寫

978-986-6375-58-3 秦時明月. 5, 萬里長城

9812 胡靜森作 978-986-6375-60-6 亡友會

9812 龍雲作 978-986-6375-61-3 妖風

9812 龍雲作 978-986-6375-62-0 釣鬼

9901 姚霆作 978-986-6375-63-7 太平客棧

9812 貓旅人作 978-986-6375-64-4 活屍: 血之刃

9812 櫻桃陽子 978-986-6375-65-1 巫者: 靈學報告

9901 笭菁作 978-986-6375-66-8 青墓原 異遊鬼簿

9901 龍雲作 978-986-6375-67-5 紅龍之眼. 1, 天龍陰玉

9901 龍雲作 978-986-6375-68-2 紅龍之眼. 2, 闇帖現世

9901 龍雲作 978-986-6375-69-9 紅龍之眼. 3, 雙月奇譚

9901 龍雲作 978-986-6375-70-5 紅龍之眼. 4, 幽冥信差

9901 D51作 978-986-6375-72-9 陌生人

9901 圈羊人作 978-986-6375-73-6 餓鬼墳

9901 血玫瑰作 978-986-6375-74-3 千鬼姬

9901 孟月兔作 978-986-6375-75-0 招鬼

9901 穹風作 978-986-6375-76-7 在風裡說喜歡妳

9901 幕後黑手作 978-986-6375-77-4 宿舍前,深情止步

9901 玉米虫作 978-986-6375-78-1 學姐

9901 笭菁作 978-986-6375-79-8 蛋捲愛情故事

9901 冷諺明, 千行作 978-986-6375-80-4 123木頭人: 恐怖遊戲

9902 孫雪僮作 978-986-6375-81-1 斜風細雨不須歸. 貳, 濁浪

9901 笭菁作 978-986-6375-82-8 禁忌. 1, 敲門

9901 笭菁作 978-986-6375-83-5 禁忌. 2, 借胎

9901 笭菁作 978-986-6375-84-2 禁忌. 3, 醫院

9901 笭菁作 978-986-6375-85-9 禁忌. 4, 化劫

9901 笭菁作 978-986-6375-86-6 禁忌. 5, 試膽

9901 圈羊人作 978-986-6375-87-3 鬼旅社

9902 胡靜森作 978-986-6375-89-7 猛鬼秀: 我們一家都是鬼

9902 柚臻作 978-986-6375-90-3 鬼教師花弧: 鬼學姐

9902 棲陽逐劍作 978-986-6375-95-8 致命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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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棲陽逐劍作 978-986-6375-94-1 致命高潮

9902 薔薇著 978-986-6375-98-9 愛奴

9902 薔薇著 978-986-6375-97-2 愛奴

總計: 36種 37冊

明史研究小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511061

郵遞區號:26563 地址:宜蘭縣羅東鎮北投街

263巷8弄9號

 E-

mail:chihhowu@staff.pccu.edu.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智和著 978-986-82715-4-8 明人休閒生活文化

總計: 1種 1冊

明光文化 連絡人:盧靜瑜 電話:(04)23582662 傳真:(04)23582927

郵遞區號:40766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二

路120號4樓

 E-mail:office@rnigum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蜜雪兒.瑪汀作; 陳玲瓏譯 978-986-82424-3-2 獅子吼: 少年噶瑪巴

總計: 1種 1冊

明智工作室 連絡人:周智民 電話:0916092246 傳真:(02)26515943

郵遞區號:11578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南港路

二段154號15樓

 E-mail:www@mingzhi.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明智周著 978-986-84098-5-9 助詞思考術: 10個掌握日文助詞的黃金概念

總計: 1種 1冊

明新科大老服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5793142

郵遞區號:30401 地址:新竹縣新豐鄉新興路

1號

 E-

mail:2010conference@must.ed

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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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明新科技大學老人服務事

業管理系編著

978-986-85790-2-6 尊嚴照護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10第三屆

總計: 1種 1冊

明道大學 連絡人:藍玉燕 電話:(04)8876660ext1813 傳真:(04)8781796

郵遞區號:52345 地址:彰化縣埤頭鄉元埔村

文化路369號

 E-mail:yachiwu@md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蕭小芬主編 978-986-6468-09-4 會計學原理

9902 盧建旭主編 978-986-6468-10-0 管理學概論

9902 陳志成主編 978-986-6468-11-7 經濟學概論

9902 劉翔主編 978-986-6468-12-4 統計學導論

總計: 4種 4冊

易博士文化 連絡人:魏珮丞 電話:(02)25007008ext2262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陳昵雯著 978-986-6434-05-1 圖解管理學

9809 武光誠監修; 黃琳雅譯 978-986-6434-06-8 圖解日本戰國時代

9809 周琦淳等作 978-986-6434-07-5 圖解食品安全全書: 完整解析130種食品添加物、

9種污染殘留物真相與處理方式

9810 陳雅翎, 易博士編輯部作 978-986-6434-08-2 第一次養鳥就上手

9901 許韋婷等作 978-986-6434-09-9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政治.經濟.環境資源.國際社

會.人文

9901 吳昆臻, 易博士編輯部作 978-986-6434-10-5 第一次觀星就上手

9901 大橋敦夫, 西山秀人監修; 978-986-6434-12-9 圖解日本古典文學

總計: 7種 8冊

易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936052

郵遞區號:23159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民街

306號2樓

 E-mail:

第 274 頁，共 653 頁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李易儒編訂 978-986-85806-0-2 論語: 河洛漢文(閩南語、臺語)讀經書本

總計: 1種 2冊

門諾醫院 連絡人:汪國平 電話:(03)8241250 傳真:(03)8236499

郵遞區號:97059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民權路  E-mail:ww123@mch.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門諾醫院營養科編著 978-986-84656-3-3 腎臟病低蛋白食譜

總計: 1種 1冊

典藏藝術家庭 連絡人:許銘文 電話:(02)25602220ext300 傳真:(02)25420631

郵遞區號:1044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一段85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泰松著 978-986-6833-59-5 穿越縫合: 臺灣當代藝術.自我與他者

9811 安鮑樂作; 鄭樂琪繪; 周靈 978-986-6833-60-1 寶船歷險記: 鄭和下西洋的故事

9812 阿雷斯.艾爾札維克(Ales

Erjavec)等著; 楊佩芸譯

978-986-6833-62-5 後現代主義的鐮刀: 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

9901 瓊安.奈特(Joan Macphail

Knight)作; 梅麗莎.史威特

(Melissa Sweet) 插圖; 劉佳

978-986-6833-63-2 夏綠蒂遊倫敦

9901 姚瑞中, 胡朝聖作 978-986-6833-64-9 逛前衛: 全球雙年展晃遊

9901 李俊賢, 李思賢(專文)作 978-986-6833-66-3 臺灣計劃: 李俊賢

總計: 6種 6冊

采玉 連絡人:高彩瑛 電話:(04)22818934 傳真:(04)22861605

郵遞區號:40150 地址:臺中市東區建成路670

號

 E-

mail:b2201759@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謝明瑞著 978-986-83293-9-3 行為經濟學理論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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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4 Mei Hu Hsu 978-986-85274-0-9 Scars for remembrance: a Chinese woman's process of

healing through cultural and gender issues

9809 唐生文主編 978-986-85274-1-6 長青詩集. 卷七

總計: 3種 3冊

采葒 連絡人:楊春龍 電話:(02)26091246 傳真:(03)3182927

郵遞區號:24448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文化二

路一段120巷7號1樓

 E-

mail:dragon.yang@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楊春龍文字攝影 978-986-85414-2-9 東京電車自由旅行精品書

9902 楊春龍文字攝影 978-986-85414-4-3 上海地鐵: 自由旅行精品書

總計: 2種 2冊

采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

郵遞區號:10446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一段83巷20號5樓之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胡志成作 978-986-85897-0-4 胡說<論語>: 一本心經

總計: 1種 2冊

知本家文化 連絡人:陳芳枝 電話:(02)23651488 傳真:(02)23631370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二段79號11樓之3

 E-

mail:knowable@ms7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赤軍著 978-986-7315-95-3 亂龍: 上杉謙信

9901 赤軍著 978-986-7315-96-0 血宴: 織田信長

9902 楊紅林編著 978-986-7315-97-7 歷史上的大預言

9903 宋志疆編著 978-986-7315-98-4 歷史上的大騙局

總計: 4種 4冊

知迅科技 連絡人:薛幸甫 電話:0987013055 傳真:(02)8712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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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07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

路五段1之1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邱毅凌作 978-986-83409-1-6 現代嵌入式系統開發專案實務

總計: 1種 1冊

知青頻道 連絡人:賴秀珍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郵遞區號:1149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舊宗路

二段121巷28號

 E-

mail:red0511@ms5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姜威國著 978-986-6643-86-6 吉祥物擺設一次就學會

9810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3-87-3 幾何遊戲好好玩

9810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3-88-0 機智遊戲好好玩

9810 林彥麒編著 978-986-6643-89-7 流傳千年的聖經故事

9810 彭友智編著 978-986-6643-90-3 流傳千年的道教故事

9810 胡建夫著 978-986-6643-91-0 30歲健康學習手冊

9810 優雅氣質美研社編著 978-986-6643-92-7 我的肌膚我做主!

9812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3-95-8 智力遊戲好好玩

9812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3-96-5 愛情測驗好好玩

9812 曾富雄著 978-986-6643-97-2 圖解八字格神大解密

9901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3-98-9 物理遊戲好好玩

9901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3-99-6 化學遊戲好好玩

9901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276-00-2 偵探遊戲好好玩

9901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276-01-9 動腦遊戲好好玩

9901 周鎮亞著 978-986-6276-02-6 用心教你學會六壬課

9902 鄭雅勻著 978-986-6276-03-3 鄭雅勻陽宅造運旺旺旺

9902 乾坤子著 978-986-6276-04-0 大師教你西洋神奇占數術

9902 腦力&創意工作室編著 978-986-6276-05-7 科學遊戲好好玩

總計: 18種 18冊

知音 連絡人:何玉華 電話:(02)23911565 傳真:(02)2394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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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5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金山南

路二段159巷15號

 E-mail:jyin@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謝麗貞著 978-986-7825-78-0 探索<<難經>>的奧秘: 三焦、氣與氣功的生理機

制

總計: 1種 1冊

知英文化 連絡人:王麗瑾 電話:(02)23361292 傳真:(02)23361493

郵遞區號:10861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萬大路  E-mail:toefl.cbt@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Rick Crooks, 王卓群, 林神 978-986-7025-42-5 全民英檢(初級)實戰測驗

9903 吳狄, 羅伶合著 978-986-7025-43-2 全方位超強文法

9902 曾騰裕著 978-986-7025-44-9 IELTS雅思口說&聽力高分指南

總計: 3種 3冊

和平國際文化 連絡人:張瑜玲 電話:(02)22263070ext254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557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350號5樓

 E-

mail:eileen@168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和平編輯部編著 978-986-6452-01-7 不節食也能變窈窕!!超有效的三合一瘦身法

9901 和平編輯部編著 978-986-6452-34-5 Blog king: 我是人氣部落客

9903 詹夢莉作 978-986-6452-36-9 我有一棵樹

9903 J. H. 斯威特作; 鄧唯唯譯 978-986-6452-37-6 俳句公主失蹤了

9903 J. H. 斯威特作; 徐倩譯 978-986-6452-39-0 神祕的勇氣之穴

9903 劉旭恭作 978-986-6452-44-4 愛睡覺的小baby

9903 彭永鶴作 978-986-6452-47-5 迎接第一隻貓貓的教養手冊

9904 林芷欣編 978-986-6452-49-9 下一站,出發: 旅行者之歌

9904 李在成著; 凱翔譯 978-986-6452-52-9 改變想法就瘦了!: 瘦子想的跟你不一樣

總計: 9種 9冊

和英 連絡人:鄒明芳 電話:(03)5636699 傳真:(03)563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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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30080 地址:新竹市東區金山街87  E-mail:heryin@ms7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賴馬文/圖 978-986-6608-20-9 賴馬圖畫書: 迷你作品集

總計: 1種 1冊

和英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636099

郵遞區號:30080 地址:新竹市東區金山街87  E-mail:heryin@heryi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陳致元文.圖 978-986-6608-21-6 熊爸爸去另一個城市工作

總計: 1種 1冊

和裕 連絡人:林宜芬 電話:0925997303 傳真:(06)2566449

郵遞區號:70953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海佃路

二段636巷5號

 E-

mail:heyu_888@ha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唐)三藏奉詔譯 978-986-6578-07-6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華嚴>>

9901 道證法師講述 978-986-6578-09-0 發菩提心

總計: 2種 2冊

怡蘭琴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0768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陽明路

43巷3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欽怡著 978-986-85608-0-2 怡蘭琴譜

總計: 1種 1冊

佳士得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64856

郵遞區號:1069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二段207號13樓1302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中國二十世紀藝術及亞洲

當代藝術品部著

978-986-85761-0-0 Asian contemporary art & Chinese 20th century art

evening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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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中國二十世紀藝術及亞洲

當代藝術品部著

978-986-85761-1-7 Asian contemporary art day sale

9811 中國二十世紀藝術及亞洲

當代藝術品部著

978-986-85761-2-4 Chinese 20th century art day sale

總計: 3種 3冊

佳音 連絡人:王文鍵 電話:(02)27016769ext518 傳真:(02)27021321

郵遞區號:10679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四段306

號15樓

 E-

mail:frankie_wang@joy.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梁惠主編 978-957-448-319-8 Hop on!(student book)

9902 梁惠主編 978-957-448-318-1 Hop on!(student book)

總計: 2種 2冊

佳赫文化行銷 連絡人:黃心宜 電話:(02)27403939ext13 傳真:(02)27771413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四段341號11樓之3

 E-

mail:cultspeak@cultuspeak.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汝紘暨音樂企畫小組編 978-986-85671-3-9 圖解音樂大師

9812 大川隆法著 978-986-85671-4-6 永遠之法

9901 許汝紘著 978-986-85671-5-3 圖解天工開物

9812 王華南著 978-986-85671-6-0 世博與郵票

9812 許汝紘暨編輯企畫小組著 978-986-85671-7-7 人生的光明面

9901 許汝紘暨音樂企畫小組編 978-986-85671-9-1 圖解音樂大師

9901 許汝紘暨編輯企畫小組著 978-986-6271-00-7 成功者的關鍵智慧

總計: 7種 8冊

佳魁資訊 連絡人:賴玉芬 電話:(02)23116858ext300 傳真:(02)23116108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許昌街

4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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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陳路石編著 978-986-6381-36-2 Maya/mental ray/VRay: 光與材質表現技法

9812 郭少瑞, 張鑫編著 978-986-6381-37-9 ADOBE AIR完整入門與開發實錄: 使用

Flex/Flash/Ajax開發AIR應用

9812 豈興明等編著 978-986-6381-38-6 MATLAB 7.0程式設計快速入門

9901 時代印象編著 978-986-6381-39-3 3ds Max & VRay精選場景模型庫. 居住空間篇

9901 時代印象編著 978-986-6381-40-9 3ds Max & VRay精選場景模型庫. 室內設計篇

9901 時代印象編著 978-986-6381-41-6 3ds Max & VRay精選場景模型庫. 商業空間篇

9901 周弘, 鄭勇群, 吳靜波編著 978-986-6381-42-3 3ds Max/VRay居家設計透視圖表現技法

9902 駭客防線編輯部編著 978-986-6381-43-0 駭客VC程式設計

9901 程曉旭等編著 978-986-6381-44-7 數值分析: 使用C語言

9901 張宇宣編著 978-986-6381-45-4 3ds Max/VRay影視場景表現藝術

9902 駭客防線編輯部編著 978-986-6381-46-1 緩衝區溢位攻擊與防範

9902 鍾詩非, 蘇秀芬編著 978-986-6381-47-8 Play iClone即速入門手冊

9902 韓軍編著 978-986-6381-48-5 Photoshop中文版數位婚紗相片精修與後期處理

9902 王鵬編著 978-986-6381-50-8 雲端運算的關鍵技術與應用實例

9902 張立國, 龔海平, 王植萌編 978-986-6381-51-5 看實例學Android程式設計

總計: 15種 15冊

邱再興基金會 連絡人:陳秀雯 電話:(02)28942272 傳真:(02)28973980

郵遞區號:1044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一段27號8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翁淑英文字編撰 978-957-41-5210-0 軌跡: 鳳甲美術館1999-2007年報(中英文對照)

9709 王嘉驥策展 978-957-41-5266-7 浮動

9801 胡朝聖, 陳永賢策展 978-957-41-6075-4 居無定所?: 臺灣國際錄像藝術展. 2008

9809 馬水龍作曲; 張至維, Craig

D. Stevens翻譯

978-957-41-6468-4 我是...: 女高音、長笛與打擊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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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馬水龍作曲; 張至維, Craig

D. Stevens翻譯

978-957-41-6469-1 奏鳴曲: 小提琴與鋼琴

9809 馬水龍作曲; 張至維, Craig

D. Stevens翻譯

978-957-41-6470-7 隨想曲: 大提琴與鋼琴

9809 馬水龍作曲; 張至維, Craig

D. Stevens翻譯

978-957-41-6471-4 小提琴與鋼琴對話

9809 鳳甲美術館編輯; 耿伯瑞翻

譯

978-957-41-6640-4 藝有所思: 鳳甲美術館現當代藝術藏品選集

9812 吳介祥等作; 陳永賢主編 978-957-41-6842-2 當代科技與錄像藝術

總計: 9種 9冊

使徒 連絡人:王靜觀 電話:(02)23625282ext212 傳真:(02)23620435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269巷3號

 E-

mail:christed@ms2.pc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張蓬潔文.圖 978-986-7134-33-2 忍耐

9812 李不易著 978-986-7134-35-6 基督徒手冊. 7, 教會生活(信仰與生活)

9901 鄭仰恩主編 978-986-7134-36-3 臺灣基督長老教會歷史教育手冊

總計: 3種 3冊

兒童及少年收養資訊中

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127372

郵遞區號:23143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路

三段200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靜文等訪談 978-986-85887-0-7 尋親故事手札

總計: 1種 3冊

欣立傳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66061680

郵遞區號:1054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

路168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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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裴信祐總編輯 978-986-85470-2-5 我的漫活之旅

總計: 1種 1冊

所以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374409

郵遞區號:1045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一段25號10樓之4

 E-mail:manlung@yam.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占郡著 978-986-85724-0-9 讓孩子快樂一生: 教出品格、才能和競爭力

總計: 1種 1冊

金安 連絡人:郭小姐 電話:(06)2800301ext14 傳真:(06)2583070

郵遞區號:70949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府安路

7段10巷12號

 E-

mail:ss3561235@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6641-91-6 雙向溝通. 國文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6609-34-3 試題篇. 自然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6609-52-7 新講義. 自然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6609-84-8 雙向溝通. 歷史科(適翰版)

9711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11-1 拜訪基測模擬題本自我評量

9902 呂成章編著 978-986-233-032-6 小學生出口成章. 中年級

9902 呂成章編著 978-986-233-036-4 小學生出口成章. 高年級

9804 宇文通編著 978-986-233-039-5 國語文主題18

9804 金淵博, 曾鴻儒編 978-986-233-040-1 中學生多功能成語典

9902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4-9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高年級

9809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3-2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高年級

9902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2-5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高年級

9809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1-8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高年級

9902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8-7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中年級

9809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7-0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中年級

9902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6-3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中年級

9809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5-6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中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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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沈茵編著 978-986-233-050-0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低年級

9809 沈茵編著 978-986-233-049-4 小學生每日10分鐘閱讀. 低年級

9804 林士敦, 金淵博編著 978-986-233-051-7 高中國語文判讀

9804 柯曼芬編 978-986-233-052-4 數學輕鬆讀複習講義

9804 鄭廣文編 978-986-233-053-1 國文主題式複習講義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54-8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全)(北版)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55-5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全)(南版)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56-2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全)(適翰版)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57-9 英語科: 破解歷屆基測題型策略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233-058-6 數學科: 基測必考『公式定理、觀念定義』整理

複習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59-3 國文科: 破解基測題組題型策略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233-060-9 基測必考(表格式)重點整合歸納整理. 歷史科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233-061-6 基測必考(表格式)重點整合歸納整理. 地理科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233-062-3 基測必考(表格式)重點整合歸納整理. 公民科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編輯]

978-986-233-063-0 理化科: 基測必考公式、觀念定理、實驗整理複

習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64-7 生物科: 基測必考觀念、圖表、整理複習

9804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65-4 地球科學: 基測必考觀念、圖表整理複習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66-1 雙向溝通國文735. 第三冊(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67-8 雙向溝通英語735. 第三冊(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68-5 雙向溝通數學735. 第三冊(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69-2 雙向溝通自然735. 第三冊(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0-8 雙向溝通. 國文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1-5 雙向溝通. 自然與生活科技理化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2-2 雙向溝通. 數學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3-9 雙向溝通. 英語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4-6 試題篇. 國文科(北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5-3 試題篇. 數學科(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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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6-0 試題篇. 英語科(北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7-7 試題篇. 國文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8-4 試題篇. 英語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79-1 試題篇. 數學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80-7 試題篇. 自然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81-4 雙向溝通. 歷史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82-1 雙向溝通. 地理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83-8 雙向溝通. 公民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84-5 雙向溝通. 歷史科(北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85-2 雙向溝通. 地理科(北版)

9806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86-9 雙向溝通. 公民科(北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88-3 雙向溝通國文735(康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87-6 雙向溝通國文735(康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0-6 雙向溝通英語735(康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5-1 雙向溝通自然735(康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1-3 雙向溝通自然735(康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2-0 雙向溝通國文735. 第1冊(翰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3-7 雙向溝通數學735. 第1冊(翰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4-4 雙向溝通自然735. 第1冊(翰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7-5 雙向溝通數學735(康版)

9809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096-8 雙向溝通數學735(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98-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南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099-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南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0-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南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1-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南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2-6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南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3-3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南版)

9807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4-0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南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6-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5-7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8-8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7-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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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0-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09-5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2-5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1-8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4-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3-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6-3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5-6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8-7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7-0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康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0-0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19-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2-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1-7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4-8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3-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6-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5-5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8-6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7-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0-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29-3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2-3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1-6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翰版)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3-0 搶救基測PR99. 社會科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4-7 搶救基測PR99. 國文科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5-4 搶救基測PR99. 數學科

9809 陳品豪, 呂姿儀編 978-986-233-136-1 搶救基測PR99. 英語科

9809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7-8 搶救基測PR99. 自然科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8-5 雙向溝通. 歷史科(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39-2 雙向溝通. 地理科(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0-8 雙向溝通. 公民科(適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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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1-5 雙向溝通. 歷史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2-2 雙向溝通. 地理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3-9 雙向溝通. 公民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4-6 雙向溝通. 國文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5-3 雙向溝通. 英語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6-0 雙向溝通. 理化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7-7 雙向溝通. 數學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9-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48-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1-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0-7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3-8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2-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5-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4-5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7-6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6-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9-0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58-3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1-3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0-6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3-7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2-0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5-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4-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7-5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6-8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9-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68-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1-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0-5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3-6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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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2-9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5-0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4-3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6-7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公民(適南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7-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歷史(適南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8-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自然(適南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79-8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國文(適南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80-4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英語(適南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81-1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數學(適南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82-8 試題篇. 自然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83-5 試題篇. 數學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84-2 試題篇. 英語科(適翰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185-9 試題篇. 國文科(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87-3 雙向溝通國文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86-6 雙向溝通國文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89-7 雙向溝通數學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88-0 雙向溝通數學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1-0 雙向溝通英語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0-3 雙向溝通英語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3-4 雙向溝通自然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2-7 雙向溝通自然735(適翰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5-8 雙向溝通英語735(適康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4-1 雙向溝通英語735(適康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7-2 雙向溝通自然735(適康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6-5 雙向溝通自然735(適康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9-6 雙向溝通國文735(適康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198-9 雙向溝通國文735(適康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201-6 雙向溝通數學735(適康版)

9902 [金安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 978-986-233-200-9 雙向溝通數學735(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2-3 雙向溝通. 自然科(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3-0 試題篇. 數學科(適康版)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4-7 試題篇. 英語科(適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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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5-4 試題篇. 國文科(適康版)

9811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6-1 考前關鍵7天. 英語科

9811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7-8 考前關鍵7天. 國文科

9811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8-5 考前關鍵7天. 自然科

9811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09-2 考前關鍵7天. 數學科

9811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10-8 考前關鍵7天. 社會科

990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12-2 段考試題模擬演練. 地理(適南版)

9811 宇文通編著 978-986-233-213-9 語文戲谷

9812 [金安文教機構編輯委員會 978-986-233-214-6 統領考前30天

總計: 181種 182冊

金克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657153

郵遞區號:40255 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路

787號18樓

 E-

mail:king_spirit@mail2000.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國安作 978-986-85841-0-5 第7通路

總計: 1種 1冊

金門沙美萬安堂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2)352789

郵遞區號:890 地址:金門縣金沙鎮汶沙里

勝利路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張雲盛等編輯 978-986-83728-2-5 金門沙美萬安堂歲次己丑年彩乩乩示文輯錄

總計: 1種 2冊

金門技術學院 連絡人:許力仁r 電話:(082)313548 傳真:(082)313546

郵遞區號:89250 地址:金門縣金寧鄉大學路

1號

 E-

mail:kmpaper@mail.kmit.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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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董燊總編輯 978-986-02-2334-7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10

9901 董燊總編輯 978-986-02-2396-5 休閒產業經營管理實務班專輯. 2010

總計: 2種 4冊

金門國家公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2)322051

郵遞區號:89248 地址:金門縣金寧鄉伯玉路

二段4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解說

教育課撰文

978-986-02-0601-2 金門國家公園

9812 張玲玲撰文; 黃淑英繪圖 978-986-02-0797-2 幫風獅爺穿衣服

9812 王力平撰文.攝影 978-986-02-1311-9 金門潮間帶生物

9812 劉國信作; 吳明勳繪 978-986-02-1867-1 金門軍旅生活

總計: 4種 8冊

金典書局 連絡人:張筱薇 電話:(06)2742711 傳真:(06)2742507

郵遞區號:70145 地址:臺南市前鋒路143-3號  E-

mail:october1024866@gmail.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邱秀玲撰 978-986-82834-6-6 網球雙手正手擊球上肢關節動作之運動生物力學

分析

9706 蔡瑞祥著 978-986-84324-5-1 我國企業男排聯賽比賽隊伍得分技術實力評估模

型之研究. 2005

總計: 2種 2冊

金時代文化 連絡人:陳怡靜 電話:(02)82520660ext20 傳真:(02)82521523

郵遞區號:22042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縣民大

道三段205巷5號

 E-

mail:aa16602730@yahoo.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金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970-58-0 臺灣主要城市街道圖集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63-4 土城、樹林、三峽、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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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4 楊岩崎著 978-986-6970-67-2 宜蘭縣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70-2 苗栗縣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72-6 臺北市全圖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73-3 臺北市塑掛圖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74-0 臺北市街道圖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75-7 臺北市地圖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77-1 大臺灣行政全圖

9805 楊岩崎著 978-986-6970-79-5 大臺灣地形全圖

9807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0-1 苗栗市

9807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1-8 新莊市

9807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2-5 臺北縣

9808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3-2 大臺北都會地圖集

9807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5-6 臺東縣

9807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6-3 屏東縣

9807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7-0 屏東市

9807 楊岩崎著 978-986-6970-88-7 高雄縣

9808 楊岩崎著 978-986-6970-90-0 鳳山市

9902 金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970-91-7 臺灣超級GO好玩

9901 金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970-92-4 汽車駕照考照手冊

9901 金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970-93-1 大臺北公車路線捷運通

9901 金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970-94-8 職業考照機械常識

9901 金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970-98-6 中國地形塑掛全圖

9901 楊岩崎著 978-986-6970-99-3 彰化縣

總計: 25種 25冊

金塊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763425

郵遞區號:24249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立信三

街35巷2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咖啡貓女作 978-986-85988-0-5 聰明好命女: 甩開敗犬,熟女全嬴

9903 咖啡貓女作 978-986-85988-1-2 溫柔女人最幸福: 14個戀愛成功、婚姻幸福的不

敗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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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2冊

金融家月刊 連絡人:陳佩君 電話:(02)25114358 傳真:(02)25115022

郵遞區號:1045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148號7樓之2

 E-mail:peggy@asiafw.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梁碧霞作 978-986-85322-1-2 投資諸八戒

9901 梁碧霞作 978-986-85322-2-9 散戶狂撈術

總計: 2種 2冊

金融聯合徵信 連絡人:陳和隆 電話:(02)23813939ext612 傳真:(02)23708344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2號10樓

 E-mail:holung@jci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美國風險管理協會, Verrone

諮詢集團公司合著; 財團法

人金融聯合徵信 中心編輯

978-957-8383-84-5 社區銀行最佳風險管理實務

98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19-2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八年版(九十七年度)

98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18-5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八年版(九十七年度)

98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17-8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八年版(九十七年度)

98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16-1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八年版(九十七年度)

98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15-4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八年版(九十七年度)

98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14-7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八年版(九十七年度)

9811 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478-13-0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主要行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九十八年版(九十七年度)

總計: 8種 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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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縣文化局 連絡人:蔡琦秀s 電話:(082)328638ext111 傳真:(082)3204631

郵遞區號:893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環島北

路66號

 E-

mail:tamiy.tamiy@msa.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李福井著.攝影 978-986-01-5584-6 他們怎麼說歷史

9812 周志強撰文; 廖翊蓁,李加

順,吳慧珊圖照

978-986-01-9475-3 我的尋根之旅: 拜訪宗祠

9812 周志強撰文; 廖翊蓁,陳素

珊,游麗華圖照

978-986-01-9476-0 陪著阿嬤去拜拜: 浯島城隍廟

9809 唐振瑜作 978-986-01-9706-8 匠師之美

9809 楊加順總編輯 978-986-01-9710-5 兩代蔣總統與金門

9812 林正士著 978-986-02-1041-5 金門西方宗教探源

9812 楊加順總編輯 978-986-02-1046-0 時光韻腳: 金門懷舊影像集珍

9811 黃振良, 陳炳容作 978-986-02-1047-7 前人的足跡: 金門的古蹟與先賢

9811 林麗寬作 978-986-02-1048-4 生命的歷程: 金門的節慶與禮俗

9812 江柏煒, 王建成作 978-986-02-1049-1 安定的家園: 金門民居宗祠寺廟

9811 楊天厚, 葉鈞培作 978-986-02-1050-7 守護的神祇: 金門風獅爺與辟邪物

9812 李重耀計劃主持 978-986-02-1286-0 金門縣縣定古蹟■黃偉墓■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9812 康玉德作 978-986-02-1621-9 霧罩金門

9902 許正平作 978-986-02-2502-0 金門聚落建築的防禦系統

總計: 14種 27冊

金縣地政局 連絡人:魏志成 電話:(082)321177ext117 傳真:(082)326291

郵遞區號:89250 地址:金門縣金寧鄉仁愛新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鄭傑民總編輯 978-986-02-1358-4 金門縣地政成果展專輯. 98: 地擘半世紀.政開新金

門

總計: 1種 2冊

金縣府 連絡人: 電話:(082)324174 傳真:(082)32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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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9345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民生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仕德總編纂 978-986-02-0579-4 金門縣志: 96年續修

9812 陳朝政撰文 978-986-02-0879-5 溼地的神奇捕手

9812 陳朝金主編 978-986-02-1229-7 金門縣政府95年至98年重大施政成果專輯

9812 李振東等口述; 董群廉, 黃

振良訪問.紀錄整理

978-986-02-1658-5 金門鄉僑訪談錄. 三, 香港、越南篇

9812 方水金等口述; 呂紀葆訪 978-986-02-1659-2 金門鄉僑訪談錄. 四, 新加坡篇

9812 李玉荷等口述; 董群廉, 王

先鎮, 王金鍊訪問.紀錄整

978-986-02-1660-8 金門鄉僑訪談錄. 五, 菲律賓馬尼拉、宿霧篇

9812 王民鋒等口述; 董群廉, 王

先鎮, 王金鍊訪問.紀錄整

978-986-02-2100-8 金門鄉僑訪談錄. 六, 菲律賓卡加鄢、依里岸篇

9812 王振坤等口述; 董群廉, 王

建成訪問.紀錄整理

978-986-02-2101-5 金門鄉僑訪談錄. 七, 印尼篇

9812 楊肅獻總編輯 978-986-02-2161-9 金門近代史

9901 鄭藩派作 978-986-02-2166-4 童玩野趣樂逍遙

9901 鄭藩派作 978-986-02-2173-2 母語若是失聲,底人是咱俺娘: 金門話入門

9902 林正士著.計畫主持 978-986-02-2565-5 臺商子女來金就學專案研究

總計: 12種 26冊

金縣社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2)323163

郵遞區號:89346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賢庵里

西海路三段81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家興等作 978-986-85941-0-4 全球主義與兩岸社會政經文化變遷

總計: 1種 2冊

金縣金城鎮公所 連絡人:鄭琪云 電話:(082)325057 傳真:(082)328423

郵遞區號:89347 地址:金門縣金城鎮民生路

2號

 E-

mail:oscar@mail.kinmen.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金門縣金門學研究會總編 978-986-02-0097-3 金城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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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金縣金湖鎮公所 連絡人:陳銘進 電話:(082)332528ext217 傳真:(082)330706

郵遞區號:891 地址:金門縣金湖鎮林森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楊天厚等撰稿; 楊天厚, 林

麗寬總編纂

978-986-01-8141-8 金門縣金湖鎮志

總計: 1種 2冊

金縣消防局 連絡人: 電話:(082)324021 傳真:(082)323065

郵遞區號:89250 地址:金門縣金寧鄉頂林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光海等總編輯 978-986-02-0592-3 烽火歲月一甲子: 金門義消

總計: 1種 2冊

金蘋企業 連絡人:徐金平 電話:(07)7233596 傳真:(07)7210710

郵遞區號:80290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安溪路  E-mail:gpj@ms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86-6976-52-0 單車玩樂go

9811 林啟忠著 978-986-6976-53-7 腳踏車環臺饗宴

9901 吳品鋒, 鍾予焄採訪編輯 978-986-6976-54-4 首爾即時通 地鐵自助遊

9902 978-986-6976-55-1 泡湯玩樂GO

總計: 4種 4冊

周幹家 連絡人:周幹家 電話:(06)7228430 傳真:(07)4442403

郵遞區號:72254 地址:臺南縣佳里鎮新生路

441巷143弄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周幹家作 978-957-41-6440-0 正訛

總計: 1種 1冊

周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5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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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482巷3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遜作 978-957-41-6806-4 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

總計: 1種 2冊

狗屋 連絡人:張秀容 電話:(02)27765889ext215 傳真:(02)27712568

郵遞區號:1049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龍江路

71巷15號1樓

 E-

mail:wallet@doghous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夙雲著 978-986-240-053-1 天國之鑽

9806 唐浣紗著 978-986-240-054-8 鷹獵君心

9806 溫芯著 978-986-240-055-5 冷妻

9806 莫顏著 978-986-240-056-2 妒夫

9806 路可可著 978-986-240-057-9 莽夫

9806 湛清著 978-986-240-058-6 北妻

9806 齊晏著 978-986-240-059-3 醜奴兒

9806 子澄著 978-986-240-060-9 狡猾少東吃不開

9806 季葒著 978-986-240-061-6 一直很動心

9806 湛清著 978-986-240-073-9 先生借過

9806 宋雨桐著 978-986-240-074-6 貼身管家

9806 齊晏著 978-986-240-075-3 采龍吟

9806 唐浣紗著 978-986-240-076-0 激情甜姐兒

9807 喬安著 978-986-240-095-1 一想到妳呀!

9807 季葒著 978-986-240-096-8 愛和你談情說愛

9807 雷恩那著 978-986-240-097-5 願嫁玄郎

9807 路可可著 978-986-240-098-2 這一次玩真的

9808 夙雲著 978-986-240-099-9 貧窮王子

9808 棠霜著 978-986-240-100-2 大男人的小膠妻

9808 唐浣紗著 978-986-240-101-9 狠一點才上道

9808 宋雨桐著 978-986-240-102-6 乖一點才識相

9808 凱琍著 978-986-240-103-3 辣一點才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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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湛清著 978-986-240-104-0 火一點才帶種

9808 子澄著 978-986-240-105-7 大亨的喜宴

9808 莫顏著 978-986-240-106-4 看我七十二變

9808 伍薇著 978-986-240-107-1 那就愛了吧

9808 花茜茜著 978-986-240-116-3 獵捕小女人

9808 溫芯著 978-986-240-117-0 前妻最難纏

9808 季葒著 978-986-240-118-7 愛無反顧

9808 李葳著 978-986-240-119-4 好野人談戀愛

9808 左薇著 978-986-240-120-0 王子壞壞

9808 席維亞著 978-986-240-121-7 佳人難為

9808 佟蜜著 978-986-240-122-4 甩不掉前夫

9808 沈韋著 978-986-240-123-1 戀成癲

9808 夙雲著 978-986-240-124-8 懲罰我

9808 宋雨桐著 978-986-240-125-5 冒牌紳士

9808 余宛宛著 978-986-240-126-2 蒼狼

9808 湛清著 978-986-240-127-9 麻煩讓一讓

9809 梅貝兒著 978-986-240-128-6 老爺子萬福

9809 米琪著 978-986-240-129-3 總裁的一日新娘

9809 煓梓著 978-986-240-130-9 續魂劍

9809 子澄著 978-986-240-131-6 性感管家

9809 唐浣紗著 978-986-240-132-3 雨夜裡的定情戒指

9809 辛蕾著 978-986-240-133-0 不安好心愛上妳

9809 季葒著 978-986-240-134-7 遇見幸福

9809 香奈兒著 978-986-240-135-4 難誘冷情君

9809 慕容雪著 978-986-240-136-1 休掉大亨

9809 宋雨桐著 978-986-240-137-8 笑面虎情人

9809 路可可著 978-986-240-138-5 看誰先結婚

9809 朱映徽著 978-986-240-139-2 登徒子

9809 金妍著 978-986-240-140-8 戲夫水娘子

9809 齊晏著 978-986-240-141-5 密后

9809 夙雲著 978-986-240-142-2 追逐我的睡美人

9809 董妮著 978-986-240-143-9 我家有位多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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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莫顏著 978-986-240-144-6 擒情貴公子

9809 宋雨桐著 978-986-240-145-3 惡質前夫

9809 季葒著 978-986-240-146-0 請聽我深情告白

9809 湛清著 978-986-240-147-7 男人閃遠一點

9810 季葒著 978-986-240-148-4 注定要愛

9810 煓梓著 978-986-240-149-1 斬情劍

9810 沈韋著 978-986-240-150-7 戀成癡

9810 子澄著 978-986-240-151-4 邪魅室友

9810 唐浣紗著 978-986-240-152-1 沙灘上的結婚蛋糕

9810 連清著 978-986-240-153-8 獻上貴公子

9810 梅貝兒著 978-986-240-154-5 格格不奉陪

9810 李葳著 978-986-240-155-2 惡女婿

9810 席維亞著 978-986-240-156-9 爺兒別鬧

9810 金妍著 978-986-240-157-6 撿夫寶娘子

9810 夙雲著 978-986-240-158-3 貪戀他的灰姑娘

9810 辛蕾著 978-986-240-159-0 我的垃圾王子

9810 余宛宛著 978-986-240-160-6 抱歉咬到妳

9810 莫顏著 978-986-240-161-3 酷男別亂咬

9810 溫芯著 978-986-240-162-0 咬你不是錯

9810 凱琍著 978-986-240-163-7 一咬定終生

9811 煓梓著 978-986-240-177-4 花香正濃

9811 季可薔著 978-986-240-178-1 負心

9811 單飛雪著 978-986-240-179-8 我們倆

9811 典心著 978-986-240-180-4 偷心淑女

9811 左薇著 978-986-240-181-1 誘夫

9811 季葒著 978-986-240-183-5 等愛降臨

9811 董妮著 978-986-240-184-2 隔壁來了傻小子

9811 典心著 978-986-240-185-9 極品淑女

9811 典心著 978-986-240-186-6 雙面淑女

9811 典心著 978-986-240-187-3 惹火淑女

9811 典心著 978-986-240-188-0 黑市淑女

9811 典心著 978-986-240-189-7 銷魂淑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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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典心著 978-986-240-190-3 糖心淑女

9811 辛蕾著 978-986-240-191-0 我的掃把公主

9811 席維亞著 978-986-240-192-7 恩公有理

9811 慕容雪著 978-986-240-193-4 情夫很上道

9811 艾蜜莉著 978-986-240-194-1 寵妻大男人

9811 岳靖著 978-986-240-195-8 正夢

9811 米琪著 978-986-240-196-5 首席女傭

9811 梅貝兒著 978-986-240-197-2 王爺過獎了

9811 宋雨桐著 978-986-240-198-9 天敵的誘惑

9811 路可可著 978-986-240-199-6 愈愛愈美麗

9811 雷恩那著 978-986-240-200-9 鬥玉郎

9811 莫顏著 978-986-240-201-6 搶婚貴公子

9811 季葒著 978-986-240-202-3 總經理早安

9812 香奈兒著 978-986-240-203-0 惡夫當道

9812 季葒著 978-986-240-204-7 追愛執行長

9812 路可可著 978-986-240-206-1 不婚也可以

9812 彤琤著 978-986-240-207-8 再見傾心

9812 唐浣紗著 978-986-240-208-5 鐵塔下的夢幻婚禮

9812 花茜茜著 978-986-240-209-2 傻瓜小妹

9812 宋雨桐著 978-986-240-210-8 魅愛

9812 余宛宛著 978-986-240-211-5 豹君

9812 莫顏著 978-986-240-212-2 微酸美人

9812 季葒著 978-986-240-213-9 耍酷真糟糕

9812 夏灩著 978-986-240-214-6 愛你不服輸

9812 梁心著 978-986-240-215-3 擒鳳

9812 梅貝兒著 978-986-240-225-2 有勞縣太爺

9812 連清著 978-986-240-226-9 獻上撒野少爺

9812 夙雲著 978-986-240-227-6 小秘書大老婆

9812 米琪著 978-986-240-229-0 無敵大小姐

9812 子澄著 978-986-240-230-6 未婚夫好霸道

9812 伍薇著 978-986-240-231-3 欽點霸主

9812 齊晏著 978-986-240-232-0 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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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典心著 978-986-240-247-4 禁果

9901 典心著 978-986-240-244-3 禁果

9901 典心著 978-986-240-243-6 禁果

9901 李葳著 978-986-240-248-1 逆水

9901 李葳著 978-986-240-246-7 逆水

9901 李葳著 978-986-240-245-0 逆水

9902 宋雨桐著 978-986-240-249-8 真假夫君

9902 沈韋著 978-986-240-250-4 真假娘子

9902 余宛宛著 978-986-240-251-1 福妖

9902 煓梓著 978-986-240-252-8 邪神

9902 雷恩那著 978-986-240-253-5 相公唬不過

9902 董妮著 978-986-240-254-2 唬到俏娘子

9902 梅貝兒著 978-986-240-255-9 虎爺不威風

9902 齊晏著 978-986-240-256-6 美人遇到虎

9902 季葒著 978-986-240-261-0 釣個黑王子

9902 夙雲著 978-986-240-262-7 娶到痞子王

9902 伍薇著 978-986-240-263-4 撞上真公主

9902 米琪著 978-986-240-264-1 惹火狠角色

9902 佟蜜著 978-986-240-265-8 不老實總監

9902 連清著 978-986-240-266-5 獻上極品世家子

9902 溫芯著 978-986-240-267-2 灰姑娘革命

9902 夏灩著 978-986-240-268-9 不准太寵我

9903 香奈兒著 978-986-240-282-5 小妻寶貝

9903 季葒著 978-986-240-283-2 誘愛富豪

9903 花茜茜著 978-986-240-284-9 扶持

9903 米妮著 978-986-240-285-6 戀上小徒兒

總計: 144種 144冊

阿布拉教育文化 連絡人:郭妙芳 電話:(02)23689416 傳真:(02)23689442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四段56號4樓

 E-

mail:myabula@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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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中川宏貴文; 100%orange圖;

林真美譯

978-986-85030-6-9 這是公車

9902 麗茲.費恩雷(Lizzle Finlay)

文.圖; 黃又青譯

978-986-85030-7-6 小鱷魚的錢包

9903 尚-菲利浦.阿胡-維諾(Jean-

Philippe Arrouu-vicnod)文;

奧立維.塔列 克(Olivier

978-986-85030-9-0 莉塔和那個那個去上學

總計: 3種 3冊

阿爾發國際文化 連絡人:吳娉婷 電話:(02)23123379 傳真:(02)23313533

郵遞區號:10842 地址:臺北市漢口街二段55

號8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大塚勇三作; 赤羽末吉繪; 978-986-85775-1-0 馬頭琴

總計: 1種 1冊

洪秋珍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64395

郵遞區號:22057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僑中二

街114巷9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簡英郎作 978-957-41-6748-7 打開歌唱的百寶盒

總計: 1種 1冊

流通快訊雜誌 連絡人:李志威 電話:(02)25575100 傳真:(02)25537404

郵遞區號:10359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重慶北

路二段183號12樓之1

 E-mail:distr@ms2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顏子瑋主編 978-986-84411-3-2 臺灣地區大型店舖總覽. 2009

9811 原田諦, 石川森彥, 日經餐

廳作; 陳秋雲譯

978-986-84411-4-9 <<餐飲店完全制霸>>: 流浪的重建者 馬沙來了!

總計: 2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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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童年 連絡人:許瑜容 電話:(02)83693691 傳真:(02)83693692

郵遞區號:1066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三段2號12樓之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音樂童年教學研發部故事

改編

978-986-84475-8-5 音樂童話國. 2, 老鼠娶親.七隻小羊.小木偶.拇指姑

娘.糖果屋

9812 音樂童年教學研發部故事

改編.詞曲

978-986-84475-9-2 音樂童年藝術花園. 2: 老鼠娶親.七隻小羊.小木偶

9812 張雅菀, 劉綺嬿故事.詞曲 978-986-85838-0-1 音樂童年藝術花園. 4, 小老鼠

9812 張雅菀, 劉綺嬿故事.詞曲 978-986-85838-1-8 音樂童年藝術花園. 6, 皮卡布星球

總計: 4種 4冊

音響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31695

郵遞區號:1004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路

一段25-3號8樓之3

 E-

mail:acousroc@ms5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編輯

978-986-82925-3-6 中華民國音響學會會員大會暨第二十二屆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 九十八年

總計: 1種 2冊

帝門基金會 連絡人:王文英 電話:(02)23919394ext21 傳真:(02)23256405

郵遞區號:1005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銅山街  E-mail:deoa@deo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淑貞作 978-957-8899-47-6 發現.校園空間: 臺北市明德國中公共藝術教學

總計: 1種 1冊

庠庠文化 連絡人:洪庭嫻 電話:(02)22251808ext101 傳真:(02)22236313

郵遞區號:2354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三段110號5樓之6

 E-

mail:audreyc1203@hotmail.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9 陳宗賢著 978-986-84241-3-5 Plan: 企業致勝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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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 張一弛著 978-986-84241-4-2 勝局: 做管理 懂布局

9712 辛夷塢著 978-986-84241-6-6 殘愛

9711 辛夷塢著 978-986-84241-5-9 殘愛

9802 吉德安.狄福(Gideon Defoe)

作; 琳達米亞譯

978-986-84241-7-3 主教的陰謀

9806 謝炳富作 978-986-85170-1-1 天色常藍: 從復仇者蛻變成孩子王的謝炳富

9808 辛夷塢著 978-986-85170-3-5 因為 愛上你

9808 辛夷塢著 978-986-85170-2-8 因為 愛上你

9808 楊士瑩, 李芳穎撰文 978-986-85170-4-2 分享民墅 分享家: 全臺灣31家經典民宿

總計: 9種 9冊

施再金公益衛生基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971819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

一段120巷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馬辛一等作 978-986-85481-0-7 脊椎養護手冊

總計: 1種 1冊

美兆文化室內雜誌 連絡人:黃淑華 電話:(02)27299900ext62 傳真:(02)27290456

郵遞區號:1068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一段362號4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黃湘娟總編輯 978-986-80795-5-7 設計大觀. 9

總計: 1種 1冊

美林傳播科技 連絡人:張若華 電話:(02)87972777ext212 傳真:(02)87972700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

一段314號7樓之1

 E-

mail:cplcmail@ms1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青飛工作室作繪; 丁士琦翻 978-986-6554-15-5 捍衛自由的勇士: 林肯的成長故事

9812 安亨模等作 978-986-6554-16-2 改變世界的典範人物: 科學.人文系列
第 303 頁，共 653 頁



9901 青飛工作室作繪; 丁士琦翻

譯

978-986-6554-17-9 胸懷大志 站上世界舞臺的女孩: 希拉蕊.柯林頓的

成長故事

9902 青飛工作室作.繪; 歐陽綠 978-986-6554-18-6 擁抱星星的男孩: 史蒂芬.霍金的成長故事

總計: 4種 4冊

姜秀傑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2053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正路

236巷14-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姜秀傑作 978-957-41-6896-5 歲月私藏: 姜秀傑金工創作個展作品集

9812 姜秀傑作 978-957-41-6897-2 自然不自然: 姜秀傑金工創作個展作品集

總計: 2種 2冊

首翊 連絡人:楊舒晴 電話:(02)25230069 傳真:(02)25236152

郵遞區號:10444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一段52號6樓

 E-

mail:selina0987@handmad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日本vogue社作; 饒麗真譯 978-986-85437-4-4 新手OK!第一次手作袋子大成功!

總計: 1種 1冊

前衛 連絡人:林君亭'r 電話:(02)25865708 傳真:(02)25863758

郵遞區號:1046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農安街

153號4樓之3

 E-mail:a4791@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羅致政著 978-957-801-606-4 漂移的島嶼: 大國夾縫中的臺灣

9801 董芳苑著 978-957-801-607-1 探索基督教信仰

9801 薛化元著 978-957-801-608-8 逆勢破局: 九■年代的見證與反思

9802 朱昭陽口述; 林忠勝撰述;

吳君瑩紀錄

978-957-801-609-5 朱昭陽回憶錄: 風雨延平出清流

9802 Nancy Hsu Fleming著; 蔡丁 978-957-801-610-1 狗去豬來: 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解密

9802 潘榮禮著 978-957-801-612-5 臺灣孽恝仔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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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 鄭欽仁著 978-957-801-613-2 臺灣國家論: 歷史文化意識與國民意識的形成

9804 陳主顯著 978-957-801-614-9 臺灣俗諺語典. 卷十, 臺灣俗諺的重要啟示

9805 李界木作 978-957-801-615-6 一粒麥籽落土: 臺灣人權協會與我

9804 蔡漢勳著 978-957-801-616-3 看破新聞短評臺灣的亂象: 『看破新聞』放送之

外的觀點

9805 陳義仁著 978-957-801-617-0 寶島南風

9805 超克藍綠共筆部落格企劃 978-957-801-618-7 超克GGY:『郭冠英』現象之評析

9806 廖世冠總編輯 978-957-801-619-4 時鐘消失的十一天

9806 珍妮.麥斯威爾作; 呂亭詠 978-957-801-620-0 我不OK!: 改變世界的力量

9807 陳冠學著 978-957-801-621-7 臺灣四大革命

9811 張燦鍙著 978-957-801-622-4 臺灣國家之道

9808 施並錫著 978-957-801-624-8 天天約繪: 青春保鮮.美感故事

9808 許永華著 978-957-801-625-5 從美國看臺灣

9810 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著; 林弘宣, 許雅

978-957-801-626-2 素描福爾摩沙素描: 甘為霖臺灣筆記

9812 Joseph Beal Steere著; 林弘宣

譯

978-957-801-627-9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 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

調查筆記

9901 張燦鍙著 978-957-801-628-6 八千哩路自由長征: 海外臺灣建國運動二十個小

故事

9812 鍾逸人著 978-957-801-629-3 辛酸六十年. 上, 狂風暴雨一小舟

9812 鍾逸人著 978-957-801-630-9 辛酸六十年. 下, 煉獄風雲錄

9812 鍾逸人著 978-957-801-632-3 火的刻痕: 鍾逸人後228滄桑奮鬥史

9812 沈建德作 978-957-801-633-0 臺灣血統

9812 臺灣教授協會編 978-957-801-634-7 臺灣國家定位論壇

9902 陳奕齊著 978-957-801-638-5 黨國治下的臺灣草民史

總計: 27種 29冊

室內設計協會 連絡人:許紀螢 電話:(02)28760509 傳真:(02)28760519

郵遞區號:1115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天母東  E-mail:csid@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姚政仲, 楊岸, 王明川編輯 978-986-84055-2-3 TID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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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客委會 連絡人:李良貞 電話:(02)87894567ext816 傳真:(02)87884568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號8樓

 E-

mail:ha0087@mail.hakka.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賴俊宏等編輯 978-986-02-0786-6 好客100句: 饒平腔

9812 賴俊宏等編輯 978-986-02-0787-3 好客100句: 大埔腔

9812 賴俊宏等編輯 978-986-02-0788-0 好客100句: 海陸腔

9812 賴俊宏等編輯 978-986-02-0789-7 好客100句: 詔安腔

9812 左春香, 張舒婷, 唐橋撰文 978-986-02-0865-8 臺灣客家兒童系列叢書

9812 左春香, 張舒婷, 唐橋撰文 978-986-02-0866-5 生趣客家話

9812 左春香, 張舒婷, 唐橋撰文 978-986-02-0867-2 好食客家菜

9812 左春香, 張舒婷, 唐橋撰文 978-986-02-0868-9 歡喜客家節

9812 左春香, 張舒婷, 唐橋撰文 978-986-02-0869-6 好■客家庄

9812 余淑慧等文字; 謝明蓉執行 978-986-02-1100-9 品 客家

9812 劉東隆總策劃 978-986-02-1279-2 哈客網路學院

9812 謝明蓉執行主編 978-986-02-1657-8 靜水流深: 東南亞廿客家良材

9812 臺中縣石岡鄉石岡人家園

再造協會調查; 日創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執行編輯

978-986-02-1669-1 林鐵尋跡: 尋找消失的五分車.八仙山森林鐵路

9812 臺灣藍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調查; 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

978-986-02-1670-7 客庄祭事: 屏東縣竹田鄉祭祀文化

9812 新竹縣峨眉鄉月眉觀光休

閒產業文化協會調查; 日創

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行執

978-986-02-1671-4 客諺趣語: 大隘地區客家民間文學

9812 社團法人屏東縣綠元氣產

業交流促進會調查; 日創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行編

978-986-02-1672-1 水鄉溯源: 屏東縣高樹鄉水圳文化

9812 鍾萬梅總編輯 978-986-02-1887-9 客語兒歌合唱曲譜集

9902 林小雲, 黃學堂中文撰稿 978-986-02-2441-2 處處為客處處家

總計: 18種 3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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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連絡人:黃子堯 電話:(02)22035124 傳真:(02)22051828

郵遞區號:242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民安西

路245巷10弄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邱一帆主編 978-986-83804-2-4 文學客家

總計: 1種 1冊

昶景文化 連絡人:陳雅雲 電話:(07)7926763 傳真:(07)7928820

郵遞區號:83093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保生路

298號3樓

 E-

mail:chan.jing@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蔡明富著 978-986-83299-9-7 啟『動』人際關係: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學生社會

能力之探討

總計: 1種 1冊

姿霓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2419039

郵遞區號:2355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131巷13弄13號1樓

 E-mail:ms-

s1491@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柯世洋著 978-986-85417-5-7 時空之外的禮物: 接觸未來,東方的與神對話

9902 柯世洋著 978-986-85417-6-4 精神療癒卡: 來自天堂的啟示

總計: 2種 2冊

風車圖書 連絡人:李婉鈴 電話:(02)26959502ext16 傳真:(02)26959510

郵遞區號:22150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福德一

路328巷2號

 E-

mail:szuhan@sanhue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210 方洲主編 978-986-7598-03-5 中國歷史全知道

9809 楊欣欣翻譯 978-986-223-024-4 認識人體

9806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0-0 小學生作文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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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1-7 紅樓夢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2-4 西遊記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3-1 鏡花緣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4-8 山海經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5-5 楊家將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6-2 水滸傳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7-9 聊齋故事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8-6 史記故事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89-3 封神演義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90-9 岳飛傳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91-6 三國演義

9807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92-3 包公斷案

9806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93-0 親子律動歡樂歌謠

9806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094-7 卡布利島世界歌謠

9806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99-2 小小孩摺紙

9806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98-5 小小孩摺紙

9806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97-8 小小孩摺紙

9806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96-1 小小孩摺紙

9806 風車編輯製作編輯 978-986-223-095-4 小小孩摺紙

9812 漢唐出版設計製作公司編 978-986-223-100-5 卡通簡筆畫小百科

9901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102-9 幼兒國旗繪本

9901 風車編輯製作 978-986-223-103-6 小學生知識百科

總計: 25種 25冊

風雲時代 連絡人:張瑋鳳 電話:(02)27560949 傳真:(02)27653799

郵遞區號:1057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東

路五段178號7樓之3

 E-

mail:h7560949@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4 張永軍著 978-986-146-429-9 狼狗

9902 范穩著 978-986-146-622-4 藏地三部曲之百年靈域

9902 范穩著 978-986-146-623-1 藏地三部曲之大地心燈

9902 范穩著 978-986-146-624-8 藏地三部曲之核桃樹上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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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司馬中原著 978-986-146-630-9 靈異

9902 倪匡著 978-986-146-631-6 衛斯理傳奇之不死藥

9902 倪匡著 978-986-146-632-3 衛斯理傳奇之木炭

9902 倪匡作 978-986-146-633-0 衛斯理傳奇之活俑

9902 E.尼斯比特著; 朱曾汶譯 978-986-146-634-7 護身符的故事

9903 古龍作 978-986-146-637-8 歡樂英雄

9902 古龍作 978-986-146-636-1 歡樂英雄

9903 古龍作 978-986-146-635-4 歡樂英雄

9904 老萬作 978-986-146-640-8 搞笑軍團

9903 老萬作 978-986-146-639-2 搞笑軍團

9904 方白羽著 978-986-146-646-0 天機破

9904 方白羽著 978-986-146-645-3 天機破

9901 方白羽著 978-986-146-644-6 天機破

總計: 17種 17冊

春天出版國際 連絡人:韓政良 電話:0926230185 傳真:(02)27219674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四段303號4樓之1

 E-

mail:frank.spring@msa.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李榮道著; 王中寧譯 978-986-6345-00-5 龍族II. 第五部, 呼喚遺忘之事的聲音

9811 李榮道著; 王中寧譯 978-986-6345-01-2 龍族II. 第六部, 時間的匠人

9901 風捲殘雲作 978-986-6345-03-6 光痕

9812 李榮道著; 王中寧譯 978-986-6345-06-7 龍族II. 第七部, 等待的海岸

9810 鍾靈著 978-986-6345-07-4 鬼咒纏身

9810 橘子著 978-986-6345-08-1 唱給火星人的10首情歌

9811 余兒著 978-986-6345-09-8 九龍城寨

9901 水泉著 978-986-6345-11-1 銀色域.破曉

9812 天城海著 978-986-6345-12-8 天堂條約

9812 Div著 978-986-6345-14-2 地獄系列. 第八部, 地獄獨行

總計: 10種 10冊

春光 連絡人:劉懿■ 電話:(02)25007008ext2225 傳真:(02)2502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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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蝴蝶著 978-986-6572-48-7 灰姑娘向後跑

9810 春光編輯部著 978-986-6572-51-7 開運大預言之虎虎生風. 二■一■年

9901 蝴蝶著 978-986-6572-61-6 竹馬愛青梅

9901 周成功作 978-986-6572-62-3 原來,成功者是這樣想的: 做對抉擇,打造非凡人生

9903 蝴蝶著 978-986-6572-66-1 羽仙歌

總計: 5種 5冊

春暉 連絡人:陳坤崙 電話:(07)7491497 傳真:(07)7493138

郵遞區號:80286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正義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何聰明著 978-986-6327-06-3 なにが祖■だ!

9902 何聰明著 978-986-6327-09-4 祖國夢醒: 中國- 二二八- 臺灣

總計: 2種 2冊

范傳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832975

郵遞區號:1046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街

57巷32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賽珍珠(Pearl S. Buck)原著;

丁履昕中譯

978-957-41-6713-5 聖經故事集

總計: 1種 1冊

苗圃文化工作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62155

郵遞區號:24148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長壽西

街48號3樓

 E-

mail:poewrju007@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明毅著 978-986-85763-0-8 影像.收藏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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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縣文化觀光局 連絡人:劉先生 電話:(037)352961ext512 傳真:(037)358705

郵遞區號:360 地址:苗栗市自治路50號  E-mail:eric@ml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晴文總編輯 978-986-02-2078-0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9: 臺灣木雕協會會員聯

展

9811 黃晴文總編輯 978-986-02-0451-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9: 張文議個展

9811 黃晴文總編輯 978-986-02-0564-0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9: 葉發原個展

9811 黃晴文總編輯 978-986-02-1015-6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9: 劉邦漢個展

9812 黃晴文總編輯 978-986-02-1642-4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9: 葉經義個展

9812 黃晴文總編輯 978-986-02-2077-3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9: 大氣.張敬創作展

9812 黃晴文總編輯 978-986-02-2078-0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09: 臺灣木雕協會會員聯

展

總計: 7種 14冊

苗縣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322549

郵遞區號:36001 地址:苗栗市縣府路1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36-4 高臺上的花果山: 壢西坪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37-1 芋香黃金棗稻田: 公館黃金小鎮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38-8 陶冶三色幸福: 通霄福興南和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39-5 西湖溪岸柚飄香: 西湖湖東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40-1 斑駁鋼軌串起的柔情: 三義舊山線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41-8 雕刻大地的藝術家: 三義雙潭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42-5 關刀山林的雲海傳奇: 大湖薑麻園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643-2 山高水清的好客聚落: 南庄南江休閒農業區

9812 謝學森總編輯 978-986-02-0773-6 村上遊記: 苗栗休閒農業區導覽. 2009
第 311 頁，共 653 頁



9812 葉力慈撰文; 莊佳慧, 甘生 978-986-02-1738-4 苗栗農舞曲

總計: 10種 20冊

苗縣苑裡鎮公所 連絡人: 電話:(037)861118 傳真:(037)863582

郵遞區號:358 地址:苗栗縣客庄里信義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坤山編著 978-986-02-1117-7 苑裡鎮地名與故事

總計: 1種 2冊

苗縣南庄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823277

郵遞區號:35341 地址:苗栗縣南庄鄉東村大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金 978-986-01-9190-5 南庄鄉志

總計: 1種 4冊

苗縣造橋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541599

郵遞區號:36141 地址:苗栗縣造橋鄉造橋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雙旺等編輯 978-986-02-1333-1 造橋鄉志

總計: 1種 2冊

英美語言 連絡人:葉姿伶 電話:(02)23716677ext19 傳真:(02)23718877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陽街  E-mail:mira@elt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雅惠作 978-986-84247-8-4 New TOEIC新多益題庫大全: 3-2成功追分

總計: 1種 1冊

政大16、17、18三期同

學聯誼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08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金門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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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政大16、17、18三期同學]

聯誼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57-41-6903-0 國立政治大學第十六、十七、十八期同學參加川

西戰役60週年紀念特刊

總計: 1種 2冊

政大中文系 連絡人:陳瑪君 電話:(02)29393091ext63186 傳真:(02)29387907

郵遞區號:1160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二段64號

 E-

mail:webmaster@chinese.nccu.

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莫礪鋒主講; 政大中文系編 978-986-01-9626-9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演講集. 2008

9810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978-986-02-0196-3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9810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978-986-02-0199-4 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念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3種 3冊

政大國際少兒 連絡人:金得心's 電話:(02)27020922ext602 傳真:(02)27020322

郵遞區號:1065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3段90號4樓

 E-

mail:cindy.chin@gend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8 林蕙苓, 林美蘭, 王文華著 978-986-6813-02-3 快樂看世界

9810 陳愫儀作 978-986-6813-22-1 國中基測PR99國文陷阱大破解

總計: 2種 4冊

政大跨文化研究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90459

郵遞區號:1160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二段6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傅琪貽主編 978-986-02-0425-4 全球化下的文化傳承

總計: 1種 4冊

政大歐研中心 連絡人:張小姐 電話:(02)29393091ext63036 傳真:(02)29387608

郵遞區號:1160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二段64號

 E-mail:vivianne@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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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國立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

程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02-0361-5 19世紀歐洲文學的濫觴與流變

總計: 1種 2冊

南方文化工作室 連絡人:鄭水萍 電話:(07)3877820 傳真:(07)3229208

郵遞區號:80763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平等路

143巷23號4樓

 E-

mail:ml.south@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8 鄭水萍著 978-986-81470-2-7 臺灣『界論』: 臺灣『界』意識變遷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南方家園文化 連絡人:洪于雯 電話:(02)25705216 傳真:(02)25705217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3段12巷66弄22號

 E-

mail:winnie8170@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藍博洲著 978-986-82795-9-9 老紅帽

總計: 1種 1冊

南天 連絡人:黃盈福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283巷14弄14號1樓

 E-

mail:smchuang@smcbook.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林景淵著 978-957-638-701-2 迷濛七世紀: 幕府時代的中日關係

9804 徐兆泉編著 978-957-638-715-9 臺灣四縣腔海陸腔客家話辭典

9807 湯淺浩史著 978-957-638-716-6 瀨川孝吉臺灣原住民族影像誌. 布農族篇

9807 席萳.嘉斐弄(Sinan- 978-957-638-717-3 達悟族宗教變遷與民族發展

9811 岡本博志著; 陳明言譯 978-957-638-721-0 人間機關車: 吳昌征: 首位臺灣人日本職棒選手奮

鬥生涯

9811 吳信政, 莊婉瑩著 978-957-638-722-7 臺灣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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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范振乾著 978-957-638-726-5 臺灣族群新生態之建構: 從吳濁流論義民爺精神

與臺灣主體性說起

總計: 7種 8冊

南市文資協會 連絡人:蔡佳樺 電話:(06)2206799 傳真:(06)2206881

郵遞區號:70048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永福路

二段219號2樓

 E-

mail:tn106092@ms3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傅朝卿等著 978-986-84830-2-6 金色童年: 府城小學與文化資產特展圖錄

總計: 1種 1冊

南市安平區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952393

郵遞區號:70843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育平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淑燕著 978-986-02-1833-6 安平小吃巡禮

總計: 1種 2冊

南市圖 連絡人:周斯芳 電話:(06)2255146ext212 傳真:(06)2206216

郵遞區號:70448 地址:臺南市公園北路3號  E-mail:landis@tnml.tn.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葉建良總編輯 978-986-02-0986-0 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 第十五屆

9812 葉建良總編輯 978-986-02-1000-2 臺南市立圖書館九十週年紀念集

9812 謝崇耀著 978-986-02-1012-5 百年風華新視野: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學及文化論

集

9812 鄧慧恩著 978-986-02-0997-6 日治時期外來思潮的譯介研究: 以賴和、楊逵、

張我軍為中心

9812 陳正恩著 978-986-02-0998-3 紅眼: 陳正恩短篇小說集

9812 柯柏榮著 978-986-02-0999-0 赤崁樓的情批

9812 蘇頌淇作 978-986-02-1056-9 阿姐

總計: 7種 14冊

南市龍崗國小 連絡人:許淑婷 電話:(06)2620024 傳真:(06)29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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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02 地址:臺南市南區鯤鯓路147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謝元等著; 許淑婷主編 978-986-02-2238-8 龍崗小鯨記. 第三輯: 閱讀筆記作文集

總計: 1種 2冊

南汝鄂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7)270036

郵遞區號:36053 地址:苗栗縣苗栗市福安里

鴻福17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南汝鄂編著 978-957-41-6575-9 南氏族譜

總計: 1種 1冊

南投藍田書院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232050

郵遞區號:54057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祟文里

文昌街14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追雲燕編著 978-986-81019-2-0 三教聖誕千秋錄

9812 簡榮聰撰著 978-986-81019-3-7 藍田書院: 建築裝飾藝術

總計: 2種 2冊

南亞技術學院 連絡人:陳琪媛 電話:(03)4361070ext1332 傳真:(03)4383684

郵遞區號:3209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

路三段414號

 E-mail:acpu@nany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南亞技術學院建築系編著 978-986-80998-5-2 永續健康環境政策與規劃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南科管理局 連絡人:古英山 電話:(06)5051001ext2555 傳真:(06)5055812

郵遞區號:74147 地址:臺南縣新市鄉南科三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978-986-02-2307-1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法規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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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連絡人:黃育智 電話:0933726239 傳真:(02)27591204

郵遞區號:1107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福德街

232巷16弄1號1樓

 E-

mail:tonyhuang39@hotmail.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育智作 978-986-81999-5-8 古道紀行. 第一冊

總計: 1種 1冊

南華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427166

郵遞區號:62248 地址: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

32號

 E-

mail:chiu9612@mail.nhu.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羅雪容作 978-957-8210-66-0 風格描述與圖像類型應用於繪畫創作之研究: 羅

雪容擬似真偽油畫創作論述

總計: 1種 1冊

南華大學歐研所 連絡人:何淑娟 電話:(05)2721001ext2361 傳真:(05)2427133

郵遞區號:62248 地址: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  E-mail:scho@mail.n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57-8210-88-2 歐洲研究論文發表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集. 第十

五屆: 歐洲認同之建構與實踐

總計: 1種 1冊

南榮技術學院應英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528133

郵遞區號:73746 地址:臺南縣鹽水鎮朝琴路  E-mail:njle@mail.njt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沈榮鈞作 978-986-85780-0-5 應用英語系ESP課程發展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南臺科大 連絡人:王玉貞 電話: 傳真:(06)2547098

郵遞區號:71005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南台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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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2009 ISNST Editorial Board 978-986-6975-29-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program and disquisition. 2009

總計: 1種 1冊

南縣永康國中 連絡人:周亮吟 電話: 傳真:(06)2013442

郵遞區號:71089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中山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張梅英編輯 978-986-02-0734-7 25巷藝弄

總計: 1種 1冊

南縣府 連絡人:黃宏文 電話:(06)6358881 傳真:(06)2763825

郵遞區號:73001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民治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采芳等文字撰述; 葉澤山 978-986-02-1238-9 桂花飄香: 南瀛文化藝術成果專輯. 2008年

9901 黃文博作 978-986-02-2437-5 走過黑夜.走過山林: 東山碧軒寺迎佛祖暨遶境

9902 趙文榮等撰文; 黃文博主編 978-986-02-2444-3 倒風內海的故事

總計: 3種 6冊

南縣南區服務中心 連絡人:林靜芬 電話:(02)3306505ext115 傳真:(06)3307512

郵遞區號:711 地址:臺南縣歸仁鄉信義南  E-mail:tyan.mail.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陳泰元作 978-986-02-2375-0 寫實.抽象.印象: 陳泰元油畫精選集: 1950-2009

總計: 1種 2冊

南縣家庭教育中心 連絡人:陳俐潔 電話:(06)6591068ext18 傳真:(06)6592818

郵遞區號:73066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秦漢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正文總編輯 978-986-02-0946-4 瀛家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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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南縣鯤瀛詩社南縣國學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7860408

郵遞區號:72744 地址:臺南縣北門鄉中樞村

溪底寮1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寶泉著 978-957-29261-1-6 年年歲歲一甲子

總計: 1種 2冊

故宮 連絡人:張阿軍 電話:(02)28812021ext2107 傳真:(02)28821507

郵遞區號:111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至善路

二段221號

 E-mail:npm259@np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譚旦冏編製 978-957-562-556-6 中國銅器花紋集

9812 李天鳴主編 978-957-562-566-5 軍機處奏摺錄副臺灣原住民史料彙編

9811 嵇若昕文字撰述 978-957-562-567-2 匠心與仙工: 明清雕刻展. 竹木果核篇

9811 嵇若昕文字撰述 978-957-562-568-9 匠心與仙工: 明清雕刻展. 象牙犀角篇

9902 宋兆霖作 978-957-562-569-6 中國宮廷博物院之權輿: 古物陳列所

9812 馮明珠等作 978-957-562-571-9 縱橫五千年 悠遊掌中天: 新世紀U化故宮優質園

區示範計畫成果專刊

9902 陳維新文字撰述; 李天鳴,

林天人主編

978-957-562-572-6 失落的疆域: 清季西北邊界變遷條約輿圖特展

總計: 7種 14冊

柿子文化 連絡人:高煜婷 電話:(02)89314903ext12 傳真:(02)29319207

郵遞區號:1167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公館街

30-2號

 E-

mail:persimmon888@yahoo.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樊定宣, 厲長文作 978-986-85908-1-6 大江南北好呷菜: 山珍野味之功德林人氣料理大

公開
第 319 頁，共 653 頁



總計: 1種 2冊

柏嘉心性管理諮詢顧問 連絡人:黃儀芳s 電話:(02)27251121 傳真:(02)87896148

郵遞區號:2205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路

一段309-33號3樓

 E-mail:pochia@pochia.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吳洺儀著; 吳秀卿編撰 978-986-83454-2-3 失敗讓她累積更多財富: 一堂價值上億元的課

總計: 1種 1冊

城市吉網際資訊 連絡人:易力行 電話:(02)23638189 傳真:(02)23685681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

三段130號219室

 E-mail:frank@citygreat.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易力行著 978-986-85772-0-6 專案導向企業管理. 一, PO-ERP專案企業資源規劃

管理

總計: 1種 1冊

星火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23319058 傳真:(02)2375699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1號6樓之1

 E-mail:assuntahsu@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大德蘭(ST. Teresa of Avila)

著; 加爾默羅聖衣會譯

978-986-85749-0-8 聖女大德蘭自傳

總計: 1種 1冊

星光行動國際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7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通化街

164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嚴元清著 978-986-85986-0-7 八十憶往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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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度 連絡人:何宜芳 電話:(02)27644558 傳真:(02)27644562

郵遞區號:1107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一段127號4樓

 E-mail:publish@creative-

mor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卓偉民作 978-957-8248-91-5 探索精品咖啡的秘密

總計: 1種 1冊

韋伯文化國際 連絡人:陳總編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郵遞區號:2344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永和路

2段285號6樓

 E-

mail:weber98@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Jan Hancock作; 謝明珊譯 978-986-6816-86-4 人類與環境的權利: 權利、倫理與法律

9811 Mike Featherstone作; 趙偉妏 978-986-6816-99-4 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

9811 Glenn Palmer, T. Clifton

Morgan作; 梁書寧譯

978-986-6338-01-4 外交政策理論分析

9811 Guy Julier作; 鄭郁欣譯 978-986-6338-05-2 設計的文化

9811 Scott Lash, Mike Featherstone

等作; 張珍立譯

978-986-6338-07-6 肯認與差異: 政治、認同與多元文化

9811 Lydia Morris作; 楊雅婷譯 978-986-6338-10-6 權利的社會學思索

9811 Janusz Symonides等作; 楊雅 978-986-6338-11-3 人權的概念與標準

總計: 7種 14冊

哈佛人 連絡人:趙曉南 電話:(02)27016117 傳真:(02)27255962

郵遞區號:1068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信義路

四段236號4樓

 E-

mail:gina_harvard@yahoo.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肯尼斯.歐珀(Kenneth Oppel)

著; 聞若婷譯

978-986-7045-85-0 曙色乍現

9902 安.沃淳(Ann Waldron)著; 趙 978-986-7045-86-7 莫內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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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傑夫.艾格斯(Geoff Edgers)

著; 趙曉南譯

978-986-7045-87-4 披頭四是誰呢?

9903 塞勒斯.大衛森.曼尼斯

(Celeste Davidson Mannis)著;

978-986-7045-88-1 莎士比亞是誰呢?

總計: 4種 4冊

科工館 連絡人:洪雪琴s 電話:(07)3800089ext5166 傳真:(07)3846477

郵遞區號:807 地址:高雄市九如一路720號  E-mail:chin@mail.nst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Ulrich Weilhammar等著; 黃 978-986-02-0401-8 去污存菁: 文物清潔理論與實務

總計: 1種 2冊

科友 連絡人:曾美珠 電話:(02)22625666ext324 傳真:(02)22628333

郵遞區號:1049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龍江路

76巷22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高瑞賢, 林育賢編著 978-957-21-7370-1 基本電學. I

9812 吳文義編著 978-957-21-7395-4 基礎物理. A

9902 張弘智編著 978-957-21-7465-4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總計: 3種 3冊

科正國際 連絡人:蔡意雯 電話:(02)86926616 傳真:(02)86926711

郵遞區號:2218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路

二段145號7樓

 E-

mail:accuratu@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林惠美撰 978-986-82243-8-4 不同槳長與槳頻對拉槳表現之生物力學分析

總計: 1種 1冊

科技圖書 連絡人:潘永興 電話:(02)23707080 傳真:(02)23706160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50號17樓之35室

 E-

mail:books@tech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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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昌濰臨中校友會紀念專刊

編輯委員會編

978-957-655-459-9 撫今追昔: 昌濰臨時中學來臺六十周年紀念專刊

總計: 1種 2冊

科鼎圖書企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834640

郵遞區號:80779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

路288巷5號7樓之1

 E-

mail:yunglung.ting@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丁雲龍等編著 978-986-85429-0-7 商用Calculus微積分

總計: 1種 1冊

科學教育館 連絡人:郭小萍 電話:(02)66101234ext1506 傳真:(02)66118500

郵遞區號:11165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士商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錢康偉主編 978-986-02-0422-3 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年報. 97年

9812 曾依晴等作 978-986-02-0860-3 參加美國英特爾國際科技展覽會作品專輯. 2009年

9812 周茜芸執行編輯 978-986-02-1429-1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第一名優勝作品專輯.

第49屆

總計: 3種 6冊

香光書鄉 連絡人:釋見燾 電話:(05)2542134ext807 傳真:(05)2542495

郵遞區號:60082 地址:嘉義市東區文化路820  E-mail:publisher@gay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菩提比丘著; 香光書鄉編譯 978-957-8397-32-3 八正道: 趣向苦滅的道路

總計: 1種 1冊

香柏樹文化科技 連絡人: 電話:(02)82188301 傳真:(02)82188315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路

126號4樓

 E-

mail:cedarlifebook@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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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曾肅良, 許清原, 謝東山作 978-986-7597-58-8 臺灣名家美術100油畫: 陳景容

總計: 1種 2冊

香遠 連絡人:邱陳麗香 電話:(08)7525768 傳真:(08)7551241

郵遞區號:90081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建國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張世明編著 978-986-85699-1-1 國際貿易現勢

總計: 1種 1冊

信福 連絡人:鄭愛玲 電話:(02)26330953 傳真:(02)23679682

郵遞區號:1006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二段7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盧俊義著 978-986-7898-65-4 細讀申命記

9901 盧俊義著 978-986-7898-64-7 細讀申命記

9903 盧俊義著 978-986-7898-66-1 生命在苦難中哭喊

總計: 3種 3冊

恆兆文化 連絡人:鄭花束 電話:(02)27369882 傳真:(02)27338407

郵遞區號:1104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118巷25弄2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恆兆文化編輯部編著 978-986-6489-08-2 酒田五法

9811 方天龍著 978-986-6489-09-9 當沖大王

9901 恆兆文化編輯部編著 978-986-6489-10-5 移動平均線

9901 方天龍著 978-986-6489-11-2 波段飆股

總計: 4種 4冊

皇冠 連絡人:鄭至林s 電話:(02)27168888ext306 傳真:(02)25148285

郵遞區號:1055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

路120巷50號

 E-mail:edit@crow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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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岸田琉璃子作; 紅色譯 978-957-33-2597-0 沒有出口的房間

9901 陳漱意著 978-957-33-2601-4 無法超越的浪漫

9812 張小嫻著 978-957-33-2604-5 吸血盟. 2, 花開魔幻地

9812 露西.艾兒(Lucy Eyre)作; 游 978-957-33-2605-2 櫥櫃裡的哲學家

9812 東野圭吾著; 李宜蓉譯 978-957-33-2606-9 美麗的凶器

9812 傑佛瑞.迪佛(Jeffery Deaver)

作; 宋瑛堂譯

978-957-33-2607-6 傑佛瑞迪佛的黑色禮物

9812 上橋菜穗子作; 羊恩媺譯 978-957-33-2608-3 獸之奏者. I, 鬥蛇篇

9812 石田衣良著; 長野順子圖; 978-957-33-2609-0 花田裡的小戀人

9812 保羅.奧斯特(Paul Auster)著;

韓良憶譯

978-957-33-2610-6 末世之城

9812 葉李華著 978-957-33-2611-3 浩淼

9901 ■川光太郎著; 王蘊潔譯 978-957-33-2612-0 秋之牢獄

9901 結城光流著; 涂愫芸譯 978-957-33-2613-7 少年陰陽師. 拾柒, 真相之聲

9901 萬城目學著; 涂愫芸譯 978-957-33-2614-4 豐臣公主

9901 向達倫(Darren Shan)作; 陳 978-957-33-2615-1 地獄英雄

9901 香月日輪著; 紅色譯 978-957-33-2616-8 妖怪公寓

9901 史蒂芬.金(Stephen King)作;

王瑞徽譯

978-957-33-2617-5 失眠

9901 提姆.戴維斯(Tim Davys)作;

吳茵茵譯

978-957-33-2618-2 熊偵探的黑名單

9901 島田莊司作; 陳■若譯 978-957-33-2619-9 羽衣傳說的回憶

9901 張愛玲著 978-957-33-2621-2 半生緣

9902 喬許.貝佐(Josh Bazell)著; 978-957-33-2622-9 玩命處方箋

9902 白石一文著; 王蘊潔譯 978-957-33-2623-6 如果我是你...

9902 東野圭吾作; 張智淵譯 978-957-33-2624-3 布魯特斯的心臟

9902 雷克.萊爾頓作; 彭臨桂譯 978-957-33-2625-0 骨頭迷宮

9902 維多莉亞.希絲洛普(Victoria

Hislop)作; 謝佩妏譯

978-957-33-2626-7 火舞戀人

9902 派翠西亞.布麗格(Patricia

Briggs)作; 鄭郁欣譯

978-957-33-2627-4 血色盟約

9902 張愛玲作 978-957-33-2628-1 張愛玲譯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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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勇嶺薰著; 李慧珍譯 978-957-33-2630-4 都市冒險王. 5, 進攻!終極RPG

9902 勇嶺薰著; 李慧珍譯 978-957-33-2629-8 都市冒險王. 5, 進攻!終極RPG

9903 結城光流著; 涂愫芸譯 978-957-33-2632-8 少年陰陽師. 拾捌, 嘆息之雨

9902 李查德(Lee Child)著; 彭臨 978-957-33-2633-5 完美嫌犯

9902 柄刀一著; 詹慕如譯 978-957-33-2635-9 三千年的密室

總計: 31種 31冊

俊嘉文化 連絡人:謝枝財 電話:(02)22267906 傳真:(02)22262839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永和路

333巷21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德淼編著 978-986-6793-64-6 18禁笑話: 爆笑噴飯集

9812 林宗駛作 978-986-6793-65-3 腰痛護理急救百科: 這樣做,讓你的腰痛消失!

9901 趙寶峰著; 吉英梅譯 978-986-6793-66-0 改善疾病氣功療法: 揭開中國氣功養生術的祕密

9901 華美鳳編著 978-986-6793-67-7 猜謎語繞口令

9902 王永興作 978-986-6793-68-4 俗諺語智慧精華

9902 王永興作 978-986-6793-69-1 俗諺語智慧精華

9902 章蘭惠作 978-986-6793-70-7 實用祝賀英語隨口說

總計: 7種 7冊

後備憲兵論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

郵遞區號:11492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583巷25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羅幟著 978-986-85733-0-7 泡沫之歌

總計: 1種 2冊

食品工業 連絡人:蔡碧昭 電話:(03)5223191ext266 傳真:(03)5214016

郵遞區號:30062 地址:新竹市食品路33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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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陳麗婷, 簡相堂作 978-957-9055-95-6 全球素食消費現況及趨勢

9812 陳淑芳, 簡相堂作 978-957-9055-96-3 全球保健食品之開發現況與趨勢

總計: 2種 4冊

盆花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46071

郵遞區號:11492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E-mail:t2705@ms4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郭雅文總編輯 978-957-29434-2-7 臺灣盆花品種手冊

總計: 1種 1冊

冠唐國際圖書 連絡人:蕭湘芸 電話:(02)87925001ext517 傳真:(02)87925026

郵遞區號:10461 地址:臺北市中山北路三段

54-3號

 E-

mail:susanhsiao@cavesbooks.c

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膺成作 978-957-2061-69-5 以三維運動學分析女子排球選手前後排扣球之技

術

9711 陳建勳作 978-957-2061-70-1 跳遠選手起跳動作之生物力學分析

9806 張善禮總編輯 978-957-2061-68-8 外語教學研究論文集: 輔仁大學『外語各系所教

學研究工作坊』. 2009

9809 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編著 978-957-2061-79-4 我們: 愛上學的理由

總計: 4種 4冊

冠學文化 連絡人:黃玉芬 電話:(02)29711625 傳真:(02)89813473

郵遞區號:24154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三和路

四段20巷34號3樓

 E-mail:ufen@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郭玉霞著 978-986-84633-5-6 教學智慧: 從平凡到不凡

9902 吳炳銅著 978-986-84633-6-3 教育經濟學. 進階篇

總計: 2種 2冊

盈記唐人工藝 連絡人:黃健亮 電話:0911220620 傳真:(02)2705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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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6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二段128號5-5樓

 E-

mail:tw02128@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健亮編著 978-957-0499-18-6 紫玉金砂(精華版)

總計: 1種 1冊

建弘 連絡人:張喜芬 電話:(02)23616850 傳真:(02)23811289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41號1樓

 E-

mail:chien20@ms2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劉俐編著 978-986-6459-38-2 旗開得勝國中臺灣歷史講義. 一

9811 張乃文, 薛勝雄編著 978-986-6459-39-9 高竿指考化學攻略

9811 鄭明, 林欣諭編著 978-986-6459-40-5 旗開得勝國中臺灣地理講義. 一

9812 劉東帝等編著 978-986-6459-41-2 旗開得勝國中數學題庫. 四(北北基)適用

9812 郭易編著 978-986-6459-42-9 旗開得勝國中國文講義. 四

9812 楊鴻銘編著 978-986-6459-43-6 高中國文大救援

9812 劉東帝等編著 978-986-6459-44-3 旗開得勝小一數學題庫. 下

9901 曾薔編著 978-986-6459-45-0 旗開得勝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生物)講義. 一下

9901 楊詠, 陳思編著 978-986-6459-46-7 旗開得勝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理化)講義. 二下

9901 李傑編著 978-986-6459-48-1 效率王指考數學數甲總復習

9901 李傑編著 978-986-6459-49-8 效率王指考數學數乙總復習

9901 楊鴻銘編著 978-986-6459-50-4 高竿指考國文攻略

總計: 12種 12冊

建築師全聯會 連絡人:陳欣瑜 電話:(02)23775108ext255 傳真:(02)27357471

郵遞區號:11052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二段51號13樓-1

 E-

mail:naarch1@ms3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學術委員會策劃執

978-957-9226-23-3 臺灣建築論壇. 第六屆: 921震災10週年回顧及展

望: 2009第38屆建築師 節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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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建興文化 連絡人:曾文瑛 電話:(02)22220866 傳真:(02)22221990

郵遞區號:2358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立德街

26巷5弄1-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古藤晃著; 沈曼雯譯 978-986-224-034-2 再一次學好英文法

9804 張鎮麟編著 978-986-224-059-5 物理實驗題解法

9807 張鎮麟編著 978-986-224-060-1 物理的解題方法. 下, 電磁學、近代物理、現代科

技

9807 晴山陽一, クリストファ一

ベルトン著; 劉瑛騏譯

978-986-224-061-8 TOEIC速效英單2400

9807 林曉芬, 許孝誠, 禹文珊編 978-986-224-062-5 近5年學科能力測驗社會考科試題&詳解

9807 黃海編著 978-986-224-063-2 近5年學科能力測驗國文考科試題&詳解

9807 張勝溢編著 978-986-224-064-9 近5年學科能力測驗英文考科試題&詳解

9807 詹敏昌編著 978-986-224-065-6 近5年學科能力測驗數學考科試題&詳解

9808 張力編著 978-986-224-066-3 高中英文戰力Up!. Aug pass

9807 張力編著 978-986-224-067-0 高中英文戰力Up!. July pass

9807 張鎮麟編著 978-986-224-068-7 近5年學科能力測驗自然考科試題&詳解

9807 藤井正嗣, ゲ一り一.スコ

ット.ファイン著; 李欣欣

978-986-224-069-4 商務英語溝通全面強化: 讓會話進行更順暢的英

語溝通戰略

9809 宮野準治, Toyoaki J. Oba著;

劉瑛騏譯

978-986-224-070-0 英語商業談判基礎知識

9809 陳忠城編著 978-986-224-071-7 高中物理夯寶典

9809 許孝誠編著 978-986-224-072-4 新高中歷史超速度記憶

9809 張力編著 978-986-224-073-1 高中英文戰力Up!. Sep.pass

9809 陳鐵君, 陳文之編著 978-986-224-074-8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國文考科

9809 蔡方編著 978-986-224-075-5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英文考科

9809 詹敏昌編著 978-986-224-076-2 大學入試歷屆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解. 數學考

科(數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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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詹敏昌編著 978-986-224-077-9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數學考科(數乙)

9809 顧建洲編著 978-986-224-078-6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物理考科

9809 陳紀全編著 978-986-224-079-3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化學考科

9809 林曉芬編著 978-986-224-080-9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地理考科

9809 張明雄編著 978-986-224-081-6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歷史考科

9809 言日中編著 978-986-224-082-3 大學入試歷屆大學聯考暨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

解. 生物考科

9809 林曉芬編著 978-986-224-083-0 大學入試指定科目考試新高中地理趨勢&對策

9809 陳紀全編著 978-986-224-084-7 大學入試指定科目考試新高中化學趨勢&對策

9809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978-986-224-085-4 大學入試指定科目考試新高中物理趨勢&對策

9809 陳宏州, 呂芬瑛編著 978-986-224-086-1 高中公民與社會精華特輯選修總複習. 上、下冊

9810 張力編著 978-986-224-087-8 高中英文戰力Up!. 10th pass

9901 陳浚德編著 978-986-224-088-5 英文作文與翻譯常犯錯誤示例

9901 林成彥編著 978-986-224-089-2 高中化學夯寶典

9811 石橋真知子, 白幡充仁, 福

田光洋著; 許玉真譯

978-986-224-090-8 你的工作<<廣告.PR.媒體>>就該用這種英語: 職場

『即學即用』『絕對專業』商務英語表現辭典

9811 矢島久道著; 沈曼雯譯 978-986-224-091-5 你的工作<<總務.人事>>就該用這種英語: 職場

『即學即用』『絕對專業 』商務英語表現辭典

9811 矢島久道著; 李欣欣譯 978-986-224-092-2 你的工作<<營業.行銷>>就該用這種英語: 職場

『即學即用』『絕對專業 』商務英語表現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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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田中洋著; 林麗櫻譯 978-986-224-093-9 你的工作<<會計.財務.審計>>就該用這種英語: 職

場『即學即用』『絕對專業』商務英語表現辭典

9811 張力編著 978-986-224-094-6 高中英文戰力Up!. 11th pass

9901 言日中編著 978-986-224-095-3 大學入試新高中生物超速度記憶

9901 梁順豪編著 978-986-224-096-0 歷屆國中基測數學試題解析歡樂GO!

9901 陳立偉, 柯翔耀, 廖乾佑編 978-986-224-097-7 歷屆國中基測自然試題解析歡樂GO!

9901 陳昱臻, 張紘暘, 姵廷編著 978-986-224-098-4 歷屆國中基測社會試題解析歡樂GO!

9901 黃海編著 978-986-224-099-1 歷屆國中基測國文試題解析歡樂GO!

9901 蔡方編著 978-986-224-100-4 歷屆國中基測英語試題解析歡樂GO!

9901 詹敏昌編著 978-986-224-101-1 大學入試近5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詳解. 數學考

科(數學乙)

9901 詹敏昌編著 978-986-224-102-8 大學入試近5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詳解. 數學考

科(數學甲)

9901 黃海編著 978-986-224-103-5 大學入試近5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詳解. 國文考

科

9901 邱莉華編著 978-986-224-104-2 大學入試近5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詳解. 物理考

科

9901 林成彥編著 978-986-224-105-9 大學入試近5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詳解. 化學考

科

9901 張勝溢編著 978-986-224-106-6 大學入試近5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詳解. 英文考

科

9901 林成彥編著 978-986-224-107-3 大學入試學科能力測驗指定科目考試: 歷屆化學

試題歸納解析

9901 顧建洲編著 978-986-224-108-0 大學入試學科能力測驗指定科目考試: 歷屆物理

試題歸納解析

9811 稻田一著; 楊玲慎譯 978-986-224-109-7 國中英語OK,世界歡樂GO!

9901 黃海等共同編著 978-986-224-110-3 基本學力測驗複習評量

9812 張力編著 978-986-224-111-0 高中英文戰力Up!. 12th pass

9901 張明雄編著 978-986-224-112-7 高中歷史年表ㄎㄨˋ複習

9901 張力編著 978-986-224-113-4 高中英文戰力Up!. 1st pass

9901 椎名玲子著; 林麗櫻譯 978-986-224-114-1 我家小孩英語媽媽教1級棒. 日常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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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7種 58冊

屏東科大 連絡人:鍾秀蘭 電話:(08)7703202ext7271 傳真:(08)7740149

郵遞區號:91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學府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顏昌瑞, 柯立祥主編 978-986-01-9053-3 臺灣熱帶果樹產業創新發展研討會專刊

9807 劉子利主編 978-986-01-9364-0 休閒暨運動產業管理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10 梁文進, 華真主編 978-986-02-0233-5 農產品出口檢疫處理與國際農業貿易研討會專刊

9901 林晉寬總編輯 978-986-02-2090-2 屏東科技大學產業創新與科技管理研討會論文集.

2010

總計: 4種 6冊

屏東科大主題休閒遊憩

服務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740531

郵遞區號:91201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學府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

動保健系作

978-986-02-1350-8 休閒運動保健專題討論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論

文集. 2009年

總計: 1種 2冊

屏東科大農推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740125

郵遞區號:912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學府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明昌, 郭曉婷編撰 978-986-02-0190-1 農特產品加工

總計: 1種 1冊

屏東教育大學 連絡人:龐佑欣 電話:(08)7226141ext14101 傳真:(08)7216934

郵遞區號:90003 地址:屏東市民生路4-18號  E-

mail:mary1225@mail.npue.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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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湘芸等著 978-986-02-1351-5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與教學

研創專輯. 三. 98年度

9812 文一智等著; 賀瑞麟主編 978-986-02-2006-3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瞻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12 江滿堂等撰 978-986-02-2126-8 臺灣地區國中小教師恢復課稅配套意見調查研究

成果報告書. 2009年

總計: 3種 6冊

屏縣內埔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782442

郵遞區號:91248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

廣濟路2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敦阜形象策略有限公司編 978-986-02-0907-5 內埔.刻縷.印記

總計: 1種 1冊

屏縣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385866

郵遞區號:900 地址:屏東市自由路52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智開, 鍾秀君撰文.攝影 978-986-02-0684-5 鄉間小路趴趴走

9811 徐芬春主編 978-986-02-0878-8 大武山文學獎. 第九屆

9812 李進安作 978-986-02-1052-1 李進安水彩畫集: 77風景系列回顧專輯

9812 徐芬春總編輯 978-986-02-1448-2 光盒密碼86106: 屏東市勝利眷村映像集

9901 徐芬春總編輯 978-986-02-2130-5 穿越南國: 屏東地區美術發展探索畫冊

總計: 5種 11冊

屏縣社大文教發展協會 連絡人:邱金惠s 電話:(08)7668500 傳真:(08)7660070

郵遞區號:90060 地址:屏東市北興里公裕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龔泰文編著 978-986-83975-1-4 戀戀蘭花: 臺灣冠軍蘭栽培與選購指南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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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縣高樹國小 連絡人:鍾炳雄 電話:(08)7960802ext11 傳真:(08)7962028

郵遞區號:906 地址:屏東市高樹鄉高樹村

華光路32號

 E-mail:bsjong@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鍾炳雄主編 978-986-02-2611-9 童玩原理與運用教學教案設計

總計: 1種 2冊

屏縣滿州民謠協進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212964

郵遞區號:94741 地址: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

中山路14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吳明澧編輯 978-986-86038-0-6 滿州風情

總計: 1種 2冊

紅豆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750559

郵遞區號:60042 地址:嘉義市光彩街39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馬祥祐著 978-986-84814-0-4 兩岸國企改革研究: 改革模式的省思與建構

總計: 1種 1冊

紅豆文化 連絡人:王詩維's 電話:(04)22626609 傳真:(04)22632936

郵遞區號:40041 地址:臺中市中區民族路92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凌豹姿著 978-986-83989-9-3 巨星知我心

9707 玥嶺著 978-986-6636-17-2 金鈴

9708 凌豹姿著 978-986-6636-20-2 奴才情人

9708 三階菱著 978-986-6636-21-9 遊戲愛情

9709 花綾著 978-986-6636-22-6 不速之客

9709 書妶著 978-986-6636-23-3 初戀

9709 三階菱著 978-986-6636-24-0 理想愛情

9710 慕秋著 978-986-6636-26-4 誤打誤愛
第 334 頁，共 653 頁



9710 靈涓著 978-986-6636-27-1 絕世佳人

9710 書妶著 978-986-6636-29-5 寵戀

9711 慕秋著 978-986-6636-33-2 人面桃花

9712 書妶著 978-986-6636-35-6 尋戀

9712 見雅著 978-986-6636-36-3 我愛小羊

9712 亞克著 978-986-6636-37-0 和番將軍

9801 夜凌嵐著 978-986-6636-39-4 盜愛總裁

9801 東堂翔著 978-986-6636-40-0 野人不壞

9801 凌豹姿著 978-986-6636-41-7 春日情懷

9802 書妶著 978-986-6636-44-8 純情富少

9803 凌豹姿著 978-986-6636-46-2 復仇情人

9803 夜凌嵐著 978-986-6636-47-9 仙狐奇緣

9804 見雅著 978-986-6636-50-9 惡劣大王

9804 多樂著 978-986-6636-53-0 假戲真愛

9805 書妶著 978-986-6636-54-7 厭情富少

9805 炎扉著 978-986-6636-56-1 美人咖啡館

9805 凌豹姿著 978-986-6636-57-8 征服花心大少

9805 多樂著 978-986-6636-58-5 愛,不死

9806 離花眸著 978-986-6636-59-2 倔情樂掌劣將軍

9806 三階菱著 978-986-6636-61-5 蠱戀

9806 夜凌嵐著 978-986-6636-62-2 心機美人

9806 多樂著 978-986-6636-63-9 自戀無罪

9807 金芹著 978-986-6636-64-6 俘虜

9807 多樂著 978-986-6636-66-0 新婚生活

9807 三階菱著 978-986-6636-67-7 綁戀

9807 書妶著 978-986-6636-68-4 冷情富少

9808 金芹著 978-986-6636-70-7 暗戀

9808 亞克著 978-986-6636-72-1 小惡魔的春天

9809 見雅著 978-986-6636-76-9 少爺假純情

9809 夜凌嵐著 978-986-6636-77-6 純情惡少

9809 雨輕塵著 978-986-6636-78-3 愛如春風

總計: 39種 3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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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安委員會 連絡人:黃佩蒂 電話:(02)25475200 傳真:(02)25474975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路

三段200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編

著

978-986-02-0079-9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97年4月15日,立榮航

空公司B7901班機MD-90-30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

碼B-17913,於桃園國際機場06跑道起飛仰轉..

9811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編

著

978-986-02-0292-2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96年9月20日,中華航

空公司CI7552班機,波 音737-800型機,國籍標誌及

登記號碼B-16805,於日本佐賀機場過境.....

9902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編

著

978-986-02-2439-9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98年

度

總計: 3種 6冊

飛魚視覺設計 連絡人:陳瀅婷 電話:(05)2741895 傳真:(05)2764301

郵遞區號:60076 地址:嘉義市大雅路二段495

巷39號11樓-1

 E-mail:book@flying

fis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許寧作 978-986-82697-8-1 恁攏是阮的心肝寶貝. 第五輯

9901 林金進, 吳芊萱作 978-986-82697-9-8 國民小學傳統文化補充教材. 第八冊

9901 林金進, 吳芊萱作 978-986-85990-0-0 國民小學傳統文化補充教材. 第六冊

總計: 3種 3冊

飛寶國際文化 連絡人:陳愷萱 電話:(02)23256868 傳真:(02)27023398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復興南路一段

352號11樓之1

 E-mail:fei.bao@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史黛芬妮.施奈德(Stephanie

Schneider)著; 謝靜怡譯

978-986-6701-34-4 為什麼媽媽需要粉紅色手提包?: 新手媽媽的優雅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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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法里德.卡拉特巴里作; 曼

努胥.瑪蘇米安繪; 何佳芬

978-986-6701-37-5 變成啄木鳥的啄木鳥

總計: 2種 2冊

消防署 連絡人:劉維婷 電話:(02)23882119ext8114 傳真:(02)23820945

郵遞區號:23143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新路

三段200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蕭煥章總編輯 978-986-02-1795-7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指導手冊

總計: 1種 2冊

消委會 連絡人:李素美 電話:(02)28863205 傳真:(02)28866647

郵遞區號:11166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基河路  E-mail:scd4@mail.c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范姜群生主編 978-986-02-1601-1 定型化契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彙編

9812 范姜群生總編輯 978-986-02-2181-7 消費者保護研究. 第十五輯

總計: 2種 5冊

消費者基金會 連絡人:張筱玲 電話:(02)27001234ext221 傳真:(02)27060247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南

路一段390號10樓-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得璋等編著 978-957-30919-9-8 購屋200問

總計: 1種 1冊

浩里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500033

郵遞區號:80460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青海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King Dam International Co., 978-986-85977-0-9 Fruit salad

9901 King Dam International Co., 978-986-85977-1-6 My family

9901 King Dam International Co., 978-986-85977-2-3 My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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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King Dam International Co., 978-986-85977-3-0 On the farm

9901 King Dam International Co., 978-986-85977-4-7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9901 King Dam International Co., 978-986-85977-5-4 My house

總計: 6種 6冊

海生館 連絡人:林君寧 電話:(08)8825001ext5506 傳真:(08)8825063

郵遞區號:944 地址:屏東縣車城鄉後灣村

後灣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葛嘉麟, 蔡博仁編輯 978-986-02-1186-3 築夢海洋: 海生館科學教育專刊. 97

9812 辛耘, 林君寧主編 978-986-02-1352-2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年報. 97

總計: 2種 4冊

海巡署 連絡人:何敦祥 電話:(02)22399201ext266123 傳真:(02)22399141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興隆路三段29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添進總編輯 978-986-02-1045-3 瀚海巡馨錄. 第四輯, 海巡10週年特輯

9812 978-986-02-1719-3 臺灣海洋

9812 謝添進總編輯 978-986-02-2248-7 聚焦海巡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2009

總計: 3種 6冊

海巡署海岸總局 連絡人:曹為華 電話:(02)89421278 傳真:(02)89421278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秀峰街

129號

 E-

mail:nickwen@coast.cga.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欽隆總編輯 978-986-02-2035-3 國境之南: 南沙生態光碟

總計: 1種 2冊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601839

郵遞區號:81157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德民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978-986-02-1549-6 羽戀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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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Lee,Pei-Fen 978-986-02-1550-2 Introduction to Dongsha Atoll national park

9812 李培芬撰文 978-986-02-1551-9 認識東沙

9901 許書國總編輯 978-986-02-2323-1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年報. 98年

總計: 4種 11冊

海軍官校 連絡人:林志明 電話:(07)5850296 傳真:(07)5850296

郵遞區號:813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軍校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孫毓德等作 978-986-02-0576-3 海軍軍官學校通識教育學術論文集. 九十八年度

總計: 1種 2冊

海軍艦隊指揮部 連絡人:陳彥諄 電話:(07)5836582 傳真:(07)5855240

郵遞區號:813 地址:高雄市左營郵政9022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彥錞, 張彩玥編採 978-986-02-0555-8 海軍無名英雄: 艦隊老蛙的故事

總計: 1種 2冊

海峽兩岸郵史研究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13815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路

160巷1號

 E-

mail:mhlintwn@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林茂興主編 978-986-83137-3-6 郵史研究. 第二十七期

總計: 1種 2冊

海峽兩岸體育研究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711504

郵遞區號:1048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朱崙街

20號5樓504室

 E-

mail:n3004.che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詹宏文著 978-986-83071-9-3 橄欖球選手團隊凝聚力、運動自信心與訓練滿意

度關係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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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陳金盈總編輯 978-986-85886-0-8 兩岸運動觀光產業暨體育發展研討會論文集. 2009

年

總計: 2種 4冊

海峽學術 連絡人:洪宜勇 電話:(02)86632559 傳真:(02)86632466

郵遞區號:11669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興路

193號4樓之7

 E-

mail:sreview@ms4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宋鎮照著 978-986-6480-24-9 變動中的中國、臺灣與東南亞之新三角關係: 政

治VS.經濟、發展VS.安全、區域化VS.全球化之策

略思維

9901 劉登翰著 978-986-6480-25-6 跨越海峽的文化記認: 中華文化與閩臺社會

9901 趙國輝著 978-986-6480-26-3 國際法與近代中日臺灣事件外交

9903 李理著 978-986-6480-27-0 教育改造與改造教育: 教育部審定高中臺灣史課

程綱要及教科書研究

9903 徐武軍著 978-986-6480-28-7 臺灣教育六十年(1949-2008): 是誰的教育 是什麼

樣的教育

總計: 5種 6冊

記憶工程 連絡人:沈美玲 電話:(02)25182662 傳真:(02)25185424

郵遞區號:1045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1號12樓之2

 E-

mail:ron929@ms54.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陳■安著 978-986-84825-4-8 20世紀後半葉臺灣演化學普及知識的思維樣式

總計: 1種 1冊

高手專業 連絡人:江志宏 電話:(02)23312717 傳真:(02)23313746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路

一段59號3樓之8

 E-

mail:masterbook168@yahoo.co

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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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馮國震編著 978-986-6958-04-5 馮國震文輯

總計: 1種 2冊

高立 連絡人:謝卉婷 電話:(02)22900319ext333 傳真:(02)89902547

郵遞區號:24889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工三

路116巷3號

 E-mail:gauli@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李世昌著 978-986-412-656-9 運動彩券購買與再購行為實證之研究

9802 陳優華著 978-986-412-663-7 臺灣橄欖球運動教練專業能力之調查研究

總計: 2種 2冊

高市工務局養工處 連絡人:陳淑鴻 電話:(07)3373323 傳真:(07)3315397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路2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嚴義潭等編輯 978-986-02-1599-1 陽光城市通學趣: 高雄市通學道計劃工程成果彙

編. 2008

總計: 1種 2冊

高市文化局 連絡人:林慧萍 電話:(07)2288878 傳真:(07)2221581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五福一路67號  E-mail:ping1012@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鍾心怡計畫主持 978-986-02-0595-4 高雄市市定古蹟旗後天后宮調查研究及修復計畫

總計: 1種 2冊

高市文獻會 連絡人:蕭明恩 電話:(07)2227914ext28 傳真:(07)2236004

郵遞區號:80147 地址:高雄市前金區中正四

路211號5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簡炯仁, 陳謹瑛, 林秀昭作 978-986-02-1474-1 高雄市客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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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3冊

高市正信佛青會 連絡人:洪憶倩s 電話:(07)2247705 傳真:(07)2248948

郵遞區號:80271 地址:高雄市中正二路58號9

樓

 E-

mail:chba7705@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釋開仁著 978-957-30471-5-5 任重道遠: 對於出家與在家的認知

總計: 1種 1冊

高市史博館 連絡人:王富弘 電話:(07)5312560ext213 傳真:(07)5315861

郵遞區號:803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  E-mail:w6737@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冠群, 林國良, 編輯小組 978-986-02-0670-8 大地之約: 臺閩古書契

總計: 1種 2冊

高市府 連絡人:沈美慧 電話:(07)3368333ext2824 傳真:(07)3313975

郵遞區號:80203 地址:高雄市四維三路2號  E-mail: sclsa@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林昀熹, 凌卓民, 黃鈺藺撰 978-986-01-7589-9 傾聽高雄故事: 高雄市政府1999話務中心

總計: 1種 2冊

高市美術館 連絡人:蔡佩珍 電話:(07)5550331ext211 傳真:(07)5550340

郵遞區號:80460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  E-mail:lan@kmf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林麗真執行編輯 978-986-01-8838-7 雕塑中的律動: 羅浮宮Touch Gallery計畫

9809 蔡幸伶執行編輯; 卓群翻

譯, 陳美智翻譯

978-986-01-9571-2 消失的地平線-紅毛港: 再現香格里拉-張珠君

9810 林麗真執行編輯; 陳美智翻 978-986-01-9859-1 綴拾邊境: 當代飾品的綺麗視域

9812 珍妮佛.布雷新專文撰述 ;

謝明學等翻譯; 王瑞鳳執行

978-986-02-0964-8 手的表情: 美國布爾基金會世紀經典收藏展

9812 應廣勤執行編輯; 陳美智翻 978-986-02-1245-7 彩墨行旅: 馬白水作品捐贈展

9812 洪金禪執行編輯 978-986-02-1297-6 美術館生活圈: 北高雄綠色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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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6種 12冊

高市都發局 連絡人:張志清 電話:(07)3368333ext2661 傳真:(07)3315080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路2號6樓

 E-mail:c4312@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高鎮遠等專案執行; 陳婷君

英文翻譯

978-986-02-0982-2 高雄行動創意國際徵選成果紀錄

總計: 1種 2冊

高市教育局 連絡人:陳美伶 電話:(07)3373140 傳真:(07)3315736

郵遞區號:80203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盟惠總編輯 978-986-02-0822-1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成果報告. 97學年度

9812 鄭吉竣等編輯 978-986-02-1849-7 狗蟻搬山

9812 林宗正等編輯 978-986-02-1998-2 臺灣古詩詞

總計: 3種 8冊

高市鼓山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317703

郵遞區號:80443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臨海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淵智等編輯 978-986-02-1489-5 高雄市鼓山國小慶祝創校一百週年紀念專集

總計: 1種 2冊

高市經發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316309

郵遞區號:802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E-mail:ting25@k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詹敏敏等撰稿 978-986-02-0625-8 柴山生態教育手冊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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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旗津國小附幼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711317

郵遞區號:80542 地址: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榮裕, 林英春, 許芳瑜編 978-986-02-1983-8 臺灣囡仔歌謠教材: 旗津在地情

總計: 1種 1冊

高市圖 連絡人:廖小玲 電話:(07)2112181ext13 傳真:(07)2167937

郵遞區號:80144 地址:高雄市前金區民生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高雄市立圖書館主編 978-986-02-1939-5 解不開的夏天: 高雄青年文選新詩集

9812 高雄市立圖書館主編 978-986-02-1940-1 我曾那樣追尋: 高雄青年文選散文.小說集

總計: 2種 4冊

高市衛生局 連絡人:魏文進r 電話:(07)7138928ext250 傳真:(07)7128970

郵遞區號:807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

路468號8樓之2

 E-mail:ka.cmhc@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惠淑, 陳惠珠執行編輯 978-986-02-1807-7 高雄衛生大事紀實. 97年

總計: 1種 2冊

高市環保局 連絡人:吳素馨 電話:(07)3373431 傳真:(07)3316145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路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瑞琿總編輯 978-986-02-0721-7 高雄市環保行政概況. 2008年版

總計: 1種 2冊

高市聲暉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419375

郵遞區號:80248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青年二

路210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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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社團法人高雄市聲暉協會

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85868-0-2 動手玩創意: 聽障兒童藝術創意輔助教材

總計: 1種 1冊

高市藝文團體理事長協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1369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敬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高雄市藝文團體理事長協

會理監事執行編輯

978-986-85936-0-2 高雄市藝文團體理事長協會作品專輯. 2010

總計: 1種 1冊

高市攝影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0658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

路357號11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藍孝雲, 林金汝編輯 978-986-82836-2-6 高雄影展. 2009

總計: 1種 2冊

高苑科大 連絡人:王德容 電話:(07)6077760 傳真:(07)6077765

郵遞區號:8215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鴻源, 許乃方, 李雅惠執

行編輯

978-986-6755-24-8 idci文化創意產業設計、傳播與科技應用國際研

討會. 2009

總計: 1種 1冊

高苑科大綠工程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077206

郵遞區號:82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路  E-mail:getrc@cc.k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鄭魁香, 王雪鍾, 曾琬婷編 978-986-6755-25-5 綠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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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大應語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077110

郵遞區號:82151 地址:高雄縣路竹鄉中山路  E-mail:afld@cc.ky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孔長江, 吳歆■等著作 978-986-6755-26-2 高苑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外語教學與跨文化溝

通之理論與實踐』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高屏溪流域管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7515574

郵遞區號:90083 地址:屏東市復興路24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82827-3-5 高屏溪流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析工作計畫. 98

年度

總計: 1種 2冊

高師第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54043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榮

北路六街1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高師第著 978-957-41-6603-9 續水經注

總計: 1種 1冊

高教圖書 連絡人:周偉莉 電話:(03)4615742 傳真:(03)4615804

郵遞區號:3206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園路

二段143-8號1樓

 E-mail:chou333@seed.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瑞泉著 978-986-6630-13-2 萬能科技大學學生游泳能力之調查研究

9812 陳柏齡著 978-986-6630-14-9 十二週規律運動介入對癲癇患者在生理層面之研

究: 深度探討的質性研究

總計: 2種 2冊

高雄大學電機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91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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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1148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

學路700號

 E-

mail:chatan0906@nuk.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方毅等作; 王晉良, 吳國棟 978-986-02-1791-9 NST2009全國電信研討會會議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高雄女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638307

郵遞區號:801 地址:高雄市五福三路122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莊紉琚著 978-986-02-0992-1 斑城孔學: 莊紉琚老師說論語

總計: 1種 2冊

高雄少年法院 連絡人:王筱琳 電話:(07)3573538 傳真:(07)3573515

郵遞區號:811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興楠路

182號

 E-

mail:happy928@mail.judicial.g

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清吟, 張裕榮合著 978-986-02-0977-8 我國少年保護處分與刑事處分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高雄仁愛之家 連絡人:周保君 電話:(07)7030315ext3178 傳真:(07)7019819

郵遞區號:83142 地址:高雄縣大寮鄉後庄村

民順街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周肇南總編輯 978-986-82459-3-8 流金歲月愛相隨: 財團法人臺灣省私立高雄仁愛

之家創建六十週年特刊

9809 周肇南總編輯 978-986-82459-4-5 二月初六書苑.志工服務

9809 周保君執行編輯 978-986-82459-5-2 慈惠醫院: 精神專科教學醫院歷史圖鑑

9809 周肇南總編輯 978-986-82459-6-9 玫瑰園養護所

9809 周肇南總編輯 978-986-82459-7-6 敬老所.慈愛老人養護中心: 安養護故事集

9809 蔡淑華執行編輯 978-986-82459-8-3 重生天使: 慈惠醫院精神專科教學醫院藝術治療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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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6種 6冊

高雄海洋科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658091

郵遞區號:804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海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C.F.Hung, S.S.Leu,

B.C.Chang

978-986-02-0746-0 The 23rd Asian-Pacific technical exchange and advisory

meeting on marine structures

9812 周照仁主編 978-986-02-2125-1 人文海洋: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論文集.

2009

總計: 2種 6冊

高雄海洋科大海事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5721035

郵遞區號:80543 地址: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Jia-Jang Wu 978-986-02-0115-4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總計: 1種 1冊

高雄海洋科大通識教育

委員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648120

郵遞區號:81157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海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周照仁主編 978-986-02-2617-1 智力.活力.即戰力

總計: 1種 2冊

高雄師大 連絡人:呂韻秋 電話:(07)7172930ext1150 傳真:(07)7714419

郵遞區號:80201 地址:高雄市和平一路116號  E-

mail:anifa3@nknucc.nknu.eo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梁茂森, 楊宏仁, 郭隆興主

編

978-986-01-9735-8 學校本位暨教師自我進修研習規劃服務說明手冊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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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大工教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714419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和平一路116號  E-

mail:camilla@nknucc.nknu.edu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

技教育學系編

978-986-01-9995-6 國際科技教育課程改革與發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8

總計: 1種 2冊

高雄師大特教中心 連絡人:呂韻秋 電話:(07)7172930ext1150 傳真:(07)7714419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和平一路1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劉萌容作 978-986-01-9698-6 青春少年行: 認識與支持亞斯伯格症學生

總計: 1種 2冊

高雄師大教育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111980

郵遞區號:80201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政彥主編 978-986-02-1485-7 健康終老,幸福家園

總計: 1種 2冊

高雄師大跨藝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166902

郵遞區號:80201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  E-mail:xc@nkncc.nk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盧明德等撰稿; 陳香君主編 978-986-02-1826-8 看(不)見的風景

總計: 1種 3冊

高雄復文 連絡人:李麗娟 電話:(07)2236780ext204 傳真:(07)2249298

郵遞區號:8025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

路57號2樓

 E-mail:f40861@ms28.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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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9 張坤鄉著 978-957-555-702-7 原住民國中生中途輟學相關因素、形成過程與結

果之追蹤研究

9801 楊百世著 978-957-555-950-2 初任教師班級經營困擾及其成長模式之行動研究:

以松和國中為例

9804 陳美如著 978-957-555-957-1 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

9803 李信良著 978-957-555-962-5 青少年與非法藥物

9805 鄭如安作 978-957-555-971-7 隱喻與兒童諮商: 兒童能量遊戲卡之應用

9809 蕭鳳嫻著 978-957-555-986-1 <<中國文學概論>>研究: 以政府遷臺後、國人著

作為範圍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87-8 流感發高燒防治的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88-5 用汗法防治早期流感『發熱惡寒』的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89-2 疾病末期『氣血虛』的專題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90-8 中醫骨質疏鬆症的專題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91-5 青少年健忘症的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92-2 中醫流產的專題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93-9 中醫不孕症的專題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94-6 中醫植物人的專題研究

9808 呂源金, 呂明怡著 978-957-555-995-3 內膜異位症的專題研究

9811 黃吉村著 978-986-6300-00-4 衡量: 剖析臺灣社會的辯證

9811 蔡芬卿著 978-986-6300-01-1 我國運動產業發展模式

9811 王勇勝著 978-986-6300-02-8 羽球場館消費者涉入程度、消費體驗、消費滿意

度與購後行為之研究: 以南部地區為例

9812 林澤民著 978-986-6300-04-2 高水準足球賽得分成效之研究: 以1998、2002、

2006三屆世界盃足球比賽為例

9901 朱文雄著 978-986-6300-05-9 大學經營與全人教育: 一心二球三動四會

9901 陳世恩著 978-986-6300-06-6 高中職體育組長角色衝突與因應策略關係之研究

9902 林佳弘著 978-986-6300-08-0 現代女子排球攻擊戰術之研究: 以2008世界女子

排球大獎賽臺灣站為例

9902 馮莉雅著 978-986-6300-09-7 高職餐旅類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系統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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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馮莉雅著 978-986-6300-10-3 數學連結餐旅教育之研究: 數學遊戲的設計與實

施

9902 許銘哲著 978-986-6300-11-0 西方古典建築範式的現代詮釋並以臺灣當代建築

為例

總計: 25種 25冊

高雄餐旅學院 連絡人:林致信 電話:(07)8060505ext2702 傳真:(07)8032535

郵遞區號:812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松和路  E-mail:hsin@mail.nkh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寬定等作; 曾裕琇主編 978-986-02-1152-8 全國餐飲創新研發暨文化深耕產學合作學術與實

務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901 陳嘉謨著 978-986-02-2272-2 福虎昇味小吃夯: 2010年年菜

總計: 2種 2冊

高雄餐旅學院師培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8060939

郵遞區號:81271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松和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徐昌慧編著 978-986-02-1813-8 餐旅教育課程、教學與學習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高等法院 連絡人:劉祐廷 電話:(02)23713261ext8468 傳真:(02)23821200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臺灣高等法院編輯 978-986-02-2410-8 法律座談會彙編. 98年

總計: 1種 2冊

高等教育 連絡人:林翠華 電話:(02)23886368ext108 傳真:(02)23892500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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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 丁一顧著 978-957-814-850-5 認知教練視導對國民小學實習教師教學省思影響

之研究

9810 王金國著 978-957-814-916-8 品格教育: 理論與實踐

9901 湯堯, 成群豪著 978-957-814-940-3 高等教育經營

9812 李坤崇著 978-957-814-947-2 認知情意技能教育目標分類及其在評量的應用

9901 吳清山編著 978-957-814-958-8 高等教育評鑑議題研究

9809 黃儒傑著 978-957-814-962-5 初任教師教學承諾及其相關因素: 心理取向之探

討

9901 譚光鼎, 劉美慧, 游美惠編 978-957-814-967-0 多元文化教育

9901 項賢明著 978-957-814-971-7 教育概論: 廣義教育學的初步探索

9901 沈姍姍等作 978-957-814-975-5 國際組織與教育

總計: 9種 9冊

高遠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17912

郵遞區號:104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復興北

路62號11樓

 E-mail:rockling@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葉美秀編著 978-957-99667-5-7 鄉村休閒環境設計與自主營造

9812 顏亮一著 978-957-99667-6-4 記憶與地景

總計: 2種 2冊

高縣文化局 連絡人:凌家羚 電話:(07)6262620ext2523 傳真:(07)6256100

郵遞區號:820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鄭敏聰作 978-986-01-9632-0 國定古蹟鳳山龍山寺裝飾之美

9809 陳彥仲編 978-986-01-9633-7 國定古蹟鳳山龍山寺修復工程介紹(2005-2007)

9809 徐異宸編輯 978-986-01-9727-3 鳳邑風華. II, 藝術的風湧與建構

9809 徐明福計畫主持 978-986-01-9916-1 高雄縣歷史建築旗山火車站修復工程工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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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徐異宸編輯; 黃韻如, 王祥

龍翻譯

978-986-02-0021-8 國際藝術交流展. 2009: 東南亞與臺灣的對話

9811 鍾鐵民, 蔡文章主編 978-986-02-0431-5 高雄縣國民中小學臺灣文學讀本. 散文卷

9811 鍾鐵民, 蔡文章主編 978-986-02-0430-8 高雄縣國民中小學臺灣文學讀本. 散文卷

9811 彭瑞金主編 978-986-02-0433-9 高雄縣國民中小學臺灣文學讀本. 小說卷

9811 彭瑞金主編 978-986-02-0432-2 高雄縣國民中小學臺灣文學讀本. 小說卷

9811 李敏勇主編 978-986-02-0434-6 高雄縣國民中小學臺灣文學讀本. 新詩卷

9811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編 978-986-02-0441-4 鳳邑美展: 高雄縣美術展. 九十八年

9812 高雄縣政府編 978-986-02-1755-1 生活文化講座. XI

9812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編 978-986-02-2144-2 高雄縣藝術家進駐校園創作計畫成果專輯

總計: 13種 26冊

高縣府 連絡人:蕭靜怡 電話:(07)7477611ext1107 傳真:(07)7476481

郵遞區號:83001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光復路

二段13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黛華總編輯 978-986-02-1427-7 高雄縣國民中小學國教輔導團成果文集. 98年度

9812 吳麗雪總編輯 978-986-02-2098-8 高雄縣政府社會處簡介. 2009

總計: 2種 4冊

高縣消防局 連絡人:丁百宏 電話:(07)7926119ext6056 傳真:(07)7925635

郵遞區號:83039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鳳頂路

360號

 E-

mail:com001@mail.kscgfd.gov.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高雄縣政府消防局編 978-986-02-2150-3 高雄縣政府消防局超感動服務優良事蹟

總計: 1種 3冊

高縣郵藝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650098

郵遞區號:83077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七聖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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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劉肇寧著 978-986-86015-0-5 郵苑集萃

總計: 1種 2冊

高縣衛生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7334863

郵遞區號:83347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澄清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旻均, 郭瑩璱, 黃雅蘭編 978-986-02-0664-7 奶奶的神奇寶袋有聲書

總計: 1種 2冊

高應科大 連絡人:鍾文玲 電話:(07)3814526ext2206 傳真:(07)3838435

郵遞區號:807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文良總編輯 978-986-02-2300-2 技職之光: 林仁益校長榮退專輯

總計: 1種 2冊

高點文化 連絡人:傅心靖 電話:(02)23815766 傳真:(02)23880876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路  E-mail:jinfu@mail.ge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孫妙雪編著 978-957-814-977-9 會計學: 考前衝刺

9812 賀文編著 978-957-814-978-6 企業管理: 考前衝刺

9812 許律師編著 978-957-814-979-3 民法概要考前衝刺

9812 王貞智編著 978-957-814-980-9 貨幣銀行學: 考前衝刺

9901 趙治勳編著 978-957-814-981-6 統計學(概要)熱門題庫

9812 胡世雄編著 978-957-814-982-3 程式設計: 考前衝刺

9812 陳律師編著 978-957-814-983-0 專利法規

9812 張永霖編著 978-957-814-984-7 財務管理: 考前衝刺

9812 余強編著 978-957-814-985-4 電腦概論: 考前衝刺

9812 李慧虹編著 978-957-814-986-1 保險學: 考前衝刺

9901 嚴盛堂編著 978-957-814-987-8 期貨交易理論與實務

9901 植憲編著 978-957-814-988-5 行政法實例解題操作

9901 張永霖編著 978-957-814-989-2 財務管理(含投資學)測驗題庫

9902 嚴盛堂編著 978-957-814-990-8 期貨交易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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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金律師編著 978-957-814-991-5 刑法(概要)經典題型精解

9901 張永霖編著 978-957-814-992-2 財務管理(含投資學)熱門題庫

9901 張首席編著 978-957-814-995-3 業務員歷屆試題精析

9902 邱律師著 978-957-814-996-0 公司法

9902 高點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978-957-814-997-7 公法法規(含大法官解釋)

9902 高點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978-957-814-998-4 民事法規(含大法官解釋)

總計: 20種 20冊

高寶國際 連絡人:王雅惠 電話:(02)27992788 傳真:(02)27990909

郵遞區號:11493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洲子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Janet著; 李景白譯 978-986-185-357-4 Janet帶一百支牙刷去旅行

9811 淺田次郎著; 賴庭筠譯 978-986-185-369-7 監獄飯店: 冬. 卷三

9811 丹.米勒(Dan Miller)著; 莫策 978-986-185-370-3 不用再上班了: 用創意與熱情創造新收入

9811 研究牲小菊著 978-986-185-371-0 天兵與鐵飯碗

9811 貝卡.費茲派翠克(Becca

Fitzpatrick)著; 李建興譯

978-986-185-372-7 暗夜天使

9811 欒加芹著 978-986-185-373-4 人體自療寶典: 弄懂<<易經>>,從此不生病

9810 蘇珊.雅諾特.史密斯(Susan

Arnout Smith)著; 栖子譯

978-986-185-374-1 計時遊戲

9811 凌力著 978-986-185-377-2 少年天子

9811 凌力著 978-986-185-376-5 少年天子

9811 凌力著 978-986-185-375-8 少年天子

9812 何鼓著 978-986-185-378-9 何鼓電腦占星術: 用行星掌握你的大運

9811 缺月著 978-986-185-379-6 缺月梧桐. 卷七, 浴火重生

9811 缺月著 978-986-185-380-2 缺月梧桐. 卷八, 壽州爭雄

9901 垣根涼介著; 葉小燕譯 978-986-185-381-9 炒魷魚株式會社之討債王子

9812 山下貴史著; 黃雅雯譯 978-986-185-382-6 哪有那麼難賺?: 2小時創造熱銷商品的100種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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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提姆.戴多普羅斯(Tim

Dedopulos), 莫理安坎貝爾.

達文西(Moreandcampbell da

Vinci)合著; 高寶編輯部譯

978-986-185-383-3 腦力拼圖: 150個比數獨更有趣的紙上遊戲. 3

9812 提姆.戴多普羅斯(Tim

Dedopulos), 莫理安坎貝爾.

達文西(Moreandcampbell da

Vinci)合著; 高寶編輯部譯

978-986-185-384-0 記憶遊戲: 150個比數獨更有趣的紙上遊戲. 4

9812 蘿拉.寇恩(Laura Corn)著; 978-986-185-388-8 色計你的她: 真男人專用情趣調教手冊

9812 缺月著 978-986-185-385-7 缺月梧桐. 卷九, 少主無痕

9812 缺月著 978-986-185-386-4 缺月梧桐. 卷十, 風雲際會

9901 E. D.希爾(E. D. Hill)著; 林

師祺譯

978-986-185-387-1 我不是你朋友,我是你老媽: 好規矩造就好未來

9812 蘿拉.寇恩(Laura Corn)著; 978-986-185-389-5 色計妳的他: 好女人必備情趣調教手冊

9812 林寶珠著 978-986-185-390-1 投資女王: 七天教你變有錢

9812 魯班尺著 978-986-185-391-8 時間門

9812 喜多川泰著; 黃郁婷譯 978-986-185-392-5 因為遇見你

9901 漢斯約瑟夫.歐泰爾(Hanns-

Josef Ortheil)著; 闕旭玲譯

978-986-185-393-2 懺情者的告白

9901 月關著 978-986-185-394-9 大爭之世. 卷一, 公子慶忌

9901 月關著 978-986-185-395-6 大爭之世. 卷二, 有女搖光

9901 何權峰著 978-986-185-396-3 愛,其實我們都看反了

9901 理查.布蘭森(Richard

Branson)著; 汪可怡, 李建

978-986-185-397-0 袒裎相見: 瘋狂、創新、成功的維京集團

9901 柏竇.薛佛(Bodo schafer)原

著; 畫樹工作室圖文

978-986-185-400-7 看漫畫學理財. 1, 我的小狗叫錢錢

9901 柏竇.薛佛(Bodo schafer)原

著; 畫樹工作室圖文

978-986-185-401-4 看漫畫學理財. 2, 下黃金蛋的鵝

9901 柏竇.薛佛(Bodo schafer)原

著; 畫樹工作室圖文

978-986-185-402-1 看漫畫學理財. 3, 通往金庫的藏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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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提姆.戴多普羅斯(Tim

Dedopulos), 莫理安坎貝爾.

達文西(Moreandcampbell da

Vinci)合著; 高寶編輯部譯

978-986-185-403-8 小船謎題: 150個比數獨更有趣的紙上遊戲. 5

9901 提姆.戴多普羅斯(Tim

Dedopulos), 莫理安坎貝爾.

達文西(Moreandcampbell da

Vinci)合著; 高寶編輯部譯

978-986-185-404-5 邏輯衝浪: 150個比數獨更有趣的紙上遊戲. 6

9811 安迪.麥克德默特(Andy

McDermott)著; 林維頤譯

978-986-185-405-2 波塞頓印記

9902 淺田次郎著; 賴庭筠, 王岑 978-986-185-406-9 監獄飯店: 春. 卷四

9901 缺月著 978-986-185-407-6 缺月梧桐. 卷十一, 殺神行動

9901 缺月著 978-986-185-408-3 缺月梧桐. 卷十二, 崑崙明月

9902 彤雅.雷曼(Tonya Reiman)

著; 夏荷立譯

978-986-185-409-0 身體不會說謊

9902 胡睿涵著 978-986-185-410-6 胡睿涵財經教室

9902 月關著 978-986-185-411-3 大爭之世. 卷三, 晏子春秋

9902 月關著 978-986-185-412-0 大爭之世. 卷四, 大盜本色

9902 Nagee著 978-986-185-413-7 十萬個不為什麼: 黑暗又爆笑的阿宅漫畫

9902 缺月著 978-986-185-414-4 缺月梧桐. 卷十三, 計吞武林

9902 缺月著 978-986-185-415-1 缺月梧桐. 卷十四, 無間江湖

9902 凌力著 978-986-185-418-2 傾城傾國

9902 凌力著 978-986-185-417-5 傾城傾國

9902 凌力著 978-986-185-416-8 傾城傾國

9902 亞歷珊卓.梅西(Alexander

Massey)著; 繆靜芬譯

978-986-185-419-9 簡單放下,天天度假

9903 洛夫.雷伯(Rolf Reber)作; 蔡

慈皙譯

978-986-185-421-2 像心理學家一樣思考: 立即扭轉劣勢的77個思考

技巧

9903 林奇芬著 978-986-185-422-9 治富: 社長的理財私筆記

9903 珍寧.拉特絲(Janine Latus)

著; 栖子譯

978-986-185-423-6 如有不測

第 357 頁，共 653 頁



9903 赫伯.班森(Herbert Benson),

米利安.克利普(Miriam Z.

Klipper)著;  錢基蓮譯

978-986-185-430-4 哈佛權威教你放鬆自療

9903 笑顏著 978-986-185-433-5 魏摩隆仁之謎. I, 天宮

9903 月關著 978-986-185-434-2 大爭之世. 卷五, 美人南子

9903 月關著 978-986-185-435-9 大爭之世. 卷六, 子胥一怒

總計: 57種 57冊

庫立馬媒體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922377

郵遞區號:1149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舊宗路

一段159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三立電視作 978-986-85778-0-0 詹姆士59元出好菜: 創意日式料理

總計: 1種 1冊

神才 連絡人:簡國華 電話:(03)3373700 傳真:(03)3320108

郵遞區號:33053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中山路

507巷55號

 E-

mail:suncheer@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林國威著 978-986-81506-3-8 消費者態度對企業贊助運動賽會效益之研究: 以

中華職棒兄弟象隊為例

9901 978-986-81506-4-5 臺灣母語民間諺語寶典

總計: 2種 2冊

神話.同人文化會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4199 地址:臺南縣善化郵局19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小峰作 978-986-85447-5-8 風岩風嶼

9812 小峰作 978-986-85447-4-1 風岩風嶼

9812 小峰作 978-986-85447-3-4 風岩風嶼

9812 小峰作 978-986-85447-6-5 風嶼過後

總計: 4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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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龍視聽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092493

郵遞區號:1055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南

路一段1號602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2 吳國忠作 978-957-9273-07-7 吳國忠太極全集

總計: 1種 1冊

祝建太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6548 地址:宜蘭縣羅東鎮仁愛路

一段8巷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祝賢民作 978-957-41-6917-7 渡海歲月

總計: 1種 1冊

唐山 連絡人:洪偉傑r 電話:(02)83692342 傳真:(02)23639735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333巷9號B1

 E-mail:tonsan@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張京媛主編 978-986-7021-86-1 中國精神分析學史料

9702 蕭家興編著 978-986-7021-91-5 城鄉發展建設規劃手冊

9704 鄭國泰著 978-986-7021-92-2 證據為基礎的政策研究: 理論與實務分析

9712 楊風著 978-986-6552-00-7 那年秋天

9805 石計生作 978-986-6552-03-8 馬克思學: 經濟先行的社會典範論

9710 曹疏影作 978-986-6552-08-3 和呼咪一起釣魚

9804 孫善豪作 978-986-6552-09-0 批判與辯證: 馬可思主義政治哲學論文集

9711 陳秀月作 978-986-6552-13-7 我只負責笑: 剪貼詩101首

9804 莊華堂小說; 邱若龍漫畫 978-986-6552-14-4 紅毛古力

9712 黃郁珺著 978-986-6552-15-1 十八世紀英國紳士的大旅遊

9804 林明昌作 978-986-6552-16-8 想像的投射: 文藝接受美學探索

9808 沈奇作 978-986-6552-19-9 誰永遠居住在詩歌的體內: 兩岸論詩

9803 萬胥亭著 978-986-6552-20-5 德勒茲.巴洛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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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4 趙復三作 978-986-6552-24-3 史頁閑注: 西方文化史隨筆

9810 唯色作 978-986-6552-29-8 唯色詩選: 雪域的白

9810 張執浩作 978-986-6552-30-4 張執浩詩選: 動物之心

9810 楊鍵作 978-986-6552-31-1 楊鍵詩選: 慚愧

9810 臧棣作 978-986-6552-32-8 臧棣詩選: 空城計

9810 龐培作 978-986-6552-33-5 龐培詩選: 四分之三雨水

9810 蘇淺作 978-986-6552-34-2 蘇淺詩選: 出發去烏里

9810 伊沙作 978-986-6552-35-9 伊沙詩選: 尿床

9810 鄭小瓊作 978-986-6552-36-6 鄭小瓊詩選: 人行天橋

9810 蘇非舒作 978-986-6552-37-3 蘇非舒詩選: 喇嘛莊.地窖.手工作坊

9810 車前子作 978-986-6552-38-0 車前子詩選: 散裝燒酒

9810 許水富作 978-986-6552-39-7 寡人詩集

9810 徐瑞畫.詩 978-986-6552-42-7 女心: 溫柔與野性

9810 甘子建作 978-986-6552-44-1 有座島

9810 孟樊著 978-986-6552-45-8 知識分子的黃昏

9811 莊華堂主編 978-986-6552-47-2 一樣的月光

9811 新竹勞工訪調工作隊著 978-986-6552-48-9 九降風中的勞工: 新竹無薪休假訪調報告書

9811 莊華堂小說: 邱若龍漫畫 978-986-6552-49-6 凱達格蘭的女兒

9812 方秀雲作 978-986-6552-52-6 擁抱文生.梵谷

9812 楊士範著 978-986-6552-53-3 聽見『那魯灣』(na-lu-wan): 近五十年臺北縣都市

原住民民謠的形成與 流傳文化史

9812 夏鑄九作 978-986-6552-55-7 空間,歷史與社會: 論文選1987-1992

9812 夏鑄九作 978-986-6552-56-4 理論建築: 朝向空間實踐的理論建構

總計: 35種 35冊

益群 連絡人:鄭美靜 電話:(02)25533123ext231 傳真:(02)25531299

郵遞區號:10359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重慶北

路二段229號之9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益群書店編輯部編輯 978-957-552-893-5 認識臺灣歷史大事年表

9812 李鐵筆編著 978-957-552-955-0 命名一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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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正見編輯組編著 978-957-552-956-7 正見: 三字經

9903 李鐵筆著 978-957-552-957-4 測字一書通

總計: 4種 4冊

家扶基金會 連絡人:張緡鏐 電話:(04)22061234ext220 傳真:(04)22027303

郵遞區號:40341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234  E-mail:fund@cc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蔡美玲等著 978-986-84175-5-7 光明行. 第四集, 走出自己的路

總計: 1種 1冊

泰電電業 連絡人:潘怡珍 電話:(02)23811180ext392 傳真:(02)23143621

郵遞區號:1004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康恩.伊古爾登(Conn

Iggulden), 哈爾.伊古爾登

(Hal Iggulden)作; 楊 雨涵譯

978-986-6535-31-4 男孩的冒險書: 大男人&小男孩的童年手冊

9812 雷雲風暴著 978-986-6535-40-6 從零開始

9811 雷雲風暴著 978-986-6535-39-0 從零開始

9901 艾倫.亞當森(Allen P.

Adamson)著; 韓文正譯

978-986-6535-42-0 簡單就是你的品牌力

9812 卡洛琳.里維特(Caroline

Leavitt)著; 吳宜璇譯

978-986-6535-46-8 迷途青春

9902 倪采青作 978-986-6535-47-5 金匙小姐不矜持

9901 克絲汀.畢夏(K. J. Bishop)

著; 周沛郁譯

978-986-6535-48-2 蝕刻之城

9901 雷雲風暴著 978-986-6535-50-5 從零開始

9901 雷雲風暴著 978-986-6535-49-9 從零開始

9901 梅德琳.威克漢(Madeleine

Wickham)著; 許育菁譯

978-986-6535-51-2 意外之侶

總計: 10種 10冊

馬可孛羅文化 連絡人:廖辰芳s 電話:(02)25007696ext2762 傳真:(02)25001954
第 361 頁，共 653 頁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jennie@ci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瑞斯札德.卡普欽斯基

(Ryszard Kapuscinski)作; 胡

978-986-7247-80-3 帝國: 俄羅斯五十年

9803 詹宏志著 978-986-7247-81-0 詹宏志偵探研究

9712 湯姆.佐勒納(Tom Zoellner)

作; 麥慧芬譯

978-986-7247-83-4 慾望之石

9801 馬克.史洛卡(Mark Slouka)

著; 黃意然譯

978-986-7247-84-1 眼中世界

9801 辛.凡得來恩(Sim Van Ryn),

史都華.考文(Stuart Cowan)

978-986-7247-85-8 生態設計學: 讓地球永續的創意法則

9802 琳達.古柏.伯溫(Linda

Cooper Bowen)作; 劉復苓譯

978-986-7247-87-2 設計人的第一本行銷書

9805 海倫.庫柏(Helene Cooper)

著; 余佑蘭譯

978-986-7247-89-6 我的家在蜜糖灣

9805 史蒂芬.赫勒(Steven Heller),

艾琳諾.派蒂(Elinor Pettit)

978-986-7247-90-2 34位頂尖設計大師的思考術

9806 凱莉.史密斯(Keri Smith)著;

譚鍾瑜譯

978-986-7247-91-9 你可以這樣找創意

9806 多琳.歐瑞恩(Doreen Orion)

著; 洪慧芳譯

978-986-7247-92-6 公路女王

9807 佩格.菲蒙(Peg Faimon), 約

翰.維甘(John Weigand)著;

978-986-7247-93-3 設計原點: 優質設計通用十大法則

9808 傑米.福特(Jamie Ford)著; 張 978-986-7247-94-0 悲喜邊緣的旅館

9810 張翠容著 978-986-7247-95-7 拉丁美洲真相之路

9809 愛麗絲.史坦貝克(Alice

Steinbach)著; 余佑蘭譯

978-986-7247-96-4 在路上,預約八堂課

9809 班哲明.瓦勒斯(Benjamin

Wallace)著; 殷麗君譯

978-986-7247-97-1 百萬紅酒傳奇: 揭開史上最貴波爾多紅酒之謎

9810 丹尼.葛瑞格利(Danny

Gregory)著; 劉復苓譯

978-986-7247-98-8 手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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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楊子葆著 978-986-7247-99-5 葡萄酒文化想像

9811 壽岳章子著; 澤田重隆繪

圖; 李芷姍譯

978-986-6319-00-6 千年繁華: 京都的街巷人生

9812 提姆.史塔克(Tim Stark)著; 978-986-6319-01-3 上班族變成番茄農的意外人生

9812 丹尼.葛瑞格利(Danny

Gregory)著; 劉復苓譯

978-986-6319-02-0 手繪人生

9901 安.博妮(Anne Bony)作; 李 978-986-6319-06-8 經典設計150年

9901 梅格.克雷頓(Meg Waite

Clayton)作; 余佑蘭譯

978-986-6319-07-5 星期三姊妹

總計: 22種 24冊

校園書房 連絡人:鄭漢光 電話:(02)29182460ext211 傳真:(02)29182462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路  E-mail:www.campus.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絲帕克(Muriel Spark)作; 黃 978-986-198-139-0 最後的答案

9901 顧瓊華作 978-986-198-148-2 神國■的班長

9901 韓君時(H. G. Hendricks), 韓

立克(W. D. Hendricks)作; 葉

978-986-198-149-9 全民讀經法

9902 艾傑奇(John Eldredge)作; 黃 978-986-198-150-5 靈火同行

9901 史金妮(Jean Stapleton)著; 林 978-986-198-151-2 全家讀經一年通

9902 羅伯特.賴特(J. Robert

Wright)主編; 林梓鳳譯

978-986-198-152-9 箴言、傳道書、雅歌

9901 路卡杜(Max Lucado)作; 吳 978-986-198-154-3 耶穌給你的舒壓秘方(簡體字版)

總計: 7種 8冊

核心文化 連絡人:任美玲 電話:(07)3130172ext69 傳真:(07)3130178

郵遞區號:80751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

47巷3-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石崎洋司文; 栗原一實圖; 978-986-6503-19-1 黑魔法來襲

9811 深澤美潮文; 山田J太圖; 李 978-986-6503-20-7 IQ探偵團. 1: 超感應美少女

9812 藤野惠美文; 英和圖; 邱兆 978-986-6503-21-4 怪盜幻影&黑暗EX-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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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深澤美潮文; 山田J太圖; 李 978-986-6503-22-1 IQ探偵團. 2: 會回家的玩偶

9812 成田覺子作; 千野枝長繪; 978-986-6503-23-8 留級魔女. 2, 留級魔女與黑暗魔女

9901 石崎洋司作; 栗原一實繪; 978-986-6503-24-5 四年一班的危機

9901 羅德里克.戈登, 布萊恩.威 978-986-6503-25-2 地核

總計: 7種 7冊

桂竹林國際文化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175403

郵遞區號:26247 地址:宜蘭縣礁溪鄉大忠村

大忠路16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林秋芳總編輯 978-986-85984-0-9 村落美學: 礁溪.桂竹林國際藝術創作營. 2009

總計: 1種 1冊

桃縣大園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853564

郵遞區號:33750 地址:桃園縣大園鄉中正西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鄭明枝總編輯 978-986-02-2127-5 大園鄉志. 續篇. 二

總計: 1種 2冊

桃縣文化局 連絡人:王瓊華 電話:(03)3322592ext842 傳真:(03)3392450

郵遞區號:330 地址:桃園市縣府路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張至敏, 王佩琪, 楊雅筑編 978-986-01-9379-4 出神入化: 桃園縣美術家邀請展. 2009

9812 [陳學聖等編] 978-986-02-1674-5 文化最前線: 桃園經驗

總計: 2種 4冊

桃縣中平國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907551

郵遞區號:3205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過嶺里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新平編著 978-986-02-1997-5 饒平的家鄉導覽手冊

總計: 1種 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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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縣中壢市戶政事務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261574

郵遞區號:32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溪洲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倩芳編輯 978-986-02-1812-1 客家風情話

總計: 1種 2冊

桃縣平鎮市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682436

郵遞區號:32455 地址:桃園縣平鎮市中山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邱傑等編著 978-986-02-1844-2 藝術平鎮: 平鎮市藝術季成果彙編. 2009年

總計: 1種 3冊

桃縣府 連絡人:黃可玉 電話:(03)3322101ext6608 傳真:(03)3343639

郵遞區號:33001 地址:桃園市縣府路1號  E-

mail:144081@mail.tyc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何采純總編輯 978-986-02-1289-1 全國首創1+1身障就業協力方案經驗分享專輯.

2009

9812 張明文總策劃 978-986-02-1339-3 教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之有效範例

9812 王允宸總編輯 978-986-02-1588-5 金牌好店. 第二屆: 車道美食 鐵馬桃花源

9812 何采純總編輯 978-986-02-1832-9 7885關懷待業者到府服務方案經驗分享專輯

9812 李永展總編輯 978-986-02-2185-5 桃園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總計: 5種 10冊

桃縣亞太數位學習學會 連絡人:陳雅惠 電話:(03)4227151ext35419 傳真:(03)4261943

郵遞區號:3200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86-84735-3-9 Proceeding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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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978-986-84735-4-6 Doctoral student consortium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9811 978-986-84735-5-3 Workshop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總計: 3種 3冊

桃縣桃園市公所 連絡人:王怡文 電話:(03)3392460 傳真:(03)3310970

郵遞區號:330 地址:桃園縣縣府路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桃園市公所文化觀光課策 978-986-01-7400-7 時光長廊: 桃園市老照片集

總計: 1種 2冊

桃縣教育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375560

郵遞區號:110 地址:桃園縣縣府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林輝總編輯 978-986-02-2060-5 幸福新移民

總計: 1種 2冊

格林文化 連絡人:劉曉菁 電話:(02)23517251ext28 傳真:(02)23517244

郵遞區號:1065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二段2號3樓

 E-mail:kate_liu@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劉嘉路文; 雷維特圖 978-986-189-191-0 勇者之光

總計: 1種 1冊

格林希爾 連絡人:楊舒雅 電話:(02)89237178ext816 傳真:(02)86609731

郵遞區號:2357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宜安路

116號1樓

 E-

mail:greenhill.press@gmail.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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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陳玫秀, Robert E. Johanson

作; 吳楚璿繪

978-986-7032-16-4 王媽媽的狀元夢

總計: 1種 1冊

埔里鎮戊子年醮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986727

郵遞區號:54547 地址:南投縣埔里鎮南興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萬富, 鄧相揚撰文 978-986-85951-0-1 埔里鎮戊子年祈安五朝清醮紀念專輯

總計: 1種 1冊

真平企業 連絡人:李碧珍 電話:(06)2800301 傳真:(06)2506438

郵遞區號:70949 地址:臺南市府安路7段10巷  E-mail:service@kin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金安臺語推行委員會編著] 978-986-6696-90-9 閩南語童謠讀本教學別冊

9809 [金安臺語推行委員會編著] 978-986-6696-89-3 閩南語童謠讀本教學別冊

9809 [金安臺語推行委員會編著] 978-986-6696-88-6 閩南語童謠讀本教學別冊

9807 黃勁連總編輯 978-986-6696-91-6 春江花月夜

9902 [金安臺語推行委員會編著] 978-986-6696-94-7 閩南語童謠讀本教學別冊

9902 [金安臺語推行委員會編著] 978-986-6696-93-0 閩南語童謠讀本教學別冊

9902 [金安臺語推行委員會編著] 978-986-6696-92-3 閩南語童謠讀本教學別冊

總計: 7種 7冊

真生命輔導傳道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58019

郵遞區號:81358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

37號3樓之1

 E-mail:tlministry@yahoo.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保羅.大衛.區普(Paul David

Tripp)著; 李台鶯, 施克剛譯

978-986-84262-4-5 改變生命改變心: 聖經輔導方法與技巧

總計: 1種 1冊

真理大學臺文系 連絡人:錢鴻鈞 電話:0928939245 傳真:(06)570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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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2147 地址:臺南縣麻豆鎮北勢里

北勢療70-11號

 E-mail:hechien@mt.a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真理大學麻豆校區語文學

院臺灣文學系主編

978-986-6758-19-5 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鄭清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資料

彙集. 第十三屆

總計: 1種 1冊

真微書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19064

郵遞區號:1006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南

路一段115號10樓

 E-

mail:sealbank@ms1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嘗銘著 978-957-8971-08-0 黃嘗銘印鈕選輯

總計: 1種 1冊

原水文化 連絡人:潘玉女 電話:(02)25007008ext2234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

mail:penny_pan@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臺中慈濟醫院醫療團隊合

著

978-986-6379-17-8 從症狀把關健康: 不可忽視的62個身體警訊

9901 佟彤著 978-986-6379-19-2 不上火的生活: 身心調理祕法,去除你的心、肝、

胃、肺、虛火

9902 賴清旭著 978-986-6379-20-8 體質調對了減肥超有效!: 健康不復胖的中醫減重

法

總計: 3種 3冊

原民會 連絡人:林吟珊 電話:(02)25571600ext1309 傳真:(02)25572411

郵遞區號:103 地址:臺北市重慶北路二段  E-mail:yinshan@ap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鍾興華, 簡明雄編輯 978-986-02-0765-1 Kia Ora, Aotearoa!一段那魯灣與毛利的交流盛宴:

全國原住民大專青年國際文化交流活動專刊. 第

11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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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編輯 978-986-02-0795-8 原粹工藝: 原住民族工藝師甄選及工藝精品認證

成果專輯. 2009第2屆

9812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

編著

978-986-02-1636-3 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 九十七學年度

9812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978-986-02-1637-0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論文集. 2009

9812 霓卡主編 978-986-02-1898-5 全國原住民族兒童繪畫創作比賽專輯. 第三屆

總計: 5種 10冊

原能會 連絡人:郭獻棠 電話:(02)23634180ext262 傳真:(02)23635662

郵遞區號:23452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成功路

一段8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編著 978-986-02-2436-8 游離輻射防護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2冊

原點 連絡人:鄭俊平 電話:(02)23113678ext50 傳真:(02)23113635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1號5樓之1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帕許(Pash)著; 羅雅萱譯 978-986-6408-11-3 靈感的法則: 創意真的有跡可循嗎?究竟是什麼啟

發了他們?

9810 莉雅翠絲.艾斯曼(Leatrice

Eiseman)著; 洪瑞璘譯

978-986-6408-12-0 穿出你的魅力色彩

9901 麥可.克魯格(Michael

Kroeger)著; 吳莉君譯

978-986-6408-14-4 設計是什麼?

9902 派屈克.麥可尼爾(Patrick

McNeil)著; 鄒心瑜譯

978-986-6408-16-8 輕鬆玩出網頁視覺大格局: 主題,定位,架構,風格,

色彩,創意全視點

總計: 4種 4冊

振發國際 連絡人:陳靜雯 電話:(02)26463390 傳真:(02)2646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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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21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汐萬路

二段122巷12號

 E-

mail:bestamp@ms1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978-957-29109-1-7 Stamp & punch: lohas & in praise of slow

總計: 1種 1冊

振緯企業 連絡人:葉月霞 電話:(06)2350789 傳真:(06)2351505

郵遞區號:70448 地址:臺南市公園路13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洪嘉謨作 978-986-85627-1-4 真言.諫言: 畜試式墊料豬舍: 拯救臺灣養豬產業的

新希望

總計: 1種 2冊

致良 連絡人:陳美怡 電話:(02)25710558 傳真:(02)25231891

郵遞區號:10444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西

路12巷9號5樓

 E-

mail:jillion.lanbri@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新井芳子著 978-957-786-391-1 ■習者の『■づき』を通した異文化理解■習

9712 黃善編著 978-957-786-465-9 日語漢字發音快速學習法: 針對準備日語檢定

一、二級考試

9712 臺灣日本語文學會, 淡江大

學日本語文學系秘書室編

978-957-786-466-6 日本語教育に求められる教材の諸相日本語文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2008年度

9803 大野純子原著 978-957-786-469-7 教養の日本語: 高級教材(教師用資料)

9803 本間美穗, 吳如惠, 徐希農 978-957-786-471-0 聽解新聞日語

9802 曾煥棋著 978-957-786-473-4 清代中琉■係史の諸相

9803 蔡宜靜著 978-957-786-474-1 日本近代文■と映■の比較研究

9803 吳鍾烈著 978-957-786-475-8 複合動詞後項の語彙的アスぺクト形式

9803 吳鍾烈著 978-957-786-476-5 現代日本語の複合動詞と局面動詞の研究

9803 吳鍾烈著 978-957-786-477-2 現代日本語の局面動詞の研究

9803 吳鍾烈著 978-957-786-478-9 現代日本語の複合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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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邱祈豪著 978-957-786-482-6 國民年金一環的企業年金制度之研究: 以日本法

制度的歷史發展為中心

9804 劉月菊著 978-957-786-483-3 文化的.歷史的背景の影響から見る臺日■國の言

語: <<シリ一ズ1>>■り表現における意味と役割

9809 蔡錫勳著 978-957-786-490-1 日本型■■: 『失われた十年』における日本企

業の■略的■革とその東アジアヘの影響

9807 大葉大學應用日語學系著 978-957-786-491-8 日語研究論文集: 日語研究的新視野

9808 許夏珮著 978-957-786-493-2 連体修飾におけるテンス.アスぺクトの習得

9809 陳鵬仁著 978-957-786-494-9 日本文化史導論

9809 致良日語工作室製作 978-957-786-497-0 こんにちは日本語

9809 致良日語工作室製作 978-957-786-499-4 こんにちは日本語練習帳

9809 王敏東, 李幸禧著 978-957-786-500-7 擬聲語.擬態語200

9809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應用日

語學系編著

978-957-786-502-1 應用日本語

9901 黃招憲, 紙矢健治共著 978-957-786-503-8 餐飲日語會話

9809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應用日 978-957-786-505-2 每日一詞: 輕鬆學日語

9809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應用日 978-957-786-506-9 每日一句: 輕鬆學日語

9809 劉慶瑞著 978-957-786-507-6 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軌跡: 從戰後廢墟、經濟奇

蹟到新挑戰的質性分析

9811 陳乃華, 陳志文編著 978-957-786-520-5 e世代日本語. 中級

9811 陳乃華, 陳志文編著 978-957-786-521-2 e世代日本語練習帳. 中級

9811 城地茂著 978-957-786-522-9 日本■理文化交流史

9812 香る園の■著 978-957-786-523-6 歌集 香る園

9812 臺灣日本語文學會, 淡江大

學日本語文學系秘書室編

978-957-786-524-3 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年度: 日本語教

育之活性化

9901 賴昭樺著 978-957-786-525-0 これで大丈夫!中■語: 日常生活で使える中■語:

教え方の手引き

9901 王敏東著 978-957-786-528-1 初級醫學日語. 第I部, 基礎篇

9901 葉耀輝監修; 陳凱莉主編 978-957-786-529-8 兩岸通日語漢字讀音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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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3種 33冊

致悅 連絡人:蔡欣樺 電話:(06)3508141 傳真:(06)3504860

郵遞區號:70060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臨安路

一段165號

 E-mail:tsai-zy@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游競翔編著 978-986-6387-11-1 玄元易經姓名解密

9902 溫順華編著 978-986-6387-12-8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用書: 結構設計精華

9903 曹磊, 陳志剛, 麻德娟等編 978-986-6387-13-5 AutoCAD 2010中文版建築製圖

9902 王子衡, 賴雅妍編著 978-986-6387-15-9 宅經濟面面觀

9903 溫順華編著 978-986-6387-16-6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用書: 結構分析

9903 徐士堯編著 978-986-6387-17-3 高普考暨導遊領隊考試英文歷屆試題解析

總計: 6種 6冊

致理技術學院商務科管

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521777

郵遞區號:2205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路

一段313號

 E-

mail:md100@mail.chihlee.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致理技術學院商務科技管

理系作

978-986-83072-7-8 『創新+科技+生活+經濟+?』研討會論文專刊.

2009第三屆

總計: 1種 3冊

致琦企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324165

郵遞區號:23447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和路

345號6樓之2

 E-mail:jk0523@ms1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孫樹模著 978-986-85781-0-4 故都春夢了無痕: 細說人世滄桑 道盡歸鄉情節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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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行臺語文會 連絡人:李容慈 電話:0982281946 傳真:(03)5278265

郵遞區號:30045 地址:新竹市勝利路32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張春凰著 978-986-7052-20-9 旅行心詩

總計: 1種 2冊

時周文化 連絡人:林淑雅 電話:(02)23087111ext7529 傳真:(02)23361667

郵遞區號:10855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艋舺大

道303號

 E-

mail:ctw@mail.chinatime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時報文化編輯部編 978-986-7586-89-6 玩劇找碴王：那一年的幸福時光

9809 時周文化編輯部編 978-986-7586-90-2 偶像劇找碴王之閃亮的日子

9812 薇薇安著 978-986-7586-96-4 薇薇安幸福開運星座書. 2010

9901 SET三立電視著 978-986-7586-97-1 第2回合我愛你遊戲書

總計: 4種 4冊

時英 連絡人:吳心頤 電話:(02)23637348 傳真:(02)23627836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三段88號3樓之1

 E-mail:Elite@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黃振華著 978-986-7762-98-6 論中國哲學與文化

9807 劉性仁著 978-986-6653-31-5 <<反分裂國家法>>前後的大陸對臺政策走向分析

9808 劉維開著 978-986-6653-32-2 蔣中正的一九四九: 從下野到復行視事

9808 戴萬欽主編 978-986-6653-33-9 臺灣與世界關係. 2009年

9808 戴萬欽主編 978-986-6653-34-6 世界新格局與兩岸關係: 和平與合作的進展

9812 蔡佳玲著 978-986-6653-35-3 看懂CSI: 1001 CSI words

9811 盧建榮主編 978-986-6653-36-0 臺、法霸權史學八十年

9812 盧建榮主編 978-986-6653-37-7 學風鼓盪、旅遊文化與文化政治

總計: 8種 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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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文化 連絡人:蔡麗芳 電話:(02)23066600ext8430 傳真:(02)23027844

郵遞區號:10803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和平西

路三段240號3樓

 E-

mail:Lifang@readingtimes.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陳美羿著 978-957-13-4850-6 紅塵好修行: 陳美羿的隨師手札

9509 (日)東洋哲學研究所編; 蘇 978-957-13-4965-7 大乘佛教的挑戰: 面對人類的課題

9812 森見登美彥著; 張智淵譯 978-957-13-5120-9 四疊半宿舍,青春迷走

9812 廣部剛司著; 林建華譯 978-957-13-5121-6 美得感動: 19條建築之旅

9812 克里斯.衛爾(Chris Ware)著;

陳鼐安譯

978-957-13-5125-4 吉米.科瑞根: 地球上最聰明的小子

9812 敖幼祥作 978-957-13-5126-1 烏龍院前傳

9901 達賴喇嘛, 勞倫斯.穆增伯

格作; 鄭淑芬譯

978-957-13-5127-8 領導之道: 為所有人創造正面的改變

9812 凱薩琳.克羅利(Katherine

Crowley), 凱蒂.艾斯特(Kathi

Elster)作;  陳智文譯

978-957-13-5131-5 別讓混蛋老闆綁架你

9812 許爾文.努蘭(Sherwin B.

Nuland)作; 崔宏立譯

978-957-13-5132-2 醫魂: 努蘭的醫學故事集

9812 許爾文.努蘭(Sherwin B.

Nuland)作; 楊慕華譯

978-957-13-5136-0 死亡的臉(十七週年紀念版)

9812 傑森.柯斯坦(Jason Kersten)

作; 張美惠譯

978-957-13-5137-7 32街的偽鈔天才

9901 哈金著/譯 978-957-13-5138-4 落地

9812 廖文瑜作 978-957-13-5139-1 小女子闖天關: 廖文瑜的佛國之旅

9812 蔡穎卿著 978-957-13-5140-7 寫給孩子的工作日記

9901 史帝文.李維特(Steven D.

Levitt), 史帝芬.杜伯納

(Stephen J. Dubner)作; 李芳

978-957-13-5141-4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9812 蔡穎卿, 翁樂旂文; 翁書旂 978-957-13-5142-1 Bitbit,我的兔子朋友

9901 余英時作 978-957-13-5144-5 人文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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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大衛.賽文-薛瑞柏(David

Servan-Schreiber)著; 莊安祺

978-957-13-5145-2 自然就會抗癌: 罹癌醫師的科學觀點

9901 大衛.李柏曼著; 項慧齡譯 978-957-13-5147-6 讓人對你說YES!

9901 丹.布朗(Dan Brown)著; 李 978-957-13-5148-3 失落的符號

9901 許爾文.努蘭(Sherwin B.

Nuland)作; 林文斌, 廖月娟

978-957-13-5149-0 生命的臉

9901 劉炯朗作 978-957-13-5150-6 20不惑: 大學校長親授33堂生涯必修課

9901 敖幼祥著 978-957-13-5152-0 敖幼祥漫畫30週年大全集

9902 牛爾作 978-957-13-5153-7 牛爾18年: 我的美麗之路

9901 法蘭斯瓦.普拉斯(Francois

Place)著; 陳太乙譯

978-957-13-5154-4 最後的巨人

9902 三宅裕之著; 張智淵譯 978-957-13-5155-1 成功,1分鐘搞定!: 40條改造自己的捷徑

9903 蔡英傑著 978-957-13-5156-8 腸命百歲: 腸道權威最新長齡保健大典

9903 丹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作; 張美惠譯

978-957-13-5157-5 綠色EQ

9903 吳若權作 978-957-13-5158-2 愛要報喜不抱憂

9902 瑞蒙.錢德勒(Raymond

Chandler)著; 許瓊瑩譯

978-957-13-5159-9 大眠

9903 查爾斯.傑柯伯斯(Charles S.

Jacobs)作; 洪世民譯

978-957-13-5161-2 管最少的老闆生意做最大

9902 隆納.凱斯勒(Ronald Kessler)

著; 林添貴譯

978-957-13-5166-7 我的老闆是美國總統: 祕勤探員獨家內幕

9903 米花作 978-957-13-5167-4 遇見貧民百萬富翁: 人生必遊之地,令你反省的國

度

9902 石炳銘著 978-957-13-5168-1 雲起雲落: 血淚交織的邊境傳奇

9903 劉濟雨著 978-957-13-5171-1 證悟的曙光

9903 戴晨志著 978-957-13-5175-9 壯大自己讓人看得起

9903 敖幼祥著 978-957-13-5176-6 活寶

9903 艾莉絲.希柏德(Alice

Sebold)著; 史寬克譯

978-957-13-5177-3 近月

9903 楊建銘作 978-957-13-5183-4 失眠可以自療

總計: 39種 3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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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連絡人:徐秀鈴 電話:(02)27642296ext216 傳真:(02)27568797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財政部稅制委員會編纂 978-986-02-1143-6 印花稅使用牌照稅娛樂稅法令彙編. 98年版

9812 財政部稅制委員會編纂 978-986-02-1200-6 所得稅法令彙編. 98年版

總計: 2種 4冊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

縣分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3620442

郵遞區號:61249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

路東段5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世慧總編輯 978-986-02-1488-8 稅月尋跡: 營業稅檔案回顧

總計: 1種 2冊

財信 連絡人:黃玉潔 電話:(02)25512561ext749 傳真:(02)25410860

郵遞區號:10444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

路一段52號11樓

 E-

mail:applefy@wealthgrp.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Tsung-Sheng Liu等作 978-986-6602-58-0 ETFs: the basics of Taiwan

9812 約翰.墨菲(John J. Murphy)

著; 洪慧芳譯

978-986-6602-63-4 約翰.墨菲教你看線圖找趨勢: 一看就懂視覺投資

法與多市場互動分析

9811 密班.費波(Mebane T. Faber),

艾力克.李察森(Eric W.

Richardson)著;杜達光譯

978-986-6602-65-8 哈佛耶魯教你一輩子的理財規劃

9811 約瑟.希斯(Joseph Heath)著;

許瑞宋譯

978-986-6602-67-2 髒錢: 鄉民拼經濟必GET的學經濟指南

9901 勞伯.阿諾特(Robert D.

Arnott), 許仲翔(Jason C.

Hsu), 約翰.韋斯特(John M.

978-986-6602-69-6 基本面指數投資策略: 降低風險成本、增長投資

回報的金融創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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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丹尼爾.艾斯提(Daniel C.

Esty), 安德魯.溫斯頓

(Andrew S. Winston) 著; 洪

978-986-6602-70-2 綠色商機: 愛地球更能獲利的企業創新主張

9812 勞倫斯.歐菲瑟(Lawrence H.

Officer)著; 江裕真譯

978-986-6602-71-9 今天經濟學了沒?

9812 楊森總編輯 978-986-6602-72-6 臺灣最強企業力

9901 楊森總編輯 978-986-6602-73-3 雲端運算投資攻略

9812 格溫.戴爾(Gwynne Dyer)著;

林聰毅譯

978-986-6602-74-0 氣候戰爭: 決定全人類命運的最後一場戰役

9902 玉村豊男著; 蕭志強譯 978-986-6602-79-5 邱永漢的預見力: 『股票之神』邱永漢預見中國

經濟大未來

總計: 11種 11冊

耕林 連絡人:任美玲 電話:(07)3130172ext69 傳真:(07)3130178

郵遞區號:80751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

47巷3之1號

 E-

mail:kingin.com@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小佚著 978-986-139-831-0 瀟然夢. 5, 白首不離

9811 唐七公子著 978-986-139-832-7 三生三世十里桃花. 2, 緣之卷

9811 子心著 978-986-139-833-4 絕代公主. 1, 古鏡奇遇

9811 明珠著 978-986-139-834-1 情傾天下. 2, 圍獵之劫

9811 沐非著 978-986-139-835-8 宸宮. 2, 御劍帝妃

9811 紫百合著 978-986-139-836-5 蘭陵相思賦. 1, 千年孤寂

9811 惜之著 978-986-139-837-2 愛情隨身包

9811 瑪麗.珍妮斯.戴維森(Mary

Janice Davidson); 葛凱莉譯

978-986-139-838-9 吸血鬼女王. 1, 名牌狂吸血鬼女王

9811 貓可可著 978-986-139-839-6 純愛惡勢力

9811 銀千羽著 978-986-139-840-2 死神的公主

9811 柳暗花溟著 978-986-139-841-9 神仙也有江湖. 7, 極品魔王上鉤了

9811 席晴著 978-986-139-842-6 暴君的情人

9811 席晴著 978-986-139-843-3 嚴帝的情人

9811 子心著 978-986-139-844-0 冷面太子的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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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子心著 978-986-139-845-7 狂情少東的交易

9811 月凌情著 978-986-139-846-4 惡夫太狂

9811 月凌情著 978-986-139-847-1 情人太狠

9811 月凌情著 978-986-139-848-8 冷血黑道總裁

9811 拓拔月亮著 978-986-139-849-5 狂傲黑道總裁

9812 深水城著 978-986-139-850-1 盛世唐朝. 1, 穿越古畫

9812 子心著 978-986-139-851-8 絕代公主. 2, 和親西域

9812 沐非著 978-986-139-852-5 宸宮. 3, 詭譎深宮

9812 J. R. 沃德著; 程澤峰譯 978-986-139-853-2 黑劍會. 3, 戀人甦醒

9812 貓可可著 978-986-139-854-9 純愛惡勢力

9812 銀千羽著 978-986-139-855-6 死神的公主

9812 黑田萌著 978-986-139-856-3 伯爵的新娘. 1, 消失的少女

9812 明珠著 978-986-139-857-0 情傾天下. 3, 祕密情人

9812 柳暗花溟著 978-986-139-858-7 神仙也有江湖. 8, 魔王與蟲蟲的愛情考驗

9812 紫百合著 978-986-139-859-4 蘭陵相思賦. 2, 白狐髮妻

9812 于正著 978-986-139-860-0 玫瑰江湖. 1, 花開

9901 珍妮恩.佛斯特(Jeaniene

Frost)作; 陳思因譯

978-986-139-861-7 女獵夜者. 3, 棺材盡頭

9901 瑪麗.珍妮斯.戴維森(Mary

Janice Davidson)著; 張永梅

978-986-139-862-4 吸血鬼女王. 2, 待業的吸血鬼女王

9901 月凌情著 978-986-139-863-1 野蠻帥王子

9901 月凌情著 978-986-139-864-8 惡魔酷少東

9901 月凌情著 978-986-139-865-5 偷心壞總裁

9901 簡凡著 978-986-139-866-2 總裁情史

9901 小手冰冰涼著 978-986-139-867-9 Twins王子

9901 銀千羽著 978-986-139-868-6 死神的公主

9901 柳暗花溟著 978-986-139-869-3 神仙也有江湖. 9, 蟲蟲版無間道

9901 于正著 978-986-139-870-9 玫瑰江湖. 2, 花謝

9901 解語著 978-986-139-871-6 清宮宛妃傳. 1, 爭寵

9901 深水城著 978-986-139-872-3 盛世唐朝. 2, 亂世美人

9901 黑田萌著 978-986-139-873-0 伯爵的新娘. 2, 交接的時空

9901 子心著 978-986-139-874-7 絕代公主. 3, 大法師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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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談天音著 978-986-139-875-4 皇后策. 1, 南北聯姻

9901 明珠著 978-986-139-876-1 情傾天下. 4, 生死之隔

9901 席晴著 978-986-139-877-8 獨裁男人的情人

9901 席晴著 978-986-139-878-5 壞男人的情人

9901 子心著 978-986-139-879-2 愛上總經理

9901 子心著 978-986-139-880-8 煞到大總裁

9902 深水城著 978-986-139-881-5 盛世唐朝. 3, 帝王擒愛

9902 惜之著 978-986-139-882-2 用名牌拐愛情

9902 凱倫.詮斯(Karen Chance)著;

羅秀純譯

978-986-139-883-9 五芒星咒. 4, 詛咒

9902 小妮子, 米米拉著 978-986-139-884-6 214度惡龍王子

9902 月星汐著 978-986-139-885-3 迷迭之翼

9902 曉月聽風著 978-986-139-886-0 清宮情空. 現代篇. 1, 轉世的戀人

9902 子心著 978-986-139-887-7 絕代公主. 4, 紅宮的祕密

9902 談天音著 978-986-139-889-1 皇后策. 2, 前緣注定

9902 解語著 978-986-139-890-7 清宮宛妃傳. 2, 失心

總計: 59種 59冊

乘風雅集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072019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議會山

莊仁德巷12弄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曾伯祿等編輯 978-957-28998-4-7 乘風雅集: 臺灣情寫生展. 二

9811 曾伯祿作 978-957-28998-5-4 曾伯祿臺灣寫生水墨展專輯

總計: 2種 2冊

特殊教育學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512089

郵遞區號:1061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62號

 E-

mail:wuchentw@nt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梅芝, 賀夏梅編輯 978-986-84894-1-7 成長與茁壯: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年刊. 98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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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倍加 連絡人:孫毓戎 電話:(04)26313714 傳真:(04)26314061

郵遞區號:43446 地址:臺中縣龍井鄉國際街

154巷1號

 E-mail:navs.tw@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Mary Bennett作; 張映竹譯 978-986-84215-1-6 生之追尋. I, 獨特的女人: 深深認識基督

9812 Highquest Design Team作;

張映竹譯

978-986-84215-2-3 生之追尋. I, 肩負使命的男人: 祂的工作 深刻認識

基督

總計: 2種 2冊

倍樂文化 連絡人:盧小姐 電話:(07)5501057 傳真:(07)5501067

郵遞區號:80458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裕誠路

1073號4樓

 E-mail:editor@2high.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黯然銷混蛋著 978-986-6569-13-5 歡迎來到推理世界

9810 黯然銷混蛋著 978-986-6569-14-2 光榮時刻

9812 黯然銷混蛋著 978-986-6569-15-9 無罪之都

總計: 3種 3冊

悅翔數位印刷 連絡人:陳建中 電話:(04)22637117 傳真:(04)22636920

郵遞區號:40255 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明榮總編輯 978-986-85867-0-3 休閒、運動與觀光管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9902 陳志榮著 978-986-85867-1-0 臺灣優秀網球選手發球進球率及球速與平衡能力

之關係

9903 蔡文程撰 978-986-85867-2-7 大專網球選手特質運動心理堅韌性與運動員心理

技能之相關研究

總計: 3種 3冊

修平技術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96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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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1280 地址:臺中縣大里市工業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劉東遠主編 978-986-83877-7-5 英語教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全球化趨勢下

技職院校的英語文教學: 研究、應用與創新

總計: 1種 1冊

修平技術學院通識中心 連絡人:彭靖珊 電話:(04)24961100ext6908 傳真:(04)24961187

郵遞區號:41280 地址:臺中縣大里市工業路  E-mail:com@mail.hi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0 黃銘玉創作 978-986-83877-2-0 墨舞情懷: 黃銘玉作品集. 2008

9712 張舒涵策展 978-986-83877-3-7 天涯若比鄰: 艾庭熙攝影作品展

9804 江美玲, 蔡女齡專文撰稿 978-986-83877-5-1 臺灣文化之美. 2009, 廟宇篇

9805 游昭晴創作 978-986-83877-6-8 游昭晴作品集. 4: 意象內創中之『形、色』轉呈

9811 江美玲, 蔡女齡專文撰稿 978-986-83877-8-2 臺灣文化之美. 2009, 城鎮篇

9811 八方畫會會員創作 978-986-83877-9-9 八方雲集: 八方畫會. 2009

總計: 6種 6冊

師大 連絡人:許世玲 電話:(02)23636023ext15 傳真:(02)2362116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洪侃編撰; 王秀雄主編 978-957-752-560-4 臺灣水彩經典

9812 林磐聳等撰文; 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

978-957-752-566-6 臺灣師大美術系館典藏品維護與保存計畫專輯.

2009

總計: 2種 5冊

師大工教系 連絡人:陳耘盈 電話:(02)23923105ext710 傳真:(02)23929449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

育學系編輯

978-957-752-559-8 技職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 特色發展

與優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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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師大出版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3713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6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閱讀知能與閱

讀策略研究團隊編撰

978-957-752-570-3 彩繪閱讀力: 閱讀知能指標與檢測

990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閱讀知能與閱

讀策略研究團隊編撰

978-957-752-571-0 讀出你的悅讀色彩: 兒童讀本分級書目

總計: 2種 2冊

師大地理系 連絡人:李宜梅 電話:(02)23637874ext152 傳真:(02)23691770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162號文學院大樓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聖欽著 978-957-752-573-4 臺灣北部王爺信仰文化的發展及其陸域性格分析:

以竹南地區為例

總計: 1種 2冊

師大附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14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賴嬿淇, 蔡明真文字編輯 978-986-02-2558-7 品茗

總計: 1種 1冊

師大音樂系 連絡人:吳佩蓉 電話:(02)23625197ext21 傳真:(02)23622347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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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陳曉雰執行編輯 978-957-752-530-7 『音樂教育學術研討會-合唱教學與研究』論文

集. 2008

總計: 1種 1冊

師大翻譯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22259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6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第十四屆臺灣口筆譯教學

國際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

978-957-752-564-2 臺灣口筆譯教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第十四屆

總計: 1種 1冊

書邦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342826

郵遞區號:70145 地址:臺南市民族路一段86

號

 E-

mail:h8804.h1023@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賴俊雄主編 978-986-85939-0-9 再思生命哲學與文學

總計: 1種 1冊

書林 連絡人:徐子婷 電話:(02)23684938ext140 傳真:(02)23688929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四段60號3樓

 E-mail:iris@bookm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Richard N. Matzen .Jr, Jia-Yi

Cheng-Levine著

978-957-445-213-2 Reformati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in

electronic environments

9812 Gi-Zen Liu 978-957-445-244-6 Interating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to Englishteaching&learning

9802 吳錫德著 978-957-445-276-7 翻譯空間

9712 Wei-Wei Shen 978-957-445-282-8 Approaches to raising Taiwaneses university students'

awareness  of Chinese cultural keywkords' meanings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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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Shuei-may Chang 978-957-445-287-3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a study of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and sylvia plath's the bell jar

9804 Susan Stempleski作; 陳柏夆,

王建文翻譯校對

978-957-445-289-7 BBC美式英文OK!

9809 張世明著 978-957-445-291-0 讀短劇學英文

9805 約瑟夫.艾迪生等著; 劉炳 978-957-445-292-7 倫敦的叫賣聲: 英國散文精選

9805 林妲.派斯坦(Linda Pastan)

著; 彭鏡禧, 夏燕生譯注

978-957-445-293-4 給要離家的女兒: 林妲.派斯坦詩選

9805 Dante Gabriel Rosseti作; 莊 978-957-445-294-1 生命殿堂: 羅塞蒂的十四行詩集

9806 索福克里斯著; 呂健忠譯注 978-957-445-295-8 索福克里斯全集. 上, 伊底帕斯三部曲

9805 Jeffrey E. Denton, Hui-fen 978-957-445-297-2 國際禮儀

9807 Gwen Berwick等著; 陳雅婷 978-957-445-300-9 BBC新聞英語: 商業與金融

9807 廖本瑞, 梁淑芳著 978-957-445-301-6 文學導論

9809 單德興著 978-957-445-214-9 翻譯與脈絡

9807 Gwen Berwick等編著; 陳敬 978-957-445-302-3 BBC新聞英語. 2, 科學與環境

9808 吳凡著 978-957-445-304-7 電影影展

9807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978-957-445-305-4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9808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978-957-445-306-1 The little prince

9808 沈弘譯註 978-957-445-307-8 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

9811 Shirley Geok-lin Lim著; 胡寶 978-957-445-308-5 魔法披巾

9809 朱乃長編譯 978-957-445-309-2 英詩十三味

9810 成大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978-957-445-312-2 青出於藍: 國科會吳大猷獎得主經驗訪談

9809 劉森堯著 978-957-445-313-9 讀書

9809 余光雄作 978-957-445-314-6 英語語言學概論

9809 高瓊玫, 林玟孜編著 978-957-445-316-0 Professional path English: careers

9810 國立成功大學ESP專業英語

團隊著

978-957-445-317-7 Professional path English: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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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Chun-yen Chen 978-957-445-318-4 Being global, being singular plural: contemporary

"world discourses"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9809 Sun-chieh Liang 978-957-445-319-1 Following the animal: derrida's cat,suskind's frog,and

coetzee's dog

9811 Don Gilleland 978-957-445-321-4 Five-minute plays

9810 鄧守信主編 978-957-445-322-1 漢語近義詞用法詞典

9811 蔡源煌著 978-957-445-323-8 從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文學術語新詮

9812 彭鏡禧著 978-957-445-325-2 摸象: 文學翻譯評論集

9901 陳坤田編著 978-957-445-326-9 英文作文輕鬆上手

9811 彼得.布魯克(Peter Brook)著;

陳敬旻譯

978-957-445-327-6 開放的門: 對於表演與劇場的思考

9812 林文淇, 吳方正主編 978-957-445-329-0 觀展看影: 華文地區視覺文化研究

9812 洪宏齡著 978-957-445-330-6 中級英文看圖寫短文

9812 Don Gilleland 978-957-445-331-3 Twenty-minute plays

總計: 38種 39冊

書泉 連絡人:劉冠妤s 電話:(02)27055066ext889 傳真:(02)2706610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339號4樓

 E-

mail:sawork1@wun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魏巍, 彭尊聖編著 978-986-121-480-1 韓語大獻寶: 哈韓族自學手冊

9811 鄭丞傑, 曹玲仙著 978-986-121-524-2 中西醫會診: 子宮內膜異位症

9810 施寄青著 978-986-121-507-5 神之所在: 施寄青看悟善法師的神通力

9812 富老爹著 978-986-121-525-9 別當經濟門外漢

9810 戴國良著 978-986-121-527-3 圖解式成功撰寫行銷企劃案

9810 恆河母(Gangaji)著; 不言譯 978-986-121-531-0 口袋裡的鑽石: 發現你的真實光芒

9810 陳銘福作 978-986-121-533-4 房地產疑難解答

9901 魏巍編著 978-986-121-534-1 圖解式德語動詞變化速成

9812 許建銘著 978-986-121-535-8 國中數學一點都不難: 資優班老師,這樣教數學!

9811 林清茂著 978-986-121-536-5 認購權證神準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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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潘東正著 978-986-121-537-2 輕鬆應考!日檢1級文法總複習

9811 李斯.哈斯奧(Leith Hathout)

著; 黃俊瑋, 邱珮瑜譯

978-986-121-538-9 數學偵探物語

9811 林勝安著 978-986-121-539-6 證券交易法

9812 王泓鑫, 莊佩穎, 張明宏著 978-986-121-540-2 看新聞輕鬆學法律

9811 周淑娟, 周素珍著 978-986-121-541-9 童話故事生病了

9812 王保鍵著 978-986-121-542-6 圖解行政法

9812 林政道, 吳宜鴻著 978-986-121-543-3 中西醫會診: 子宮頸癌

9812 林進材, 林香河著 978-986-121-544-0 媽媽大學堂: 讓孩子一生受益的教養74招

9901 劉中著 978-986-121-546-4 圖像解句文法獨賣大公開

9901 協合國際法律事務所著 978-986-121-552-5 贏戰大未來: 開創新局之企業法律寶典

總計: 20種 20冊

陞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7081456

郵遞區號:40745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青海路

二段232號

 E-

mail:sales@fortunehouse.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楊生編著 978-986-85579-8-7 神奇算運書. 第壹套, 九九天機神算

總計: 1種 1冊

能仁 連絡人:林宜芬 電話:(06)2454023 傳真:(06)2566449

郵遞區號:70953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海佃路

二段636巷15弄3號1樓

 E-mail:heyu@ms14.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容編著 978-986-6416-25-5 親情、友情、同胞情: 生死互救一百則

9901 978-986-6416-26-2 故鄉回望幾人歸

總計: 2種 2冊

紡織綜合所 連絡人:出版組 電話:(02)22670321ext8502 傳真:(02)22689615

郵遞區號:23674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承天路  E-mail:cti792@ct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第 386 頁，共 653 頁



9812 閩潔, 劉湘仁, 謝沛茹撰寫 978-986-84863-5-5 臺灣紡織產業技術預測: 以醫療紡織品為例

9812 劉育呈, 陳宣輔撰寫 978-986-84863-6-2 臺灣產業用紡織品市場規模估計與成功案例分析

總計: 2種 4冊

淡大 連絡人:曾華英 電話:(02)26220781 傳真:(02)26223204

郵遞區號:25137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英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編 978-986-6717-46-8 海峽兩岸重彩畫交流展專輯. 2009

總計: 1種 1冊

淡大保險系 連絡人:羅斐文 電話:(02)26215656ext2564 傳真:(02)26209729

郵遞區號:25137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英專路  E-mail:tbix@www2.tk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淡江大學保險學系, 西南

財經大學保險學院編]

978-986-6717-45-1 兩岸保險與危險管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淡大建築系 連絡人:黃彥一 電話:(02)26215656ext2610 傳真:(02)26235579

郵遞區號:25137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英專路  E-mail:arch@mail.tk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淡江大學建築系作 978-986-6717-41-3 Document 08-09淡江大學建築系學生作品集. 2008-

2009

總計: 1種 2冊

清大出版社 連絡人:龍宇馨 電話:(03)5714337 傳真:(03)5744691

郵遞區號:30013 地址:新竹市東區光復路二  E-mail:thup@mx.nt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順夫著 978-986-84011-9-8 透過夢之窗口

9811 Felix Lee 978-986-85667-0-5 Mathematical methods for physics

總計: 2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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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學務處 連絡人:詹雅雯 電話:(03)5715131ext34703 傳真:(03)5715032

郵遞區號:30013 地址:新竹市光復路二段101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陳千惠總編輯 978-986-02-0133-8 經緯之外: 生命故事創作獎. 第二屆

總計: 1種 3冊

清雲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036729

郵遞區號:24355 地址:臺北縣泰山鄉明志路

三段4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祝曉梅作 978-986-85991-0-9 基本動作與風爐薄茶點前

總計: 1種 2冊

淨律學佛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753367

郵遞區號:55844 地址:南投縣鹿谷鄉初鄉村

中村巷27-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淨界法師講述 978-986-85714-1-9 禪淨雙修講記

9812 淨界法師講述 978-986-85714-2-6 聞法儀軌

總計: 2種 2冊

添興窯陶藝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781321

郵遞區號:55243 地址:南投縣集集鎮田寮里

楓林巷9-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清河總編輯 978-986-85874-0-3 跨越世紀之旅: 林清河作品選輯. 二, 1998-2009

總計: 1種 2冊

商周 連絡人:陳珊珊 電話:(02)25007008ext2009 傳真:(02)2516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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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9樓

 E-mail:vicki@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吉山勇樹著; 陳美瑛譯 978-986-6369-64-3 一定做得到的效率工作法: 打破慣性工作模式,不

再陷入盲目加班、被進 度追趕的地獄!

9812 青庭著 978-986-6369-76-6 愛,拐幾個彎才來

9902 商周編輯部製作 978-986-6369-88-9 愛評美食通: 網友最愛的50家特色小吃

9902 佐藤真介著; 陳美瑛譯 978-986-6369-91-9 一定做得到的絕妙發想術: 缺乏創意不是因為你

『沒有能力』,而是因為 你沒有找到對的方法!

9901 佐佐木豐文著; 陳美瑛譯 978-986-6369-92-6 一定做得到的『超』專注力: 『專注力』是人生

成功的關鍵條件!

9812 霜子著 978-986-6369-94-0 搭便車

9812 茹絲.馮.布朗史萬格(Ruth

von Braunschweig)著; 田佳

978-986-6369-98-8 植物油全書: 認識40種植物油的功效

9901 鍾子偉著 978-986-6369-99-5 哈佛商學院教我的成功關鍵: 世界頂尖商學院的

學習經驗

9901 張冀明作 978-986-6285-00-4 律師不會告訴你的事. 2: 訴訟糾紛全攻略

9812 大前研一原著; 劉錦秀譯 978-986-6285-01-1 低IQ時代

9901 貝瑞.漢斯(Barry Hines)著; 978-986-6285-02-8 鷹與男孩

9901 約翰.馬利歐提(John

L.Mariotti)著; 閻蕙群譯

978-986-6285-03-5 獲利之敵

9901 陳雪玲著 978-986-6285-04-2 CEO教你搶攻中國新通路

9901 Killer著 978-986-6285-05-9 青春待續

9901 史坦利著 978-986-6285-06-6 最後一顆,櫻桃

9901 黎智英著 978-986-6285-07-3 創新求存: 黎智英事業與生活的創新之道

9901 提耶希.柯恩(Thierry Cohen)

著; 林說俐譯

978-986-6285-08-0 被偷走的人生

9901 勝間和代原著; 謝育容譯 978-986-6285-11-0 培養商業腦的7種組織力

9901 烏文.阿克潘(Uwem Akpan)

著; 盧相如譯

978-986-6285-13-4 就說你和他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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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穹風著 978-986-6285-14-1 靈魂在左手: 穹風現代詩集

9902 梅森浩一著; 朱麗真譯 978-986-6285-15-8 從零開始的人脈術

9902 莊司雅彥著; 林文娟譯 978-986-6285-16-5 圖解讀書,不要用蠻力

9901 艾狄亞娜.翠吉亞尼(Adriana

Trigiani)著; 鄭淳怡譯

978-986-6285-17-2 穿手工鞋的女人

9901 妤珩著 978-986-6285-18-9 那個像瑪爾濟斯的女孩

9901 穹風著 978-986-6285-21-9 晴天的彩虹

9903 珊蒂.瓊絲(Sadie Jones)著; 978-986-6285-22-6 被放逐的孩子

9901 王靈馨, 林常均, 孫慧蘭編 978-986-6285-23-3 維摩詰經

9903 呂宗昕著 978-986-6285-24-0 英文K書高手

9902 鍾嘉莉作 978-986-6285-25-7 平衡致富: 財富與心靈的雙重平衡

9901 山本博文著; 林徑, 李韻柔 978-986-6285-27-1 大奧圖解

9902 陳錦芳作; 劉榕峻編著 978-986-6285-28-8 臺灣少年世界夢

9901 ■木司作; 林明雪譯 978-986-6285-29-5 打工假期

9903 藤井樹著 978-986-6285-30-1 流轉之年

9903 威廉.林茲.沃爾科特

(William L. Wolcott)著; 袁毓

978-986-6285-36-3 代謝型態飲食全書

9903 荷西.奧德嘉.賈塞特(Jose

Ortega y Gasset)著; 謝伯讓,

978-986-6285-39-4 哲學是什麼?

9903 東尼.博贊(Tony Buzan)著; 978-986-6285-46-2 超高效心智圖學習法

9903 弘兼憲史著; 王美智譯 978-986-6285-47-9 弘兼憲史客訴處理入門

總計: 37種 37冊

商智文化 連絡人:林淑鈴 電話:(02)25219566ext5807 傳真:(02)25219199

郵遞區號:1046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220號3樓302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詹姆士.柏格(James Borg)著;

洪世民譯

978-986-7204-67-7 假如你能看穿我的心: 魔術師的7堂課,教你解讀身

體語言

總計: 1種 1冊

商鼎文化 連絡人:鄭蕙鈴s 電話:(02)22289070ext24 傳真:(02)2225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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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三段136巷10弄17號

 E-

mail:order@chienhu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龍影著 978-986-144-053-8 一樣月光兩般情

9903 莊建南著 978-986-144-076-7 莊海微瀾

9902 郭清界編著 978-986-144-077-4 就,這一張嘴: 口才可以學習.人生儘佔便宜

9902 劉宜君著 978-986-144-078-1 網絡管理的理論與實務之研究: 以臺灣醫療觀光

政策為例

總計: 4種 4冊

許芷嵐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524174

郵遞區號:840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姑山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許芷嵐作 978-957-41-6919-1 許芷嵐書法展

總計: 1種 1冊

許貿翔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133191

郵遞區號:70051 地址:臺南市永福路一段10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騰芳編著 978-957-41-6920-7 中醫彩色圖解虹膜學. part 1, 初級

9812 吳騰芳編著 978-957-41-6921-4 中醫彩色圖解虹膜學. part 2, 中級

9812 吳騰芳編著 978-957-41-6922-1 中醫彩色圖解虹膜學. part 3, 進階臨床

總計: 3種 3冊

許瑞娥 連絡人:許瑞娥 電話:0916739098 傳真:(03)3676425

郵遞區號:32747 地址:桃園縣新屋鄉石磊村

44-3號

 E-

mail:gg4778220@yahoo.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瑞娥作 978-957-41-6765-4 許瑞娥水墨畫集

總計: 1種 1冊

許嘉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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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62144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東湖村

東勢湖20-10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許嘉益, 李昭容編著 978-957-41-7000-5 彰化鹿港意樓暨中山路123號修復及增建工程工

作報告書

總計: 1種 1冊

祥瑞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91397

郵遞區號:22068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山路

二段443巷55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陳雙法著 978-957-8481-75-6 穿越神佛世界: 現代封神榜

9808 陳雙法作 978-957-8481-76-3 穿越神佛世界: 現代封神榜

總計: 2種 2冊

章魚腦力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87819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新生街

148巷2號6樓

 E-

mail:iching@ms2.kntech.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張易, 佘屏鳳著 978-986-84509-2-9 占卜易: 圖解易經64個決策方向及心靈啟發

總計: 1種 1冊

康莊文化企業 連絡人:楊玉米 電話:(02)22405601 傳真:(02)22482708

郵遞區號:2357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和路

26巷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毛夢漪著 978-986-82956-4-3 往事如煙

總計: 1種 2冊

鹿港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7755138

郵遞區號:50546 地址:彰化縣鹿港鎮瑤林街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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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施國華作 978-986-84657-2-5 施國華行草書法集

總計: 1種 1冊

望春風文化 連絡人:陳美玲 電話:(02)33932100 傳真:(02)23210136

郵遞區號:24250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山路

一段107號

 E-

mail:spwind@ms3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Abraham Young著; 蕭廷文 978-986-84266-5-8 人道危急

9811 法蘭西斯.莫爾(Francis D.

Moore)作; 林哲男譯

978-986-84266-6-5 奇蹟與恩典: 細數半世紀來的外科進展

9901 王國照著 978-986-84266-7-2 重披白袍: 國際知名骨科權威王國照校長的學思

歷程

9901 陳歐珀, 陳忠藏著 978-986-84266-8-9 陳歐珀の寫畫人生. 2009

總計: 4種 4冊

寂天文化 連絡人:黃朝萍 電話:(02)23659739ext23 傳真:(02)23659835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三段88號4樓之5

 E-mail:foam@icosmo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Michaeline Wu著 978-986-184-610-1 擁抱英語文選

9609 Paul O'Hagan著; 羅慕謙譯 978-986-184-192-2 讀鬼故事學英語

9609 Masao Matsuyama, Charles 978-986-184-187-8 用英文秀自己

9610 鈴木昭夫著; 王文萱譯 978-986-184-209-7 速攻日文敬語: 五大類型表現法

9702 Gregory John Bahlmann 978-986-184-277-6 Success with reading(workbook). 1

9704 孫雅玲著 978-986-184-284-4 中級英檢寫作模擬題庫

9704 Gregory John Bahlmann 978-986-184-289-9 Success with reading(workbook). 2

9704 Gregory John Bahlmann 978-986-184-294-3 Success with reading(teacher's guide). 1

9704 Gregory John Bahlmann 978-986-184-295-0 Success with reading(teacher's guide). 2

9704 池田裕介, 山崎真理作; 葉 978-986-184-299-8 超簡單手繪日語動詞

9706 Tina Gionis 978-986-184-356-8 Success with reading(workbook). 3

9804 Kenneth Grahame 978-986-184-531-9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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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 978-986-184-539-5 The opera stories: Turandot, Carmen, Aida

9806 艾莉著 978-986-184-568-5 彩繪日語50音 一學就會!

9806 Alex Rath Ph.D.著 978-986-184-569-2 全英語授課Handbook

9808 JoAnne Juett Ph.D.著; 羅竹

君, 丁宥榆譯

978-986-184-573-9 科技英文閱讀&練習

9808 JoAnne Juett Ph.D.作 978-986-184-574-6 English for specializ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807 W. C. Harvey作 978-986-184-578-4 美國人的英語,很嗆!: 英語與文化的深度學習

9807 Kinoshita Masako作 978-986-184-579-1 超強日會話練習書

9809 李盈瑩編譯 978-986-184-587-6 美國之音: 娛樂休閒新聞英語聽力訓練. 育樂、生

活、旅遊篇

9901 Robert Majure, Jess Martin著;

羅竹君, 江慧菁譯

978-986-184-526-5 Enjoy Your Stay專業旅館英語

9809 王俐雅著 978-986-184-588-3 考前衝刺30天!日本語能力測驗3級.4級文法

9809 Pei-Lin Lee, I. Melvile作 978-986-184-589-0 吃吃喝喝學英文

9809 R. Tamminga 978-986-184-604-0 Let's sing and play!: teaching with fairy tales

9809 Cheng Tong She作 978-986-184-605-7 征服!2級日本語能力測驗文法解析

9809 P. O'Hagan作; 羅慕謙譯 978-986-184-606-4 當英語遇上人類大發明

9809 Dennis Le Boeuf, 景黎明, 白 978-986-184-607-1 你用■對■英文了嗎?: 正確使用英文A到Z

9809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978-986-184-609-5 大考英單7000隨身背

9809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978-986-184-608-8 大考英單7000隨身背

9809 Michaeline Wu著 978-986-184-610-1 擁抱英語文選

9809 Michaeline Wu作 978-986-184-611-8 Reading inspiration: a collection of famous writings

9809 R. Knight著; 施心怡譯 978-986-184-612-5 彩圖實境英語: 生活會話All My Life

9809 Zoe Teng著 978-986-184-613-2 初學者一定要會的英文單字

9809 嚴沂臻著 978-986-184-614-9 英單不要再混了; 幫你搞懂高中英語近義詞

9810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

援協會, 獨立行政法人國際

978-986-184-615-6 專攻聽解!分類解析日本語能力測驗考古題2級

(1997年-200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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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Bai Yang作 978-986-184-616-3 國中學測英單隨身背!

9809 Dennis James Le Boeuf, 978-986-184-617-0 The easy guide to avoiding errors in English

9812 Robert Majure, Jess Martin著 978-986-184-618-7 Enjoy your stay: English for the hotel industry

9809 白楊著 978-986-184-619-4 深度閱讀: 英語文選集

9809 Young White 978-986-184-620-0 Reading moments: a collection of famous English

writings

9810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978-986-184-621-7 新聞英語關鍵字: 簡明辭典

9810 鄭家文編譯 978-986-184-622-4 美國之音: 政治社會新聞英語聽力訓練

9810 李盈瑩編譯 978-986-184-623-1 美國之音: 財經新聞英語聽力訓練

9810 Juno Lin作 978-986-184-624-8 征服全民英檢!初級閱讀&模擬解析

9810 西隈俊哉等著 978-986-184-625-5 分類題型練習日本語能力測驗. 2級

9810 Chang Ya-tzu作 978-986-184-626-2 征服全民英檢!中級閱讀&模擬解析

9810 Edward Vince作 978-986-184-627-9 高中英單7000魔術記憶: 從字首字根記憶英文單

字

9810 Ping Lin Chang作 978-986-184-628-6 快熟高中學測考古題英單

9810 西隈俊哉等著 978-986-184-629-3 分類題型練習日本語能力測驗. 1級

9810 葉平亭編著 978-986-184-631-6 超好學日語五十音

9901 Michelle Witte著; 謝雅婷譯 978-986-184-632-3 Good Job!職場英文王

9810 Michelle Witte著 978-986-184-633-0 Let's talk shop! everyday office English

9901 Diane Dreher著; 高維泓, 林 978-986-184-634-7 老子成功領導之道

9810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

援協會, 獨立行政法人國際

978-986-184-635-4 專攻聽解!分類解析日本語能力測驗考古題3級

(1997年-2006年)

9811 黃瑜汎著 978-986-184-637-8 初級英檢寫作教戰手冊

9902 徐淑雅作 978-986-184-638-5 上課啦!高中英文寫作教室

9811 New Otani著 978-986-184-639-2 飯店英語實務手冊

9811 Wihelm Grimm, Jacob Grimm

作; Margaret Hunt英譯

978-986-184-640-8 遇見格林童話(中英對照)

9811 Maggie Lo作 978-986-184-641-5 快熟初級英檢字彙

9811 Yi Pingting作 978-986-184-642-2 Japan自由行日語手冊; 旅の日本語

9811 池■裕介, 橋本友紀, 葉平 978-986-184-644-6 好學日本語

9811 池■裕介, 橋本友紀, 葉平 978-986-184-643-9 好學日本語

9811 Anna Sewell作; 鄭家文譯 978-986-184-645-3 黑神駒(彩圖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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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Aesop作 978-986-184-646-0 閱讀伊索寓言(彩圖中英對照)

9811 呂珮榮作 978-986-184-647-7 超好學KK音標與字母拼讀法

9811 鄭仰霖著 978-986-184-648-4 旅遊英語自由行

9812 孫雅玲著 978-986-184-649-1 中級英檢寫作教戰手冊

9812 R. Knight著; 施心怡譯 978-986-184-651-4 彩圖實境英語: 生活會話All My Life

9812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654-5 開口讀英文文法Reading and Listening

9812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653-8 開口讀英文文法Reading and Listening

9812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652-1 開口讀英文文法Reading and Listening

9812 K. Mitchell作 978-986-184-655-2 征服全民英檢!中高級字彙&模擬練習

9812 Michelle Witte著; 羅慕謙譯 978-986-184-656-9 英文商務書信範例＆應用

9812 Gregory John Bahlmann,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657-6 英語閱讀技巧攻略

9812 Tina Gionis作; 李盈瑩譯 978-986-184-658-3 英語閱讀技巧攻略

9812 Richard Lee著 978-986-184-659-0 愛在英詩中: 16至20世紀經典英詩賞析

9812 M. Coler作; 李盈瑩譯 978-986-184-660-6 搞定初中級英檢字彙片語

9812 Geos corporation作; 王文萱,

鄭家文譯

978-986-184-662-0 Look!英文標示&招牌: 從日常生活標示學英文

9812 Gregory John Bahlmann,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978-986-184-663-7 英語閱讀技巧攻略

9812 唐睿謙(R. Tamminga)作 978-986-184-664-4 訂做一個專心寶貝: 從靜心練習培養兒童專注力

9812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作; 景茜, 何敏譯

978-986-184-665-1 勝出!我的求職英語最出色

9901 Michael A. Putlack著; 李盈 978-986-184-669-9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

9812 Michael A. Putlack著; 李盈 978-986-184-668-2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

總計: 83種 83冊

寂寞 連絡人:周羿晨 電話:(02)25798800ext4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50號6樓之1

 E-

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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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菲德里柯.穆恰(Federico

Moccia)著; 倪安宇譯

978-986-84614-7-5 天空上三公尺

總計: 1種 2冊

彗智數位影音 連絡人:杜信華 電話:(02)27111012ext16 傳真:(02)27111308

郵遞區號:1048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

路一段41號12樓之3

 E-mail:shirley_tu@ewise-

digita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凱雅作 978-986-85833-0-6 張凱雅.記憶漫遊

總計: 1種 1冊

教育部 連絡人:黃啟賢 電話:(02)77366051 傳真: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姜淑錦, 郭家駒編 978-986-02-0191-8 祖孫共處溫馨秘笈

9812 胡菊芬,崔光宇,謝文智編輯 978-986-02-0798-9 關愛學生您可以做得更多: 特定人員(學生)尿液篩

檢作業手冊

9812 教育部統計處編 978-986-02-1298-3 教育類性別專文分析集刊

9812 郭鐘隆, 黃久美總編輯; 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編撰

978-986-02-1299-0 迎向陽光開創未來: 春暉小組輔導工作手冊

9812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ial College(AAMC),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原著; 劉克

978-986-02-1447-5 未來醫師的科學基礎: AAMC-HHMI委員會報告

9812 王美惠等編輯 978-986-02-1706-3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參考手冊

9812 蔡金城, 章清隆, 簡光志編 978-986-02-1771-1 航海學概要

9812 林茂盛等編撰 978-986-02-1772-8 航行安全概要

9812 廖坤靜, 蕭永慶編撰 978-986-02-1773-5 貨物作業概要

9812 鍾添泉等編撰 978-986-02-1774-2 船舶操縱概要

9812 劉謙等編撰 978-986-02-1775-9 船舶通訊概要

9812 劉謙, 陳崑旭, 王鴻椿編撰 978-986-02-1776-6 航海英文概要

9812 黃燦星, 陳昭銘, 廖宗編撰 978-986-02-1777-3 航海氣象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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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廖宗等編撰 978-986-02-1778-0 海事法規概要

9812 徐坤龍等編撰 978-986-02-1779-7 船舶構造及穩度概要

9812 許傳宗, 羅逢源, 柯明德編 978-986-02-1780-3 航海儀器概要

9812 楊敏雄等編撰 978-986-02-1781-0 柴油機概要

9812 魏為明等編撰 978-986-02-1782-7 蒸汽渦輪推進機概要

9812 吳佩學等編撰 978-986-02-1783-4 燃氣渦輪機概要

9812 葉榮華等編撰 978-986-02-1784-1 輪機保養與維修概要

9812 葉榮華等編撰 978-986-02-1785-8 船舶輔機概要

9812 潘碧熊等編撰 978-986-02-1786-5 船用電學概要

9812 連長華等編撰 978-986-02-1787-2 船舶自動控制概要

9812 賴文豪等編撰 978-986-02-1788-9 輪機管理與安全概要

9812 許修豪, 張始偉編撰 978-986-02-1789-6 輪機英文概要

9812 郭振亞等編撰 978-986-02-1790-2 鍋爐學概要

9812 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計

畫年報編輯小組編輯

978-986-02-1882-4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計畫報告書.

98年度

9812 978-986-02-1908-1 Anti-drug report 2009

9901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高齡教育研究中

978-986-02-2253-1 樂齡學習系列教材. 1, 健康老化

9901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高齡教育研究中

978-986-02-1292-1 樂齡學習系列教材. 2, 高齡心理

9901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高齡教育研究中

978-986-02-2002-5 樂齡學習系列教材. 3, 經濟安全

9901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高齡教育研究中

978-986-02-2255-5 樂齡學習系列教材. 4, 退休準備

9901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高齡教育研究中

978-986-02-2256-2 樂齡學習系列教材. 5, 家庭代間關係

9901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學系, 高齡教育研究中

978-986-02-2257-9 樂齡學習系列教材. 6, 社會參與

總計: 34種 67冊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教

資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7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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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0778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鄭博真總編輯 978-986-02-1401-7 技職校院卓越教學資源手冊

9812 鄭博真總編輯 978-986-02-1402-4 技職校院卓越教學新典範: 教學優良教師經驗分

享

總計: 2種 2冊

教育部高教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76800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灣大學執行編輯 978-986-02-1604-2 大學校院一覽表. 九十八學年度

總計: 1種 2冊

教育資料館 連絡人:陳寶雲 電話:(02)23710109 傳真:(02)23758292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81號8樓

 E-

mail:bony@mail.nioerar.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張雲龍,郭正廷執行編輯 978-986-02-0561-9 性別平等教育. II

9811 林靜萍, 黃德壽修訂 978-986-02-0612-8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排球

9811 林靜萍, 林志遠, 黃玉萍修 978-986-02-0613-5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武術

9811 林靜萍, 楊裕隆修訂 978-986-02-0614-2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足球

9811 林靜萍, 黃欽永修訂 978-986-02-0615-9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手球

9811 林靜萍, 曾明生修訂 978-986-02-0616-6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舞蹈

9811 林靜萍, 王誼邦修訂 978-986-02-0617-3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高爾夫

9811 林靜萍, 連玉輝修訂 978-986-02-0874-0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網球

9811 林靜萍等修訂 978-986-02-0875-7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其他類

9811 林靜萍, 黃英哲修訂 978-986-02-0938-9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合球

9811 林靜萍, 陳良乾修訂 978-986-02-1204-4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 橄欖球

9811 黃月嬋修訂 978-986-02-1205-1 學校體育教學研究方法

9812 張碧如研究主持 978-986-02-1457-4 幼兒園教師對新臺灣之子教育議題因應與需求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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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王石番研究主持 978-986-02-1460-4 國民小學學童媒體使用行為之研究: 教師媒體素

養教育反思

9902 韓楷檉研究主持 978-986-02-1469-7 大學入學一年兩試對高中升學輔導策略之影響(第

一期): 高中生參與大學入學一年兩試成績差異分

析

9812 張鈿富研究主持 978-986-02-1470-3 歐美澳『公民關鍵能力』發展之研究

總計: 16種 32冊

教會公報 連絡人:蔡惠玲 電話:(06)2356277ext175 傳真:(06)2378882

郵遞區號:70144 地址:臺南市青年路334號  E-mail:publish@pctpress.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志仁等著; 陳惠淑主編 978-986-6471-08-7 新眼光讀經. 2010.1-3: 用祝福來著色

9903 舒度.大達等作; 陳惠淑主 978-986-6471-09-4 新眼光讀經. 2010.4-6: 打破你的框框

總計: 2種 2冊

基市文化局 連絡人:王雪英 電話:(02)24224170ext303 傳真:(02)24287811

郵遞區號:202 地址:基隆市信一路181號  E-mail:jess@klcca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桂杰主編 978-986-02-2066-7 展覽薈萃. 2009

總計: 1種 2冊

基市仙公廟代天宮管委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0347 地址:基隆市中山區中和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賴俊雄主編 978-986-85922-0-9 代天宮誌

總計: 1種 3冊

基市府 連絡人:陳怡君 電話:(02)24201122ext237 傳真:(02)24230793

郵遞區號:20201 地址:基隆市義一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基隆市政府編著 978-986-02-1481-9 基隆市政府便民服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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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基市衛生局 連絡人:楊慧玉 電話:(02)24230181ext134 傳真:(02)24286254

郵遞區號:20147 地址:基隆市信義區信二路  E-mail:yhy@klch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王翠雯主編 978-986-02-0066-9 國民營養日示範食譜

總計: 1種 2冊

基本書坊 連絡人:翁先生 電話:(02)37653296 傳真:(02)37653296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郵政93-121號

信箱

 E-

mail:gbookstaiwan@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葉志偉著 978-986-6474-10-1 突然獨身

9810 小宇著 978-986-6474-11-8 大伯與我之打娃娃日記

總計: 2種 2冊

基督中國主日 連絡人:辜蔚琳 電話:(02)25710449 傳真:(02)25711408

郵遞區號:1044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二段105號

 E-

mail:george@mail.cssa.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大衛.奈索(David Nasser)著; 978-957-550-392-5 享受必死的呼召

9901 菲爾.柯樂維(Phil Callaway)

著; 吳宜真譯

978-957-550-393-2 累翻天的家庭: 充滿希望歡樂的三明治世代

9903 藍迪.愛爾康(Randy Alcorn)

著; 王琪譯

978-957-550-394-9 真有天堂嗎?: 如何與孩子談天堂

9903 翠西亞.高爾(Tricia Goyer)

著; 譚亞菁譯

978-957-550-395-6 教好孩子不是夢!: 新世代教養子女的祕笈

9903 法蘭西斯(Francis Chan)著,

顏蔻絲姬(Danae Yankoski)

978-957-550-398-7 瘋狂愛上神

總計: 5種 5冊

基督橄欖文化 連絡人:邱莞晶 電話:(02)32341063ext633 傳真:(02)323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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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36號3樓

 E-

mail:schtu0324@cclm.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蓋瑞.湯瑪斯(Gary Thomas)

等合著; 江淑敏翻譯

978-957-556-578-7 簡明基督教史: 帷幔破裂五旬節聖靈降臨至耶路

撒冷傾覆

9811 莊新泉著 978-957-556-608-1 耶穌經典名言100句

9811 雪莉.蘿絲.雪波爾德(Sheri

Rose Shepherd)著; 謝玉如譯

978-957-556-609-8 上帝的情書

9812 多拿德.戴馬雷(Donald E.

Demaray)著; 丘淑芳翻譯

978-957-556-610-4 歡喜過一生: 關於歡笑、喜樂與醫治

9902 施達雄著 978-957-556-611-1 耶穌所講的比喻: 對這個時代的意義

9812 高偉雄著 978-957-556-612-8 婚姻,可以很幸福

9901 艾奇恩.卡瑪瑞克(Akiane

Kramarik)著; 江淑敏, 黃丹

978-957-556-613-5 艾奇恩: 她的生命,藝術,詩

總計: 7種 7冊

梵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722432

郵遞區號:717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太子村

太子路613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淨元作 978-986-84957-2-2 慧日集. 上篇

總計: 1種 1冊

麥田 連絡人:邱秀珊s 電話:(02)25007696ext2775 傳真:(02)25001966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二段213號11樓

 E-

mail:sunjoane_chiu@hm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莫言著 978-986-173-590-0 蛙

9902 佐佐木琉璃子作; 林佩儀譯 978-986-173-603-7 貓咪商品圖鑑

9901 黃英哲, 王德威主編; 涂翠

花, 蔡建鑫翻譯

978-986-173-604-4 華麗島的冒險: 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臺灣故事

9902 鮑鵬山著 978-986-173-608-2 新說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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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鮑鵬山著 978-986-173-607-5 新說水滸

9903 賈平凹著 978-986-173-609-9 廢都

9901 郭妮著 978-986-173-610-5 鏡之門

9902 約翰.麥斯威爾.漢彌爾頓

(John Maxwell Hamilton)著;

978-986-173-612-9 卡薩諾瓦是個書癡: 寫作、銷售和閱讀的真知與

奇談

9901 蓮村誠著; 游蕾蕾譯 978-986-173-614-3 阿育吠陀排毒手冊

9901 敷米漿著 978-986-173-615-0 最後一個故事

9902 森見登美彥著; 高詹燦譯 978-986-173-616-7 有頂天家族

9902 納旦尼爾.韋斯特(Nathanael

West)著; 李宜屏譯

978-986-173-618-1 寂寞芳心小姐

9902 靜思人文, 大愛電視編著 978-986-173-619-8 我的尪 我的某

9903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 彭淮棟譯

978-986-173-621-1 論晚期風格: 反常合道的音樂與文學

9903 益田米莉作; 林佩儀譯 978-986-173-623-5 我老爸這個人啊

9903 ■戶健司著; 廖舜茹譯 978-986-173-624-2 大整理術: 一本可涵蓋運用於任何一種整理的書

9903 瀧本往人著; 劉美瑛譯 978-986-173-626-6 去問哲學家吧!: 十九位大思想家教你的生存之道

9903 鄭匡宇著 978-986-173-627-3 搭訕英語

總計: 18種 18冊

麥克斯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255168

郵遞區號:11651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二段119巷9號4樓401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艾瑞克編 978-957-41-6816-3 壞男人的G8招: 壞男人約會成功的秘密大公開

總計: 1種 1冊

麥浩斯 連絡人:藍珮文 電話:(02)25007578ext3339 傳真:(02)25001915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8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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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960-83-3 0-3萬省錢改造小花園

9708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555-02-2 自然風當道: 打造極致綠意生活秘訣100

9709 張曉慈等文字撰寫 978-986-6555-13-8 假日農夫樂活指南: 踏出半農半X的第一步

9712 梁群健著 978-986-6555-22-0 1盆變10盆: 扦插種植活用百科

9801 趙濰等文字撰寫 978-986-6555-28-2 臺灣有機食材地圖: 健康從挑對食物開始

9712 La Vie編輯部, 李佩玲, 黃亞 978-986-6555-36-7 日本の手感設計

9712 李佑群編著 978-986-6555-40-4 La Vie東京密旅書: 東京的100種時尚原味

9802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555-45-9 居家超好種盆栽

9802 劉靜玲作 978-986-6555-49-7 在家學拼布

9803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555-51-0 天然清潔真乾淨QA300

9809 洪韡華作 978-986-6555-52-7 我家就是五星級飯店: 室內設計師告訴你的質感

設計200

9803 董淨瑋等文字撰寫 978-986-6555-55-8 陽臺種花Q&A200

9808 La Vie編輯部, 陳乃菁作 978-986-6555-60-2 潮人玩香港: 20位香港名人親身帶路100個私藏好

店

9808 謝廷芳等作 978-986-6555-73-2 植物病蟲害: 診療室Q&A300

9806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555-75-6 我愛布雜貨. 4

9806 張麗寶總編輯 978-986-6555-77-0 跟建築師一起蓋自己的房子: 30個造屋造夢的家

故事

9809 邱柏洲, 蔡婷如作 978-986-6555-79-4 小錢打造風格夢想屋: 錢少也有好裝潢,設計師教

你超值裝修祕技300招

9806 劉靜玲作 978-986-6555-80-0 免基礎!第一件木工家具就上手: 超實用Q&A教室

開課囉!

9812 許美慧, 董淨瑋文字 978-986-6555-82-4 365天種花寶典: 首創四季分類的植物圖鑑

9807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555-83-1 省空間多活用收納改造術500

9807 漂亮家居編輯部作 978-986-6555-85-5 樓梯設計500: 設計師不傳的私房秘技

9808 花草遊戲編輯部著 978-986-6555-88-6 庭院屋頂種花Q&A200

9809 漂亮家居編輯部編著 978-986-6555-91-6 合法增建裝修130Q&A?

9812 周建志作 978-986-6555-92-3 小家庭全能舒適宅: 周建志之好住設計不思議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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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張麗寶總編輯 978-986-6555-93-0 潮流美宅特搜設計師100選: 百位設計師年鑑. 2010

9901 張麗寶文字編輯 978-986-6555-94-7 圖解裝修流程完全通: 裝修日誌60天搞定裝潢

9810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555-99-2 抗菌清潔總動員大特輯

9811 La Vie編輯部作 978-986-6322-08-2 人生沒有張設計椅怎麼行: 設計大師的經典入門

Best Choice 200+

9901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322-16-7 找對素材!小空間快速變裝

9902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322-20-4 全家人的幸福花園

9903 張淑貞總編輯 978-986-6322-28-0 打造我的甜美部屋

總計: 31種 31冊

麥格羅希爾 連絡人:游怡群 電話:(02)23113000ext249 傳真:(02)23117553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路

53號7樓

 E-mail:kelly_yu@mcgraw-

hil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William J. Stevenson著; 何應 978-986-157-657-2 作業管理(精簡版)

9812 姚能筆, 劉懷慈, 黃麗蘭作 978-986-157-681-7 電話行銷輕鬆成交. part 2, 36則持續成功的心法

9812 約翰.凱利(John A. Carey)原

著; 邱天欣譯

978-986-157-682-4 懶人專用商務英文e-Mail: 149篇萬用情境範例即

時抄

9812 塔爾.班夏哈(Tal Ben-

Shahar)原著; 齊若蘭譯

978-986-157-683-1 99分: 快樂就在不完美的那條路上

9901 Andris Freivalds, Benjamin

W. Niebel著; 王明揚, 林迪

978-986-157-684-8 工作研究

9812 Jeff Santarlasci原著 978-986-157-685-5 瞄準新多益. 聽力篇: Jeff老師帶你突破聽力障礙

9901 John Mcleod著; 徐西森, 黃

素雲, 何金針譯

978-986-157-688-6 諮商技巧

9902 Sam Fullerton著; 蕭嘉惠等 978-986-157-690-9 運動行銷學

總計: 8種 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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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書國際文化 連絡人:吳怡慧 電話:(02)23636166 傳真:(02)23627353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

一段40號4樓

 E-

mail:anne@musicmusi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傑克.瑞尼克(Jacky

Reznicek)[著]; 王丁, 劉力影

978-986-6787-50-8 搖滾貝士

9809 楊昱泓編著 978-986-6787-51-5 樂在吉他

9810 AGTM木吉他俱樂部編著 978-986-6787-52-2 風之國度: 指彈木吉他演奏專輯

9810 岸部真明編著 978-986-6787-53-9 12個故事

9810 劉旭明編著 978-986-6787-54-6 前衛吉他

9810 張楟作 978-986-6787-55-3 輕輕鬆鬆學Keyboard

9901 何真真編著 978-986-6787-56-0 Hit 101中文經典鋼琴百大首選

9901 丁麟編著 978-986-6787-57-7 爵士鼓技法破解: DVD互動式中文影像教學

9901 朱怡潔編著 978-986-6787-58-4 鋼琴動畫館: 西洋動畫

9901 潘尚文, 盧家宏, 黃家偉編 978-986-6787-59-1 六弦百貨店精選紀念版. 2009

總計: 10種 10冊

連縣府 連絡人:陳筱茵 電話:(08)3623368 傳真:(08)3625097

郵遞區號:20941 地址:連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號

 E-

mail:lj1507@ems.matsu.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蔣勳等著; 初安民總編輯 978-986-02-0559-6 馬祖鈞鑒: 首屆馬祖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二■■九

9812 連江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978-986-02-2216-6 連江縣統計年報.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總計: 2種 6冊

曹公農研基金會 連絡人:龔峻樑 電話:(07)5885400 傳真:(07)5885352

郵遞區號:81351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蓮潭路

176號2樓

 E-

mail:tsaojiin@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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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葉世旭計畫主持 978-957-8516-73-1 大高雄地區之動脈: 曹公圳的過去、現在與未來

9812 詹錢登計畫主持 978-957-8516-74-8 河道固床構造物及鄰近河床變遷之現地調查研究:

以旗山溪十張犁至二仁月眉進水口固床工為例

9812 葉世旭計劃主持 978-957-8516-75-5 曹公圳多功能利用與發展策略之研究. III: 研究報

告. 2009年度

總計: 3種 3冊

培育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ext16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路

三段194號9樓之1

 E-

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于震編著 978-986-6439-14-8 你必須知道的470個世界歷史常識: 當你看完了中

國歷史、了解自己的民 族之後,也是時候和世界

接軌了

9901 歐陽雲飛主編 978-986-6439-15-5 新道德經: 道經的哲學思想

9901 孫郡鍇編著 978-986-6439-16-2 放下就是一種快樂

9901 林蔚貞著 978-986-6439-17-9 不能上學的小孩

9902 歐陽雲飛主編 978-986-6439-18-6 新道德經: 德經的處世方略

9902 馬瑾文編著 978-986-6439-19-3 心寬一吋,受益三分

9902 于震編著 978-986-6439-20-9 你必須知道的420個中國文化常識: 生活中常說的

一些名詞、常聽到的一 些話,你知道來由嗎?

9902 林蔚貞著 978-986-6439-21-6 我的乞丐爸爸

9902 郝強編著 978-986-6439-22-3 誰都不能改變天氣,但可以改變心情

總計: 9種 9冊

戚其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139689

郵遞區號:23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福園街

23巷3號2樓

 E-

mail:karin.chi@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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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戚其璇, 呂石玫著; 林嘉琪,

Donny Lim英文翻譯

978-957-41-6832-3 漢語大師. 3(英文版)

9812 戚其璇, 呂石玫著; 林嘉琪,

Donny Lim英文翻譯

978-957-41-6833-0 漢語大師. 4(英文版)

總計: 2種 2冊

雪謙文化 連絡人:劉紹茵 電話:(02)89322300 傳真:(02)89322301

郵遞區號:80752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

路363號9樓之3

 E-

mail:vedamayun@yahoo.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馬修.李卡德(Matthieu

Ricard)作; 賴聲川編譯

978-986-81149-8-2 頂果欽哲法王傳

總計: 1種 1冊

雪霸國家公園 連絡人:劉惠芳 電話:(037)996100ext853 傳真:(04)25877891

郵遞區號:36443 地址:苗栗縣大湖鄉富興村

水尾坪1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傅國銘執行編輯 978-986-02-0202-1 雪霸國家公園

9812 王志強作 978-986-02-1331-7 青青雪見: 雪見地區原生植物綠美化植栽手冊

9812 比令.亞布, 賴愷筑作 978-986-02-1906-7 Yaba的話: 一個當代泰雅人的傳統沈思

9812 比令.亞布, 賴愷筑作 978-986-02-1907-4 Yaba的話: 一個當代泰雅人的傳統沈思(英文.泰雅

語版)

總計: 4種 8冊

頂新和德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04)23215438 傳真:(04)23253619

郵遞區號:51245 地址:彰化縣永靖鄉中山路

二段6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瑞和編著 978-957-28282-4-3 謝桂森詩文集

9901 張瑞和編著 978-957-28282-5-0 徐見賢詩集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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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4冊

張世傑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56663

郵遞區號:1006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二段71號3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世傑主編 978-957-41-6927-6 古董張回憶錄

總計: 1種 1冊

張老師 連絡人:苗天蕙 電話:(02)23697959ext214 傳真:(02)23637110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325號B1

 E-mail:miao@lpp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賀琳.安德森(Harlene

Anderson), 黛安.葛哈特

(Dianc Gehart)著; 周和君,

978-957-693-706-4 合作取向實務: 造成改變的關係和對話

9812 施如珍著 978-957-693-743-9 宿命.改變.新女人: 十個本土婦女家庭治療的故事

9902 平田研也文; 加藤久仁生

繪; 賴庭筠翻譯

978-957-693-744-6 積木之家

9903 羅斯.格林(Ross W. Greene)

著; 劉淑瓊譯

978-957-693-746-0 喬伊的返校之旅: 對問題孩子的全新觀點

總計: 4種 4冊

張成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242562

郵遞區號:30062 地址:新竹市食品路5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成秋撰 978-957-41-6752-4 中英對照易經話解

總計: 1種 1冊

張登聰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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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4452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粉寮路

一段1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張登聰著 978-957-41-6386-1 大專排球運動代表隊教練領導行為與團隊凝聚力

相關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張榮發基金會 連絡人:陳懿君 電話:(02)23516699ext243 傳真:(02)23915176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

路11號

 E-mail:yfcf-

ces@evergree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金會文 978-986-85021-2-3 我所看到的、知道的張榮發

總計: 1種 1冊

張維英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370380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50號11樓之9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4-3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必備進階3000單字

9901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3-6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必備進階3000單字

9901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2-9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必備進階3000單字

9901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1-2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 必備進階3000單字

9812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5-0 九年一貫最新版升高中必備1188單字隨身書

9901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7-4 大學學科能力測驗: 高三核心1000單字

9901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8-1 大學學科能力測驗: 必備進階500片語

9901 張維總編著 978-986-6374-09-8 新聞英文關鍵1000單字隨身書

總計: 8種 8冊

捷英社文教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135489

郵遞區號:2314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中路

94號7樓之6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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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徐玉珍改編 978-986-85767-0-4 白話三國演義

9811 范筠, 李宗蓓改編 978-986-85767-1-1 白話西遊記

總計: 2種 2冊

常春藤有聲 連絡人:吳瓔瓔 電話:(02)23317600ext23 傳真:(02)23810918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33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49-7 聚焦全民英檢初級模擬測驗: 試題本

9901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54-1 新版全真模擬試題: 試題本

9901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55-8 新版全真模擬試題: 詳解本

9901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56-5 新版實戰模擬試題: 試題本1-4回

9901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57-2 新版實戰模擬試題: 詳解本1-4回

9902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58-9 新版多益普級英語模擬測驗: 試題本

9902 賴世雄編著 978-986-7008-59-6 新版多益普級英語模擬測驗: 詳解本

總計: 7種 7冊

晨星 連絡人:邱姵芳 電話:(04)23595820ext101 傳真:(04)23550581

郵遞區號:40767 地址:臺中市工業區30路1號  E-

mail:midori@morningstar.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

等編著; 溫文慧譯

978-986-177-275-2 心靈雞湯之母子真情話

9812 張瑞和著 978-986-177-303-2 維繫傳統文化命脈: 員林興賢書院與吟社

9811 楊胤勛著 978-986-177-309-4 賞蛙地圖

9901 妮娜.貝克(Nena Baker)著; 978-986-177-313-1 別碰有毒日用品

9811 伊卓里斯.穆提(Idris

Mootee)著; 呂奕欣譯

978-986-177-315-5 60分鐘品牌戰略

9812 新谷弘實, 砂澤佚枝作; 蕭 978-986-177-322-3 不生病的腸道按摩法

9812 蕭蕭, 陳憲仁編 978-986-177-326-1 翁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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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高橋俊介著; 姚淑娟譯 978-986-177-328-5 摩天大樓建築之謎: 從臺北101發現建築科技的奧

祕

9812 史賓塞.強森(Spencer

Johnson), 賴利.威爾生(Larry

Wilson)合著; 李 毓昭譯

978-986-177-329-2 一分鐘推銷人

9812 小林東雲作; 郭寶雯譯 978-986-177-331-5 從■開始學水墨畫

9812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978-986-177-332-2 驅逐之戰

9901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978-986-177-333-9 天蝕遮月

9901 外崎肇一, 越中矢住子著;

楊苔偵譯

978-986-177-334-6 超乎想像的氣味驚奇: 漫畫解說50則氣味與費洛

蒙的祕密

9901 堀忠雄著; 游念玲譯 978-986-177-336-0 睡覺為什麼會做夢?: 夢遊、說夢話、鬼壓床...等

睡眠的科學解密

9902 陳彬彬作 978-986-177-337-7 從■開始圖解梵谷

9901 弘兼憲史作; 的場昭弘監

修; 李毓昭譯

978-986-177-338-4 馬克思經濟學入門

9902 史賓賽.強森(Spencer

Johnson), 康斯坦斯.強森合

978-986-177-341-4 一分鐘老師: 如何教導其他人自修?

9901 新谷弘實作; 蕭雲菁譯 978-986-177-342-1 元氣的免疫力量

9812 Yu-Hsuan Shin 978-986-177-347-6 Little bear and his soft, fluffy food

9902 新谷弘實作; 賴惠鈴譯 978-986-177-348-3 新谷式咖啡排毒法

9902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978-986-177-351-3 暗夜長影

9903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978-986-177-352-0 拂曉之光

總計: 22種 22冊

曼尼文化事業 連絡人:李亞倩 電話:(02)22234009 傳真:(02)32348050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路

502號8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孔謐, 趙越編著 978-986-6928-53-6 會說話,讓你少奮鬥30年: 教你左右逢源的職場說

話術

9812 孔謐, 趙越編著 978-986-6928-54-3 一分鐘決定你能不能出頭天: 成功塑造擄獲人心

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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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胡彧編著 978-986-6928-55-0 激勵的教養,孩子比人強: 24個名人贏在起跑點的

家教成功故事

9901 思源編著 978-986-6928-56-7 多一些快樂,少一些煩惱: 38個用心轉境的快樂心

法

9902 孔謐, 趙越編著 978-986-6928-57-4 做對了,你就是超人氣王: 34個讓你人見人愛的處

世黃金原則

9902 思源編著 978-986-6928-58-1 感恩,幸福的滋味: 32個讓心靈充滿陽光的幸福法

則

總計: 6種 6冊

異象工場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68971

郵遞區號:1065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

路二段201號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岱凱文(Kevin Dedmon)著; 978-986-85643-0-5 終極尋寶獵人

總計: 1種 1冊

國父紀念館 連絡人:徐鑑英 電話:(02)27588008ext511 傳真:(02)27238243

郵遞區號:1107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仁愛路

四段505號

 E-

mail:sun250@yatsen.yatsen.go

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蔣朝根編著 978-986-02-1231-0 自覺的年代: 蔣渭水歷史影像紀實

9812 曾一士總編輯 978-986-02-2198-5 族群發展與文化產業

9901 張光賓著 978-986-02-2497-9 向晚逸興書畫情: 張光賓九十歲後書畫展

總計: 3種 6冊

國史館 連絡人:洪慧麗 電話:(02)22175500ext605 傳真:(02)22170051

郵遞區號:2315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北宜路

二段406號

 E-

mail:653a@academia.drnh.gov.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周美華, 蕭李居編 978-986-01-9590-3 蔣經國書信集: 與宋美齡往來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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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程玉凰編輯 978-986-01-9834-8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沈鎮南案史料彙編

9810 胡健國主編 978-986-01-9955-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料彙編. 第三十四輯

9811 謝培屏編 978-986-02-0356-1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料彙編. 4, 德僑篇

9812 歐素瑛編 978-986-02-1054-5 臺灣省參議會史料彙編. 農林篇

9812 葉健青編註 978-986-02-1266-2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略稿本. 37, 民國二十五年五

月(下)至七月

9812 葉惠芬編註 978-986-02-1400-0 陳誠先生從政史料選輯: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會議紀錄

9812 曾永賢口述; 張炎憲, 許瑞

浩訪問; 許瑞浩, 王峙萍記

978-986-02-1793-3 從左到右六十年: 曾永賢先生訪談錄

9812 卓遵宏, 周琇環訪問 978-986-02-1961-6 基督與召會: 李常受先生行誼訪談錄

總計: 9種 18冊

國防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8905030

郵遞區號:325 地址:桃園縣八德市興豐路  E-mail:lcc@nd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美國陸軍戰爭學院指揮領

導管理學系作; 柴昌勝, 帥

978-986-02-0821-4 戰略領導入門

9812 美國陸軍戰爭學院原著; 洪

淑貞, 陳世瑤翻譯

978-986-02-0823-8 資訊即力量

9812 Autulio J.Echevarria II作; 翁

昭祺, 陳世瑤翻譯

978-986-02-0824-5 全球及區域重要戰略議題彙編

9812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聯合作

戰部門原著; 邱俊榮, 朱繼

978-986-02-0845-0 聯合作戰計畫程序

9812 美國陸軍戰爭學院原著; 余

國雄, 趙宏斌, 劉慶順翻譯

978-986-02-0846-7 國家安全政策及戰略指導

9812 Casey Wardynski, David

S.Lyle, Michael J. Colarusso

978-986-02-0847-4 美國陸軍軍官團成功策略探討: 擬議之側重人才

的人力資本模式

9812 連弘宜等作 978-986-02-1016-3 戰略安全論壇彙編. 2009年

9812 沈明室等作 978-986-02-1017-0 解放軍研究論壇彙編. 200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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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莉絲蘿特.歐嘉德(Liselotte

Odgaard)等作

978-986-02-1199-3 國防大學國際學者邀訪講座論文中英合輯. 98年

度

總計: 9種 18冊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954015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中央北

路二段70號

 E-mail:b6511g@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馬振坤作; 黃引珊翻譯 978-986-02-1226-6 解放軍新聞分析

9812 Giuseppe Caforio編著; 洪陸

訓等翻譯

978-986-02-1249-5 社會科學與軍隊: 科際總覽

9812 胡正申等合著 978-986-02-2005-6 軍隊社會工作暨軍事社會學

總計: 3種 6冊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804953

郵遞區號:33509 地址:桃園縣大溪鎮三元一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洪敏雄等作 978-986-02-0585-5 資電優勢論壇專輯. 2009

總計: 1種 2冊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連絡人:沈明室 電話:(03)3731721 傳真:(03)3655924

郵遞區號:33448 地址:桃園縣八德市興豐路  E-mail:dss@nd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于成森等作; 李陳同主編 978-986-02-1499-4 變遷中的野戰戰略

9812 王長河等作; 李陳同主編 978-986-02-1500-7 孫子兵法的戰略傳統與創新

總計: 2種 4冊

國胤出版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430701

郵遞區號:22164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福安街

20巷27弄5號3樓

 E-mail:alex-

0413@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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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林正國, 林榮貴編 978-986-85800-0-8 苗栗縣竹南鎮港墘里開發的歷史探討: 以攀龍十

三世林氏華觀公來臺過程為例

總計: 1種 2冊

國家 連絡人:謝滿子 電話:(02)28951317ext11 傳真:(02)28942478

郵遞區號:1126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大興街

9巷28號1樓

 E-mail:kcpc@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洪惟助主編 978-957-36-1190-5 名家論崑曲

9901 周連春著 978-957-36-1189-9 雪隱尋蹤: 廁所的歷史、經濟、風俗

9901 張杰編著 978-957-36-1191-2 錙銖必爭: 官子大小全接觸

9901 劉建國, 劉進編著 978-957-36-1192-9 圍棋十三訣

9902 鄭傳寅著 978-957-36-1193-6 古代戲曲與東方文化

9902 王馗著 978-957-36-1194-3 鬼節超度與勸善目連

9902 汪曉雲著 978-957-36-1196-7 中西戲劇發生學

總計: 7種 8冊

國家文化總會 連絡人:鮑愛梅 電話:(02)23964256ext147 傳真:(02)23927221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二段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韓國棟總編輯 978-986-6573-12-5 走讀臺灣: 馬祖

9812 韓國棟總編輯 978-986-6573-13-2 走讀臺灣: 澎湖縣

9812 韓國棟總編輯 978-986-6573-14-9 走讀臺灣: 苗栗縣

9812 韓國棟總編輯 978-986-6573-15-6 走讀臺灣: 新竹市

9812 韓國棟總編輯 978-986-6573-16-3 走讀臺灣: 新竹縣

9812 韓國棟總編輯 978-986-6573-17-0 走讀臺灣: 臺東縣

總計: 6種 12冊

國家文官培訓所 連絡人:張書銓 電話:27456431 傳真:(02)86715174

郵遞區號:115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七段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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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國家文官培訓所編著 978-986-02-1971-5 公務人員專書閱讀心得寫作得獎作品集. 98年度

9812 國家文官培訓所編著 978-986-02-2001-8 行政管理個案精選

總計: 2種 6冊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連絡人:陳麗芬 電話:(02)86711268 傳真:(02)86711483

郵遞區號:23703 地址:臺北縣三峽鎮三樹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顧瑜君等著; 國家教育研究

院籌備處課程及教學組編

978-986-02-0216-8 學校與社區的協作: 理論與實務

9811 秦葆琦著 978-986-02-1036-1 生活課程之教科書評鑑研究: 從能力指標與教學

目標的關係分析教學設計的統整情形

9901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 978-986-02-1391-1 國民小學數學習作. 五下

9901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 978-986-02-1392-8 國民小學數學課本. 五下

9901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 978-986-02-1393-5 國民小學數學教師手冊. 五下

總計: 5種 10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05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一段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編著

978-986-02-1590-8 700MHz頻譜應用及監理政策之研究

總計: 1種 2冊

國家圖書館 連絡人:黃翠絹 電話:(02)23619132ext804 傳真:25045425

郵遞區號:1000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南路20號  E-mail:reader@msg.ncl.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著; 俞

小明主編

978-957-678-499-6 聚珍擷英: 國家圖書館特藏精選圖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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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著; 俞

小明主編

978-957-678-495-8 聚珍擷英: 國家圖書館特藏精選圖錄

9812 國家圖書館輔導組編輯 978-957-678-496-5 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 九十八年

總計: 3種 6冊

國家衛生研究院 連絡人:陳筱蕾 電話:(037)246166ext31506 傳真:(037)587402

郵遞區號:35053 地址:苗栗縣竹南鎮科研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國家醫事人員教育暨人力

發展研議案委員著; 郭耿南

978-986-02-0178-9 醫師培育: 現況與展望

9901 史偉凡總編輯 978-986-02-2311-8 國家衛生研究院年報. 98

9901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978-986-02-2312-5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annual report 2009

總計: 3種 7冊

國裕生活 連絡人:劉碧蓮 電話:(02)27176666ext501 傳真:(02)27170786

郵遞區號:10547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長春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蕭順涵主編; 林俊龍, 邱碧 978-986-85270-1-0 永恆傳說: 酒神Dionysus的美學盛宴

總計: 1種 1冊

國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258269

郵遞區號:30045 地址:新竹市北區西門街188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謝水森作 978-957-2060-73-5 昔日新竹傳統戲曲軼事

總計: 1種 1冊

眾文圖書 連絡人:李皖萍 電話:(02)83691198ext25 傳真:(02)83691200

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9號

 E-

mail:lillianlee@jw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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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y作;

林錦慧, 劉華珍譯

978-957-532-354-7 NEW TOEIC TEST金色證書: 聽力

9804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y作;

柯乃瑜, 葉韋利譯

978-957-532-355-4 NEW TOEIC TEST金色證書: 閱讀

9712 Robert M. Lewis, Nancy L.

Whitby, Evan R. Whitby作;

李珮華, 劉華珍譯

978-957-532-363-9 理科英文論文寫作

9810 Daniel Sansoni, Patrick 978-957-532-360-8 IELTS高分模考

9807 Patrick Hafenstein作 978-957-532-365-3 IELTS高分口語

9901 黃玟君著 978-957-532-366-0 黃玟君的觀念英文閱讀: 從看懂句子開始

9809 David Thayne著; 鄭佩嵐譯 978-957-532-367-7 上班族60秒電話英文

9809 David Thayne著; 鄭佩嵐譯 978-957-532-368-4 上班族60秒E-mail英文

9811 David Thayne著; 鄭佩嵐譯 978-957-532-369-1 上班族60秒會議英文

9809 ■佐尚美著; 高靖敏譯 978-957-532-370-7 說出職場好英文

9812 俞敏洪作 978-957-532-371-4 GRE字彙紅寶書

9812 蔡佩青等合著 978-957-532-373-8 日本語寫作力專門塾: 和日本學生一起上進階寫

作課

9902 廖柏森作 978-957-532-374-5 英文研究論文發表: 口語報告指引

9901 黃玟君著 978-957-532-375-2 學測指考英文作文: 黃玟君教你高分寫作技巧

總計: 14種 14冊

崑山科大創媒學院媒藝

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1003 地址:臺南縣永康市大灣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劉現成主編 978-986-6448-16-4 影視媒體生態與娛樂經濟

總計: 1種 2冊

第一社福基金會 連絡人:易曼s 電話:(02)27224136ext854 傳真:(02)27201932

郵遞區號:1105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五段150巷342弄17-7號

 E-mail:diyi@ms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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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978-957-29387-5-1 自閉症兒童訓練使用手冊: 結構化教學應用於學

校(教師版)

9705 978-957-29387-6-8 自閉症兒童訓練使用手冊: 結構化教學法用於居

家(家長版)

9812 賴美智, 張文嬿編著 978-957-29387-7-5 成人心智功能障礙者服務綱要: 評估手冊(基礎服

務篇)

9807 賴美智, 張文嬿編著 978-957-29387-8-2 成人心智功能障礙者服務綱要使用指南: 個別化

服務計畫評估與設計

9807 賴美智, 張文嬿編著 978-957-29387-9-9 成人心智功能障礙者服務綱要: 評估手冊(技藝陶

冶篇)

9812 今村理一監修; 金石翻譯有

限公司翻譯

978-986-85926-0-5 新版高齡智障者協助.介護手冊

總計: 6種 6冊

健行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93056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12巷57弄40號

 E-mail:chiuko@chiuk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崑巖著 978-986-6798-25-2 醫師不是天使: 一位醫師作家的人性關懷

9902 朱曉卿著 978-986-6798-26-9 其實我們沒那麼壞

9902 王壽南作 978-986-6798-27-6 再站起來

9903 楊小雲作 978-986-6798-28-3 人緣.情緣

總計: 4種 4冊

健康文化 連絡人:周琳霓 電話:(02)23939800 傳真:(02)23414539

郵遞區號:1005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一段4號6樓

 E-mail:lindy@health-

world.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羅錦河著 978-986-7577-61-0 與胃酸作戰?逆流性食道炎

9903 林孝義著 978-986-7577-62-7 類風濕性關節炎問與答

9902 鄧木火編著 978-986-7577-63-4 腦血管及脊椎微創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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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3冊

健康產業流通新聞報 連絡人:陳巧芬 電話:(02)87821855 傳真:(02)87801085

郵遞區號:11049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五段4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美原恆作; 楊惠芳譯 978-986-85630-1-8 地龍力

總計: 1種 1冊

御書房 連絡人:張志偉 電話:(02)23145435 傳真:(02)23147805

郵遞區號:10846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長沙街

二段91號3樓之10

 E-

mail:amazonchang.tw@yahoo.c

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4 姚健著 978-986-83675-9-3 面壁: 安藤忠雄建築考

總計: 1種 1冊

啟示 連絡人:曹繼韋 電話:(02)25007008ext2065 傳真:(02)25007759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9樓

 E-

mail:chiwei_tsao@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亞倫.柯恩(Aaron Cohen), 克

莉絲汀.巴克利(Christine

Buckley)著; 李宥樓譯

978-986-7470-47-8 這是自由的一天: 我走遍世界,尋找被迫害的女孩

9903 派蒂.哈本諾(Patty

Harpenau)著; 劉曉米譯

978-986-7470-48-5 遇見自己: 再現圓滿生命的七個密碼

總計: 2種 2冊

啟芳 連絡人:呂桂華 電話:(02)23639422ext111 傳真:(02)23635588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283巷21弄15號

 E-mail:kueihua@cfp.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徐美玲編著 978-986-85126-9-6 會計學考前衝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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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邱歆喻編著 978-986-85864-0-6 餐旅概論學習寶典. II

9901 陳奕如編著 978-986-85864-1-3 會計學複習講義. I

9901 陳奕如編著 978-986-85864-2-0 會計學複習講義/解答. I

總計: 4種 4冊

啟思文化 連絡人:龍瑛 電話:(02)23218411ext49 傳真:(02)23417552

郵遞區號:1065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二段60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龍瑛, 陳沂嫚, 吳蕙如文字 978-986-182-114-6 唱唱跳跳律動學英文

總計: 1種 1冊

逢甲財稅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35072120

郵遞區號:40724 地址:臺中市文華路100號  E-mail:pf@f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何艷宏主編 978-986-7621-74-0 兩岸租稅論叢. 2009

總計: 1種 1冊

強生國際文教機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15656

郵遞區號:1006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路

二段5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強生國際文教機構作 978-986-85959-0-3 留遊學推薦學校

總計: 1種 1冊

陸委會 連絡人:林偉橧 電話:(02)23975589ext256 傳真:(02)23975287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路

一段2-2號18樓

 E-mail:macst@m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編著 978-986-02-0124-6 兩岸經貿交流法規彙編

9812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編著 978-986-02-2088-9 穩健與繁榮: 大陸工作研習會會議報告. 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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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編著 978-986-02-2309-5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暨施行細則

總計: 3種 6冊

陸念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448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大新街

78巷3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陸念慈著 978-957-41-6930-6 二0一二危機解除?

總計: 1種 1冊

陳正統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879851

郵遞區號:43743 地址:臺中縣大甲鎮中山路

一段63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陳正統作 978-957-41-3209-6 1949年中國成立至今發行的國債圖錄與暗記(簡體

字版)

9810 陳正統作 978-957-41-6665-7 第五版人民幣: 箱.包.捆.封簽.壹.伍.拾.貳拾.伍拾.

壹佰圓.全套集(簡 體字版)

9903 陳正統作 978-957-41-7030-2 臺灣38年起硬幣目錄(含金銀幣)

總計: 3種 3冊

陳東華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465026

郵遞區號:23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自立路

29巷12號

 E-

mail:chentunhua@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陳東華著 978-957-41-6784-5 永和的第一

總計: 1種 1冊

陳怡情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2)353862

郵遞區號:89043 地址:金門縣金沙鎮碧山3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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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陳怡情著 978-957-41-6923-8 碧山史述

總計: 1種 1冊

陳宥潞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676062

郵遞區號:236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中央路

三段281巷15弄11號

 E-

mail:chenlulo6023@yahoo.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宥潞編著 978-957-41-6850-7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10年

總計: 1種 1冊

陳高村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64906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忠順街

一段121巷3弄7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陳高村著 978-957-41-7041-8 交通法規. 道路交通管理篇

總計: 1種 1冊

陳培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269896

郵遞區號:25166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新春街

125巷38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培慧著 978-957-41-6946-7 陳培慧心象創意作品集

總計: 1種 1冊

陳陽熙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47092

郵遞區號:33850 地址:桃園縣蘆竹鄉中山路

62-1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陳陽熙編輯; 續三義, 王德

育, 陳汶滋翻譯

978-957-41-6690-9 壺裡乾坤: 陳陽熙水墨畫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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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968319

郵遞區號:24305 地址:臺北縣泰山鄉黎專路  E-mail:c7890@mail.li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福來等作 978-957-41-6889-7 尺寸量測與實習

總計: 1種 1冊

陳寶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44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自強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陳寶億著 978-957-41-6368-7 橄欖球致勝戰力模式建構: 以大專橄欖球選手為

例

總計: 1種 1冊

統一 連絡人:陳宏彰 電話:(02)82215077 傳真:(02)82215075

郵遞區號:2355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409號5樓

 E-

mail:bamboo.chi@msa.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呂石玫編著 978-986-6371-04-2 華語句型快樂學

9807 雷孟篤, 朱慧美編著 978-986-6371-06-6 西語發音入門

9808 陳慶德, 鄒美蘭作 978-986-6371-07-3 韓語40音輕鬆學

9902 金美順著 978-986-6371-09-7 金老師初學韓語速成班

9902 鄭吉成編著 978-986-6371-10-3 超好背韓語漢字語

9903 趙文麗, 范詩豔作 978-986-6371-11-0 超好用韓語會話短句表達

總計: 6種 6冊

統一元氣資產管理 連絡人:吳淑貞s 電話:(02)23830383ext7002 傳真:(02)23830357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50號B3

 E-mail:202@skinf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廖俊■編著 978-986-6482-10-6 DIY自己學2009: 電腦採購、裝修應用

9801 呂國賢, 蔡德勒編著 978-986-6482-21-2 Photoshop CS4創意廣告設計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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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 蓋索林編著 978-986-6482-27-4 Google!Android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入門

9802 莊育維編著 978-986-6482-28-1 部落格外掛全攻略: あさぶろ的繽紛感

9810 采風設計苑編著 978-986-6482-50-2 輕鬆學Flash CS4動畫設計

9803 王蔘編著 978-986-6482-57-1 輕鬆創造視覺設計風格

9811 陳思豪編著 978-986-6482-58-8 數位攝影的第一堂課

9804 鄧慧華, 鄧靖華編著 978-986-6482-59-5 Open Office.org Calc: 免費、易用、好學的Excel

9806 吳駖編著 978-986-6482-69-4 MATLAB 7.X與基礎自動控制

9806 黃敏郎, 劉守恆編著 978-986-6482-80-9 地理資訊系統基礎操作實務

9808 蔡俊平編著 978-986-6482-82-3 Word 2007文件製作必殺108例

9806 林邦傑編著 978-986-6482-83-0 C語言教戰手冊: 程式設計與競賽精解

9810 黃德文編著 978-986-6482-85-4 XOOPS2.3架設網站

9810 陳坤松編著 978-986-6482-86-1 Google SketchUp 7室內設計經典. IV, 基礎應用篇

9805 張語宏等編著 978-986-6482-88-5 徹底征服SCJP 6認證

9806 陳惟彬編著 978-986-6482-92-2 SQL Server 2008設計與應用實務

9805 王啟榮等編著 978-986-6482-95-3 3D角色與遊戲互動設計: 3ds Max ＆ Virtools應用

整合

9808 邱泓璋編著 978-986-6482-99-1 抓住愛,拍出感動：用相機紀錄感動人心的瞬間

9806 夢德編著 978-986-6382-00-0 風起雲湧3D領航: 3ds max+Photoshop

9806 簡嘉宏, 李文祺編著 978-986-6382-01-7 影像大玩家Photoshop/Illustrator

9811 林柏全編著 978-986-6382-02-4 iPhone創意程式設計家

9806 電腦技能基金會編著 978-986-6382-03-1 中文輸入實力養成暨評量(2009年版)

9806 電腦技能基金會編著 978-986-6382-04-8 中英數輸入實力養成暨評量(2009年版)

9806 黃吉米編著 978-986-6382-05-5 最新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解析

9806 凱德設計編著 978-986-6382-06-2 Pro/ENGINEER實戰108例

9807 X06編著 978-986-6382-07-9 Colorful

9806 王志偉作 978-986-6382-08-6 最新丙級網路架設術科解析

9806 王志偉作 978-986-6382-09-3 最新丙級網路架設學科解析

9806 陳立元, 范逸之著 978-986-6382-10-9 嵌入式Linux之串列通訊控制實務

9809 胡智堯編著 978-986-6382-11-6 Flash CS4互動式多媒體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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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6 廖俊■編著 978-986-6382-12-3 多媒體概論

9806 電腦技能基金會編著 978-986-6382-13-0 日文輸入實力養成暨評量(2009年版)

9806 清雲資訊工作室編著 978-986-6382-14-7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123

9807 孫惠民編著 978-986-6382-15-4 Visual Basic 6創意遊戲設計

9807 黃新峰等編著 978-986-6382-16-1 Flash ActionScript 3.0範例應用20例

9808 高春豔, 安劍, 張逸溦編著 978-986-6382-17-8 Visual Basic程式開發範例寶典

9807 酆士昌編著 978-986-6382-19-2 Ubuntu 9.04系統與伺服器管理大全

9806 陳洪彬, 彭珊珊, 謝曉娜編 978-986-6382-20-8 Linux指令集之實用技術詳解

9807 酆士昌編著 978-986-6382-21-5 Linux Fedora 11系統與架站詳解

9807 黃新峰, 陳子建, 葉宇霖編 978-986-6382-23-9 輕鬆學會Flash ActionScript 3.0程式設計

9807 謝勝雄編著 978-986-6382-24-6 嵌入式路由器與網站伺服器之深度實作

9809 范文慶, 周彬彬, 安靖編著 978-986-6382-25-3 精通Windows API: 函數、介面、程式設計實例

9807 Iris. Liu編著 978-986-6382-26-0 Access資料管理系統: 商業資料管理的利器

9808 桂思強編著 978-986-6382-27-7 Access 2007實戰&主從架構問答

9808 林韋宏等編著 978-986-6382-28-4 數位多媒體系統概論

9810 李昊, 傅曦編著 978-986-6382-29-1 精通Visual C++指紋模式識別系統演算及實作

9811 莊育維編著 978-986-6382-30-7 Facebook與funP應用程式設計

9809 陳明熒編著 978-986-6382-31-4 單晶片8051 IAR C實作入門

9807 黃豐原編著 978-986-6382-32-1 計算機概論總複習講義大全

9808 電腦技能基金會編著 978-986-6382-33-8 Visual Basic實力養成暨評量

9808 吳永進, 林美櫻編著 978-986-6382-34-5 AutoCAD 2010特訓教材. 基礎篇

9808 吳崇瑋編著 978-986-6382-35-2 MAYA上帝の藝術

9812 蔡明貴編著 978-986-6382-36-9 電腦備份王. 2, Clonezilla live! 1.2.1

9808 周伯恆編著 978-986-6382-37-6 Hyper-V虛擬化技術101問

9809 耿衛東, 陳為編著 978-986-6382-38-3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9808 電腦技能基金會編著 978-986-6382-39-0 Dreamweaver CS4實力養成暨評量

9808 蔡哲明編著 978-986-6382-40-6 PhotoImpact影像處理Fun手做

9809 陳國添編著 978-986-6382-41-3 電腦選購 組裝 升級 調校

9809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978-986-6382-42-0 HTML實力養成暨評量

9810 李家豪編著 978-986-6382-44-4 盡情看我3ds Max 2009建模法. 基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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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凱德設計編著 978-986-6382-45-1 Pro/ENGINEER模具設計師. 分模特訓篇

9809 劉晉彰編著 978-986-6382-46-8 最新圖文組版: 文字處理學術科解析

9809 李廷圭編著 978-986-6382-47-5 JAVA SE6程式設計基礎與實習手冊

9809 劉建成編著 978-986-6382-48-2 南方天空: 美女寫真攝影

9809 李威和編著 978-986-6382-49-9 網路應用程式開發: 使用Google App Engine雲端運

算

9809 采風設計苑編著 978-986-6382-50-5 輕鬆學網頁設計三合一: PhotoImpact X3、Flash

CS4、Dreamweaver CS4

9810 需仁編著 978-986-6382-51-2 fun心玩攝影

9809 張哲榮編著 978-986-6382-52-9 整合Excel2007樞紐分析表與Access2007資料庫

9812 周建國, 呂娜編著 978-986-6382-53-6 Photoshop影像編修與設計

9810 董士偉, 林明璋, 洪才庭編 978-986-6382-54-3 .NET通訊介面開發與應用

9809 余忠潔編著 978-986-6382-55-0 最新計算機概論總複習: 考前60天複習日記

9809 楊東海, 侯希長編著 978-986-6382-56-7 最新數位邏輯總複習高分講義

9809 吳永進, 林美櫻編著; 電腦

技能基金會策劃

978-986-6382-58-1 AutoCAD 2010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9811 慷齊資訊編著 978-986-6382-59-8 Windows 7全新出擊

總計: 74種 74冊

游經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14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301號4樓

 E-

mail:csyu@mail.cksh.tp.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游經祥, 游經順講述 978-957-41-6907-8 周易四傳集註心性釋義

總計: 1種 1冊

童綜合醫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011467

郵遞區號:43503 地址:臺中縣梧棲鎮中棲路

一段699號

 E-mail:a22016761@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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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葉哲源等訪談紀錄 978-986-85708-0-1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創院院長: 童瑞

欽的故事

總計: 1種 1冊

就是文化 連絡人: 電話:(02)89315689 傳真:(02)86638291

郵遞區號:11682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一段55巷27弄18號2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閆燕著 978-986-6517-11-2 解決力: 沒有解決力,就沒有執行力

9901 海爾作 978-986-6517-12-9 感動力: 沒有感動力.就沒有共鳴力

9902 閆燕著 978-986-6517-13-6 執行力: 沒有執行力.就沒有成功力

9903 雨樺著 978-986-6517-14-3 愛の性福: 讓性在愛河中揚起幸福的帆

9903 韓明媚著 978-986-6517-15-0 學習力: 沒有學習力.就沒有競爭力

總計: 5種 5冊

敦煌 連絡人:蕭湘芸 電話:(02)87925001ext517 傳真:(02)87925026

郵遞區號:1149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堤頂大

道一段207號

 E-

mail:susanhsiao@cavesbooks.c

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鄧運怡, 謝柏均, Erin King

作

978-957-606-647-4 敦煌全民英檢初級全真模擬試題試題合訂本

9806 莫君文總編輯 978-957-606-648-1 NEW TOEIC閱讀題庫大全

9808 蘇珊著 978-957-606-649-8 KK & phonics easy go!

9809 鄧運怡試題撰寫.解析 978-957-606-650-4 敦煌全民英檢初級聽說全真模擬試題

9808 金智恩等合著 978-957-606-651-1 NEW TOEIC聽力題庫大全(解析本全5回)

9809 E. Desfosses著 978-957-606-652-8 Les cles du francais. 1, bases phonetiques

總計: 6種 6冊

善立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79578

郵遞區號:40653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崇德路

二段128號5樓-5

 E-

mail:sunlit@mars.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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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蕭瑞益執行編輯 978-957-97681-3-9 善立心.關懷情: 兒童戲劇欣賞暨故事創作比賽徵

文得獎作品專輯. 2009 年

總計: 1種 2冊

普林斯頓國際 連絡人:謝卉婷 電話:(02)22900319ext333 傳真:(02)89902547

郵遞區號:24889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股工

業區五工三路116巷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澤義, 劉祥熹編著 978-986-6534-37-9 國際企業管理: 理論與實際

總計: 1種 1冊

普陀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連珮秀 電話:(02)23435680 傳真:(02)23560480

郵遞區號:1009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林森南

路142號12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高仰崗編輯 978-986-83065-5-4 現代往生實錄

總計: 1種 1冊

勞委會 連絡人:邱欣怡 電話:(02)85902861 傳真:(02)85902910

郵遞區號:10346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延平北

路二段8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

練局編輯小組編

978-986-02-0835-1 人資創新 企業起飛: 人力創新獎案例專刊. 第五屆

981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編 978-986-02-1193-1 勞工生活及就業狀況調查. 98年

總計: 2種 4冊

勞委會中彰投就服中心 連絡人:林聖國 電話:(04)23500586ext217 傳真:(04)23581128

郵遞區號:407 地址:臺中市工業區一路100

號

 E-

mail:kcchen@jobmail.evta.gov.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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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精湛民意調查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執行

978-986-02-0416-2 中彰投地區觀光產業就業服務需求調查. 98年度

總計: 1種 2冊

勞委會桃竹苗就服中心 連絡人:賴燕玲 電話:(03)3333005ext203 傳真:(03)3390541

郵遞區號:33042 地址:桃園市南華街9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86-02-0849-8 多元樂活書. 2009

總計: 1種 2冊

勞委會勞安所 連絡人:林雲卿 電話:(02)26607600ext238 傳真:(02)25451048

郵遞區號:2214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橫科路

407巷99號

 E-mail:linyc@mail.ios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石東生著 978-986-01-9747-1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年報. 97年

總計: 1種 2冊

勞委會雲嘉南就服中心 連絡人:黃宜玲 電話:(06)2354533 傳真:(06)2354182

郵遞區號:70142 地址:臺南市東區衛民街19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旺庭總編輯 978-986-02-1880-0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重點輔導單位成

功案例: 希望種子. 98年

9812 蔡旺庭總編輯 978-986-02-1881-7 乘風.飛揚: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成果

專冊. 98年度

總計: 2種 4冊

勞委會職訓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57302

郵遞區號:10346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延平北

路二段8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

練局編輯小組編輯

978-986-02-1606-6 群聚學習 產業升級: 協助企業人力資源提升聯合

型計畫案例分享專輯. 98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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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

練局編輯小組編輯

978-986-02-1770-4 立即充電計畫案例分享專輯. 98年度

9812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

練局編

978-986-02-2262-3 身心障礙者勞動狀況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98年

總計: 3種 7冊

富春文化 連絡人:邱志杰 電話:(02)86608461 傳真:(02)27679176

郵遞區號:2344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環河西

路二段223號5樓之2

 E-

mail:chiou@mail2000.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素珍著 978-986-7023-14-8 歷屆學測、指考國文考科新型寫作試題析論

總計: 1種 1冊

富瑞奇文化 連絡人:石硯柔 電話:(03)3218933 傳真:(03)3218933

郵遞區號:33899 地址:桃園縣郵政第9-22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憶如著 978-986-84218-3-7 做個城市農夫,賺更多!

總計: 1種 1冊

裕隆汽車 連絡人:陳名珊 電話:(037)871801ext1131 傳真:(037)874982

郵遞區號:36743 地址:苗栗縣三義鄉西湖村

伯公坑39之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裕隆汽車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著]

978-986-80728-6-2 木雕風華: 第十三屆裕隆木雕創新獎特輯. 2009

總計: 1種 2冊

菁品文化 連絡人:林建成 電話:(02)22235029 傳真:(02)22234544

郵遞區號:2354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員山路

502號8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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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8 牧之編著 978-986-7081-98-8 性格決定命運

9608 吳章鴻編著 978-986-7081-99-5 為自己創造品牌: 從平凡跨入卓越的56個道理

9611 趙濤編著 978-986-6773-11-2 快樂,跟我ㄧ起來!: 愛.寬容.告別抑鬱與焦慮

9611 牧之編著 978-986-6773-13-6 上班族身心健康書. 職場篇

9810 月星編著 978-986-6404-21-4 心境開闊的秘密: 增長智慧的佛教小故事

9810 華品編輯部編著 978-986-6404-22-1 敲機器一下就得到一千英鎊: 給孩子一生的財富:

知識無價的價值觀

9812 華森著; 王華夏譯 978-986-6404-27-6 諾貝爾家教: 諾貝爾獎得主的培養方法和家教秘

訣

9812 小林慧美編著 978-986-6404-28-3 50歲的健康生活: 別讓身體衰老下去

9812 華品編輯部編著 978-986-6404-32-0 兩次摔倒的驢子: 給孩子一生的財富: 做人不能投

機取巧

9811 華品編輯部編著 978-986-6404-33-7 如何把丟出去的雞毛都收回來?: 給孩子一生的財

富: 謹慎自己的言語

9901 萬劍聲著 978-986-6404-34-4 暢行天下的做事厚黑心計: 給你■做事圓滿■的9

個準則

9901 郝仁編著 978-986-6404-35-1 做人必須擁有的7張底牌

9901 李國強編著 978-986-6404-36-8 每天成長一點點: 改變我們一生的心態

9901 姜華編著 978-986-6404-37-5 女性智慧書: 有智慧的女人最幸福

9902 賀德輝編著 978-986-6404-38-2 如何讓老闆肯定你的工作效率

9902 郝世編著 978-986-6404-39-9 做事必須擁有的7張王牌

9902 小林慧美編著 978-986-6404-40-5 身心活化術: 有效的壓力自癒力

9902 杜大寧編著 978-986-6404-41-2 風水的常識與應用

9901 賀德輝編著 978-986-6404-42-9 如何讓老闆喜歡你的工作態度: 態度改變,你的習

慣跟著改變

9902 朱紅梅, 水淼著 978-986-6404-45-0 好媽媽教出好孩子: 給孩子的100封信

9901 華品編輯部編著 978-986-6404-46-7 油田不見了: 給孩子一生的財富: 有開闊的心有開

闊的世界

9902 華品編輯部編著 978-986-6404-47-4 放棄獲得諾貝爾獎的機會: 給孩子一生的財富: 美

好的道德價值和理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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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姜華編著 978-986-6404-50-4 看見快樂的智慧書

總計: 23種 24冊

華一文教 連絡人:廖郁琇 電話:(02)23113636ext218 傳真:(02)23882228

郵遞區號:1004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公園路  E-mail:s720512@her-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376-15-3 赫哲數理資優黃金專題講座: 1-4對數函數.1-5對數

應用

9901 赫哲數學編輯委員會編輯 978-986-6376-16-0 赫哲數理資優黃金專題講座: 1-1指數運算.1-2指數

函數.1-3對數運算

總計: 2種 2冊

華立圖書 連絡人:林玉香 電話:(02)32341194 傳真:(02)22212085

郵遞區號:23671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忠義路  E-mail:maggie@jolih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徐珍娟著 978-957-784-239-8 飛翔的時刻: 克可.麥肯(Kirke Mechem)合唱作品指

揮詮釋暨情境式舞台 設計之探討

總計: 1種 1冊

華成圖書 連絡人:陳嘉蕙 電話:(02)23921167ext722 傳真:(02)23217554

郵遞區號:1005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南

路一段50-2號7樓

 E-mail:fars-

hc@farsee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連上賀文.攝影 978-986-192-071-9 馬爾他: 地中海上的十字星

9901 Lisa, Tiffini文.攝影 978-986-192-072-6 脫下高跟鞋!WWOOF紐西蘭打工旅遊

9902 張文華著 978-986-192-073-3 健康100問,不可不知的錯誤觀念: 100則問題,導正

似是而非的醫療觀念

9902 黃姝妍文.攝影 978-986-192-074-0 斯德哥爾摩,創意出沒!

9903 林佳樺文.攝影 978-986-192-075-7 荷蘭: 流行.時尚.設計

9903 王晶盈文.攝影 978-986-192-076-4 給島嶼的華爾滋

總計: 6種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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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杏 連絡人:陳嘉蕙 電話:(02)23921167ext722 傳真:(02)23217554

郵遞區號:1005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南

路一段50-2號7樓

 E-

mail:farsedit@ms4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謝伯潛作 978-986-194-121-9 新護理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9810 徐明洸作 978-986-194-125-7 新護理師捷徑. 十一, 病理學

9810 林笑作 978-986-194-129-5 新護理師捷徑. 一, 護理行政

9810 徐明葵作 978-986-194-130-1 新護理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理

9901 張元玫等作 978-986-194-132-5 早產兒護理實務

9902 宋文娟, James Timothy

Allen, 鄭偉奇作

978-986-194-134-9 醫務人員英語通

9901 Jia-Jing Jien 978-986-194-136-3 Research Collection

總計: 7種 7冊

華品文創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16735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57號13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吳曉波著 978-986-85927-1-1 大敗局

9901 吳曉波著 978-986-85927-0-4 大敗局

9904 顏艾琳著 978-986-85927-4-2 微美

總計: 3種 6冊

華香園 連絡人:施弘國 電話:(02)26602612 傳真:(02)26601010

郵遞區號:11088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山路

287巷11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姜樹興編著 978-957-524-283-1 動物營養學原理

總計: 1種 2冊

華泰 連絡人:劉瑋珍 電話:(02)21621217ext191 傳真:(02)87910307

郵遞區號:1067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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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陳振祥, 李吉仁作 978-957-609-771-3 企業概論: 本質.系統.應用

9809 邵靄如, 曾妙慧, 蔡惠玲著 978-957-609-772-0 健康保險

9901 張有恆作 978-957-609-773-7 現代運輸學

9901 陳澤義著 978-957-609-774-4 服務管理

9901 薛立言, 劉亞秋作 978-957-609-775-1 債券市場概論

9901 陳文賢, 陳靜枝著 978-957-609-776-8 管理科學: 作業研究與電腦應用

9901 陳澤義, 張宏生著 978-957-609-777-5 服務業行銷

9901 Moriarty, Mitchell, Wells著;

陳尚永編譯

978-957-609-778-2 廣告學

9809 張紘炬作 978-957-609-779-9 抽樣方法與調查分析: 理念  設計  分析  實例

9901 黃恆獎, 王仕茹, 李文瑞著 978-957-609-781-2 管理學

9901 吳嘉勳著 978-957-609-784-3 會計學概要

9901 Paul Robin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著; 林柏生等譯

978-957-609-785-0 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

9901 Robert M. Grant作; 劉恆逸 978-957-609-786-7 現代策略管理

9901 Paul Robin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著; 林柏生等譯

978-957-609-787-4 國際金融

9901 Gary Armstrong, Philip Kotler

著; 張逸民譯

978-957-609-789-8 行銷學

9812 楊致遠等合著 978-957-609-790-4 新發現的保險藍海

9901 張有恆作 978-957-609-791-1 現代物流管理: 物流與供應鏈整合

9901 吳嘉勳作 978-957-609-792-8 會計學概要習題解答

9902 Judy Strauss, Raymond Frost 978-957-609-796-6 網路行銷概論

9902 S. Tamer Cavusgil, Gary

Knight, John R. Riesenberger

作; 彭玉樹, 楊國彬, 欒錦榮

978-957-609-798-0 國際企業: 策略、管理與當代實務

9901 凌■寶, 陳森松作 978-957-609-799-7 人身風險管理

總計: 21種 22冊

華格那企業 連絡人:蔡小萍 電話:(04)22857299ext301 傳真:(04)2285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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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0254 地址:臺中市南區仁義街21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412 趙叔蘋著 978-986-7176-17-2 影響臺中市國中、小學童身心健康因素之探討:

以Antonovsky之SOC量表 及體能檢測為依據

9808 洪毓美等合著 978-986-6680-96-0 休閒與運動人力資源管理

9812 郭嘉信等合著 978-986-6335-17-4 食品微生物學

9812 邱金松等編著 978-986-6335-24-2 體育行政概論

9811 陳建志, 薛慧平, 張冠萫編 978-986-6335-25-9 兒童產業概論與實務

9812 鄭彩君, 洪佳慧合著 978-986-6335-26-6 職能治療師考試秘笈. 4, 心理職能治療學: 精選題

庫

9812 鄭彩君, 洪佳慧合著 978-986-6335-27-3 職能治療師考試秘笈. 四, 心理職能治療學: 精選

重點整理

9903 陳德昇等編著 978-986-6335-29-7 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

9903 林以凱等合著 978-986-6335-34-1 幼托機構經營與管理

9902 德霖技術學院通識教育中

心編

978-986-6335-36-5 臺灣社會文化暨區域發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902 陳翰裕, 劉明豊著 978-986-6335-37-2 物理治療師考試秘笈. 第五冊, 操作治療學與義肢

裝具及輔具學: 精選題 庫

9902 陳翰裕, 劉明豊著 978-986-6335-38-9 物理治療師考試秘笈. 第五冊, 操作治療學與義肢

裝具及輔具學: 精選重點整理

9902 楊金修編著 978-986-6335-39-6 物理治療師考試秘笈. 第七冊, 骨科疾病物理治療

學: 精選重點整理

9902 楊金修編著 978-986-6335-40-2 物理治療師考試秘笈. 第七冊, 骨科疾病物理治療

學: 精選題庫

9902 潘明珠等合著 978-986-6335-42-6 休閒行銷管理學

9902 蔡明松等合著 978-986-6335-43-3 新編化學實驗

9902 楊志良等編著 978-986-6335-46-4 健康保險

9902 張立德等合著 978-986-6335-47-1 免疫學

9902 劉伯康, 虞積凱合著 978-986-6335-48-8 食品科學專業英文

9902 蕭蓉禎等編著 978-986-6335-50-1 體重控制

總計: 20種 2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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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技術學院室設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415160

郵遞區號:23568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工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華夏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

編輯

978-986-80146-2-6 銀髮族樂活空間之設計與規劃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華視 連絡人:梁世明 電話:(02)27756858 傳真:(02)27756852

郵遞區號:1061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何志峰編著 978-957-572-295-1 國際市場分析

9902 劉瀚宇編著 978-957-572-296-8 智慧財產權法

9902 王皋雄編著 978-957-572-297-5 系統分析與設計

9902 賴振昌編著 978-957-572-298-2 成本會計概要

9902 葉論啟編著 978-957-572-299-9 國文

9902 張海清編著 978-957-572-300-2 資料處理

9902 廖文豪, 呂秀濱編著 978-957-572-301-9 網際網路應用

9902 田麗珠編著 978-957-572-302-6 稅務會計

9902 李宏志編著 978-957-572-303-3 財務管理

9902 康蕙芬著 978-957-572-304-0 國際貿易實務

9902 閻瑞彥編著 978-957-572-305-7 企業個案研討

9902 林左裕編著 978-957-572-306-4 期貨與選擇權

9902 黃雅琳編著 978-957-572-307-1 國際貿易英文

9902 方國榮編著 978-957-572-308-8 證券市場

9902 李麒麟編著 978-957-572-309-5 網路行銷

9902 鄭傳傑, 陳怡蓁編著 978-957-572-310-1 英文作文

9902 廖宜隆, 林慧潞編著 978-957-572-311-8 商用英文

9902 魏中瑄編著 978-957-572-312-5 英語會話

9902 郭芳美編著 978-957-572-313-2 臺灣歷史與文化

9902 許銘福, 楊成福, 鄭廳宜編 978-957-572-314-9 證券經營與實務

9902 羅文坤編著 978-957-572-315-6 廣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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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鍾滄榮等著 978-957-572-316-3 外匯操作實務

9902 謝俊宏, 黃孟儒, 鄭玄宜編 978-957-572-317-0 人力資源管理

總計: 23種 23冊

華都文化 連絡人:陳嘉蕙 電話:(02)23921167ext722 傳真:(02)23217554

郵遞區號:1005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南

路一段50-1號4樓

 E-mail:fars@ms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周俊良等作 978-986-6860-30-0 幼兒特殊教育導論

9901 劉仁民, 楊明青作 978-986-6860-61-4 觀光領隊導遊實務

9812 顏建賢作 978-986-6860-64-5 長宿休閒導論

9812 施上粟作 978-986-6860-65-2 生態旅遊: 保育、水利與環境

9902 Richard F. Mull, Brent A.

Beggs, Mick Renneisen作; 王

978-986-6860-66-9 休閒設施規劃與管理

9901 陳清河, 蕭仕榮作 978-986-6860-67-6 導遊領隊考試捷徑

9901 陳瑩玲作 978-986-6860-68-3 實用幼兒生理學

9902 邱忠本作 978-986-6860-71-3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總計: 8種 8冊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

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633173

郵遞區號:22301 地址:臺北縣石碇鄉豐田村

華梵路1號

 E-mail:hec@cc.hf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張國城著 978-986-6768-16-3 兩岸關係概論

9809 吳嘉陵著 978-986-6768-17-0 水墨欣賞

9809 陳娟珠著 978-986-6768-18-7 人文.禪畫.華梵教育

總計: 3種 3冊

華梵大學曉雲法師研究

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63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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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2301 地址:臺北縣石碇鄉豐田村

華梵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華梵大學九十七級中文

系、佛學系學生著

978-986-6768-14-9 華梵采風.經典對話

總計: 1種 1冊

華晶企業 連絡人:劉鳳旦 電話:(03)4257958ext12 傳真:(03)4225842

郵遞區號:32041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長江路

100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釋如濟著 978-986-84666-2-3 大方廣圓覺修多羅了義經 維摩詰所說不可思議解

脫經

總計: 1種 1冊

華語文基礎教學研究社 連絡人:何文蓉s 電話:0910835493 傳真:

郵遞區號:11610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秀明路

一段79巷7弄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華葉, 何生作 978-986-85863-0-7 學華語實用資料表冊

總計: 1種 2冊

華樂絲語文顧問 連絡人:吳叔鳳 電話:(03)6686742 傳真:(03)5795632

郵遞區號:30064 地址:新竹市高翠路67-1號  E-mail:training@wallace.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Steve Wallace 978-986-85379-1-0 How to attend,speak or present a poster at an academic

conference

9809 Steve Wallace 978-986-85379-2-7 How to present confidently in English in 18 weeks

總計: 2種 2冊

超邁文化國際 連絡人:林依秀 電話:(02)23320430ext21 傳真:(02)2332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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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7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西

路一段150號4樓之4

 E-mail:edit-

sm@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維琪.漢德瑞克斯(Vicki

Hendricks)著; 郭筱云譯

978-986-84619-6-3 殘酷遊戲

總計: 1種 1冊

菜根香 連絡人:楊國顯 電話:(07)3552582 傳真:(07)3545051

郵遞區號:81164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三

路160巷4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楊國顯編著 978-986-85802-0-6 臺語字廋讔錄

9902 楊國顯編著 978-986-85802-1-3 咱的地方咱的謎

9903 楊國顯編著 978-986-85802-2-0 體運語彙臺謎鑑

9904 楊國顯編著 978-986-85802-3-7 燈謎天方夜譚

總計: 4種 4冊

博大國際文化 連絡人:洪月秀 電話:(02)27690599 傳真:(02)27533660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愛國西

路9號5樓

 E-

mail:yshong99@ms4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大■作 978-986-85209-2-9 三千年花寶

總計: 1種 2冊

博物園國際 連絡人:紀惠真 電話:(04)22233723 傳真:(04)22231622

郵遞區號:40444 地址:臺中市北區雙十路一  E-mail:jhj@pma-mp.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玲毅主編 978-986-85664-0-8 雙十年華: 臺中市『雙十文化流域』古蹟暨歷史

建築教育手冊(國小高年 級版)

9812 吳玲毅總編輯 978-986-85664-1-5 雙十散策: 臺中市『雙十文化流域』導覽解說手

冊

總計: 2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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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揚文化 連絡人:吳秀卉 電話:(02)22888607 傳真:(02)28237374

郵遞區號:24762 地址:臺北縣蘆洲市長安街

269號3樓

 E-

mail:boyoung@tpts6.seed.net.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博揚文化編輯部編著 978-986-6543-25-8 臺灣百年生活圖錄. 第一輯, 廣告時代

總計: 1種 1冊

博雅書屋 連絡人:曾湘怡 電話:(02)27055066ext842 傳真:(02)2706610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339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斯提凡.博爾曼(Stefan

Bollman)著; 張蓓瑜譯

978-986-6614-44-6 寫作的女人生活危險

9812 康笑菲著; 姚政志譯 978-986-6614-45-3 狐仙

9811 梁漱溟口述; 艾愷採訪 978-986-6614-46-0 這個世界會好嗎?

9811 張振華著 978-986-6614-47-7 賽局好好玩!

9811 戴娜.柯曼(Dana Kollmann)

著; 陳岳辰譯

978-986-6614-48-4 千萬別吸死人的手: CSI的奇妙探險

9812 愛麗莎.史密斯(Alisa Smith),

詹姆.麥金諾(J. B.

978-986-6614-49-1 打造樂活吃的幸福: 一個樂活/環保/減碳的吃的革

命

9812 耶爾多.楊.德倫特(Jelto Jan

Drenth)著; 施輝業譯

978-986-6614-50-7 孕育之源: 女人性器官的真相與神話

9812 伊萊恩.丹頓(Elaine Dundon)

著; 陳勁, 姚威譯

978-986-6614-51-4 你有種創新嗎?

總計: 8種 8冊

博誌文化 連絡人:劉慧楨 電話:(02)26962869ext224 傳真:(02)26962867

郵遞區號:22102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新臺五

路一段112號10樓A棟

 E-mail:celia@drmaste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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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藤俊成著; 博誌文化, 黃

佩雯編譯

978-986-210-014-1 開間賺錢餐飲店: 店鋪成功開業與經營鐵則

9901 圓圓著 978-986-210-015-8 教出快樂的孩子

9902 李志男等著; 博誌文化譯 978-986-210-016-5 好好畫!跟著學也能成為創意手繪達人

總計: 3種 3冊

博碩文化 連絡人:劉慧楨 電話:(02)26962869ext224 傳真:(02)26962867

郵遞區號:22102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新臺五

路一段112號10樓A棟

 E-mail:celia@drmaste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銳藝視覺編著 978-986-201-143-0 36例學Photoshop CS3核心技術與特效設計

9811 李承一, 李鍾旭著; 博碩文 978-986-201-275-8 質感勝出!讓人亮眼的簡報美學養成術

9811 金惠京著; 博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276-5 不一樣的創作設計風格

9812 ArtTone視覺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201-277-2 跟大自然學配色

9811 江家頡, 陳怡均作 978-986-201-278-9 Visual C  2008網

路遊戲

程式設

9811 江家頡, 李長沛作 978-986-201-280-2 Visual Basic 2008網路遊戲程式設計

9812 吳睿紘作 978-986-201-281-9 圖解資料結構: 使用JAVA

9812 朴惠讚, 洪正起著; 博碩文 978-986-201-282-6 這樣拍我家寶貝最可愛

9812 林花蓮著; 博碩文化, 郭淑

慧編譯

978-986-201-283-3 裝潢我的網路商店: 設計出吸引人氣的網購商品

eDM

9812 ユルユラデザイン, 奧山■

史著; 博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284-0 打開就能用的整站網頁設計範例集

9901 潘俊毓作 978-986-201-285-7 Excel 2007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9901 陳東偉作 978-986-201-286-4 Internet網路實務與應用

9812 デザインラボ編集部編; 博

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287-1 Web Design的不變準則: 版面、配色、CSS及動態

技術之專業技巧

9812 酆士昌著 978-986-201-288-8 Windows 7從入門到精通

9901 陳佩婷作 978-986-201-290-1 Flash CS4動畫設計應用集

9901 賈蓉生, 吳宗靜, 施嘉佶作 978-986-201-289-5 精緻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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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宮本幸男, みやもとのぶこ

著; 博碩文化, 游韻馨編譯

978-986-201-291-8 給設計師的創意彩繪與CG設計典: 30套x158種

Photoshop+Illustrator設 計與技術點子

9901 久米原■, 上田浩著; 博碩 978-986-201-292-5 Wireshark網路協定分析與管理

9901 Ken Nah著; 博碩文化, 郭淑 978-986-201-293-2 設計要怎麼思考: 培養設計創新的意識!

9901 陳湘揚作 978-986-201-294-9 電子商務概論: 管理與技術

9901 Pearl Studio, Baek Cheul-min

著; 博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295-6 圖解人像攝影大全: 人物攝影的構圖.測光和曝光

9901 鞠海編繪 978-986-201-296-3 專業包裝設計應用精選

9901 Mac Fan編集部著; 博碩文 978-986-201-297-0 Mac萬事通: Snow Leopard完整大活用

9902 金炯傑, Well Planning著; 博

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298-7 攝影師的人像棚拍技巧!: 光與影的完美搭配

9901 白種守著; 博碩文化, 簡郁 978-986-201-299-4 構圖!: 挑動視覺美感的攝影構圖

9901 陳祥輝著 978-986-201-300-7 SQL Server 2008資料庫設計與應用

9902 ワ一クスコ一ポレ一ショ

ン書籍編集部編著; 博碩文

978-986-201-301-4 打開設計師的點子百寶箱: 字意傳達x創意LOGOx

滿分技巧x圖表Plusx活用素材720

9902 白種守著; 博碩文化, 鄭瑾 978-986-201-304-5 曝光!舞動光影明暗的攝影曝光

9903 Lee Jae-Jin著; 博碩文化編

譯

978-986-201-305-2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攝影玩家非學不可的數

位編修技

9903 eye4u視覺設計工作室編著 978-986-201-307-6 美感版式設計: 文字與圖的對話

9903 Ken Nah等著; 許乃云譯 978-986-201-308-3 設計要怎麼企劃: 培養設計創新的執行力!

9903 古川順平著; 博碩文化編譯 978-986-201-313-7 Excel VBA與資料庫整合大活用

總計: 32種 33冊

博識圖書 連絡人:李皖萍 電話:(02)83691198ext25 傳真:(02)83691200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漢口街

一段85號11樓之9

 E-

mail:lillianlee@jwbook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王陸, 祁連山著 978-986-84847-2-6 IELTS字彙考前衝刺. 閱讀篇

9805 王陸著 978-986-84847-3-3 IELTS字彙考前衝刺. 口語篇

9902 Jeff Kinney作; 賴慈芸譯 978-986-84847-4-0 遜咖日記: 葛瑞不能說的秘密

9807 王陸著 978-986-84847-5-7 IELTS字彙考前衝刺. 寫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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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Gene Corwin, Gary Joseph

Grappo, Adele Lewis編著; 林

978-986-84847-6-4 如何寫好英文履歷

9812 Jeff Kinney作; 賴慈芸譯 978-986-84847-7-1 遜咖日記: 改造葛瑞大作戰

9901 Dr.Lin Lougheed著; 游懿萱 978-986-84847-8-8 TOEFL iBT階段式托福寫作

總計: 7種 7冊

彭啟修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732507

郵遞區號:1069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

路308巷42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彭啟修作 978-957-41-6999-3 建築開發企劃與管理

總計: 1種 1冊

彭蒙惠英語 連絡人:林慧雲 電話:(02)25338082ext521 傳真:(02)25326406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街

62巷10號

 E-mail:gracelee@ortv.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978-986-6497-02-5 英語萬花筒

9901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978-986-6497-03-2 Animal tales樂.片語. 1

9902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978-986-6497-04-9 40天英語聽說秘笈. I

9901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978-986-6497-05-6 Animal tales樂.片語. 2

9901 葉薇心, 楊淑清作 978-986-6497-07-0 一生的朋友 彭蒙惠

9901 葉薇心, 楊淑清作 978-986-6497-06-3 一生的朋友 彭蒙惠

9902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978-986-6497-08-7 40天英語聽說秘笈. II

總計: 7種 10冊

黃士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60 地址:苗栗縣苗栗市新英里

天祥76號

 E-mail:sifan-

626@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黃士芳作 978-957-41-6892-7 臺風衍: 黃士芳手繪珠寶作品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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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中泰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14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建國路

223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中泰作 978-957-41-6673-2 黃中泰水墨人物畫集

總計: 1種 2冊

黃有志 連絡人: 電話:(07)7172930ext3500 傳真:(07)7219054

郵遞區號:80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

路116號

 E-

mail:t1313@nknucc.nknu.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有志編著 978-957-41-6824-8 寵愛一生: 生命教育與寵物關懷

總計: 1種 3冊

黃書恆建築師事務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66365868

郵遞區號:11049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五段150

巷2號17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黃書恆作 978-986-85674-0-5 風雲起: 黃書恆建築師.玄武設計雋品集

總計: 1種 1冊

黃裕凱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052730

郵遞區號:24350 地址:臺北縣泰山鄉明志路

二段346號1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黃裕凱編譯 978-957-41-6988-7 法律倫理基本文件

總計: 1種 1冊

黃嘉勝 連絡人:黃嘉勝 電話:(04)22183490 傳真:(04)22183480

郵遞區號:40306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路140  E-mail:hcs@mail.nt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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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黃嘉勝主編 978-957-41-6817-0 黃嘉勝創意生活攝影創作集

總計: 1種 1冊

棋茵 連絡人:楊菊韻 電話:(02)86616672 傳真:(02)29393415

郵遞區號:11644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光輝路

112巷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柯金樹, 潘文良作 978-986-85315-3-6 長方紙摺盒子

總計: 1種 1冊

雲林同鄉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872770

郵遞區號:63847 地址:雲林縣麥寮鄉麥津村

中山路31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邱清麗總編輯 978-986-81002-2-0 全國雲林金篆獎書法比賽集. 2009第三屆

總計: 1種 1冊

雲林科大通識教育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5312052

郵遞區號:64002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

三段1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周文祥總編輯 978-986-02-2306-4 新世紀生命教育發展之趨勢與願景: 生命教育是

心與心的傳遞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雲林科大數媒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5312169

郵遞區號:64002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

三段123號

 E-mail:linjm@yuntech.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數位媒

體設計系編

978-986-02-0466-7 社教館所內容創意設計競賽歷屆得獎作品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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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濱海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王麗娟 電話:(06)7862625 傳真:(06)7861234

郵遞區號:727 地址:臺南縣北門鄉北門村

舊珵119號

 E-mail:m240@mail.swcoast-

ns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02-1586-1 王爺祭: 鹽鄉信仰的故事

總計: 1種 2冊

雲縣文化局 連絡人:張心怡 電話:(05)5327613ext111 傳真:(05)5347101

郵遞區號:630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

三段310號

 E-mail:limi@hp2.ylccb.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張益贍總編輯 978-986-01-9685-6 跟著文化去旅行: 濁水溪南岸風情社區旅遊書

總計: 1種 2冊

雲縣府 連絡人:何小姐 電話:(05)5327613ext130 傳真:(05)5353790

郵遞區號:640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雲林路

二段5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夏嘉梅計畫主持 978-986-02-0629-6 北港歷史街區與週邊文化景點觀光導覽系統規劃

與細部設計

9812 林煒璋, 吳雅琳文; 林煒璋 978-986-02-0837-5 松鼠多多的枕邊故事

9812 裡子圖.文 978-986-02-0838-2 大眼弟找寶貝

9812 裡子圖.文 978-986-02-0839-9 真的好長

9812 陳素蓮, 廖翊帆圖; 陳素蓮 978-986-02-0840-5 流浪狗小黃

9812 白珮綾圖.文 978-986-02-0841-2 我跟你們好

9812 黃研嘉圖.文 978-986-02-0842-9 老榕公公

9812 施儀姍圖.文 978-986-02-0843-6 虎爺的故事

9812 黃雅楓文; 黃雅楓, 顏淑靜 978-986-02-1578-6 遇見幸福的貝比

9812 吳昱■圖.文 978-986-02-1579-3 借屍還魂

9812 葉碧桃圖.文 978-986-02-1580-9 桃花源心房子: 悲痛背後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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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葉秋萍等圖; 邱月鳳文 978-986-02-1581-6 鑿井的由來

9812 陳素蓮, 廖翊帆圖; 陳素蓮 978-986-02-1582-3 七欠港尾武術傳奇

9812 張黎明計畫主持 978-986-02-1697-4 北港鎮傳統藝術推廣與策展活動計畫成果報告

9812 許士能, 廖世冠著 978-986-02-1698-1 笨港老照片: 打開笨港人的時空驕傲

9812 台西藝術協會圖.文 978-986-02-1809-1 大家來種樹: 萬樹如意

9812 陳益源主編 978-986-02-2106-0 雲林文獻. 第五十一輯

9812 展智創意策略設計有限公

司執行

978-986-02-2188-6 北港傳統藝術學苑整體規劃、細部設計與人力培

育計畫

9812 展智創意策略設計有限公 978-986-02-2189-3 北港鎮店家博物館規劃與細部設計計畫

總計: 19種 38冊

雲縣溪州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5336584

郵遞區號:64002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

三段3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煒璋圖; 葉碧桃, 林煒璋 978-986-85952-0-0 下雨天的遊戲

總計: 1種 4冊

雲縣新吉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6329971

郵遞區號:63255 地址:雲林縣虎尾鎮新吉里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丁萬復主編 978-986-85739-0-1 虎尾鎮新吉里布家金獅陣

9812 丁萬復主編 978-986-85739-1-8 虎尾新吉里社區營造成果專輯

總計: 2種 6冊

揚智文化 連絡人:閻富萍 電話:(02)86626826ext115 傳真:(02)26647633

郵遞區號:2220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三段260號8樓

 E-mail:fupen@ycr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林仁和著 978-957-818-928-7 商業心理學

9901 林欽榮著 978-957-818-932-4 消費者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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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Helen Breen, Nerilee Hing等

著; 賴宏昇譯

978-957-818-933-1 博奕產業發展: 亞太地區的發展與影響

9902 廖慶樑編著 978-957-818-936-2 臺灣茶聖經

9901 楊政樺著 978-957-818-937-9 民航法規

9812 葉至誠著 978-957-818-938-6 社會科學概論

9901 楊正寬著 978-957-818-939-3 觀光行政與法規(精華版)

9902 林欽榮著 978-957-818-941-6 組織理論與管理

9902 卓克華著 978-957-818-943-0 竹塹媽祖與寺廟

9902 Mahmood A. Khan著; 揚智 978-957-818-945-4 餐飲連鎖經營

9903 李欽明著 978-957-818-946-1 旅館客房管理實務

9903 郭春敏著 978-957-818-947-8 房務作業管理

9903 黃楹進著 978-957-818-948-5 玩出創造力: 50個樂高創意遊戲

總計: 13種 26冊

雅事文化 連絡人:王心怡 電話:(02)22442229 傳真:(02)22441903

郵遞區號:2355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362-3號10樓

 E-

mail:procook@ms4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高玉玲著 978-986-6506-31-4 第一次玩手工香皂

9812 江梅玲著 978-986-6506-32-1 用鉤針做毛編玩偶

9812 黛綠著 978-986-6506-33-8 我的色鉛筆繪本

9812 陳明裡著 978-986-6506-34-5 五穀雜糧做點心

9901 江梅玲著 978-986-6506-35-2 一學就會的動物造型編織

9901 潘美伶著 978-986-6506-36-9 我的手編毛線帽

9901 呂碧玲著 978-986-6506-37-6 簡易編織披肩&斗篷

9902 施育芃著 978-986-6506-38-3 百搭造型購物包

9901 李明倫著 978-986-6506-39-0 只愛鹹點心

9902 趙慧凡, 杏子著 978-986-6506-41-3 一物兩用: 創意生活布雜貨

9902 梁純著 978-986-6506-42-0 自製家庭乾燥菜

9902 呂碧玲著 978-986-6506-43-7 棒針花樣變化技巧

9902 吳娟寧著 978-986-6506-44-4 純天然手作麵包書

總計: 13種 1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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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ext16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路

三段194號9樓之一

 E-

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雅典日研所著 978-986-7041-90-6 日語這樣說最正確: 史上最強的口語日語合輯!

9812 張瑜凌編著 978-986-7041-91-3 Oh!你的英文很厲害. 單字篇

9812 丁巖編著 978-986-7041-92-0 一定要陪孩子做的26件事

9812 張瑜凌編著 978-986-7041-93-7 脫口說英語

9812 周曾文著 978-986-7041-94-4 孩子我能為你做什麼?

9902 雅典日研所企編 978-986-7041-95-1 超簡單の旅遊日語

9901 雅典日研所企編 978-986-7041-96-8 日語關鍵字一把抓

9901 張瑜凌編著 978-986-7041-97-5 How do you do最實用的生活英語

9901 張瑜凌著 978-986-7041-98-2 遊學必備1500句

9901 丁巖著 978-986-7041-99-9 不管再忙,也要陪孩子完成的26件事

9902 雅典日研所企編 978-986-6282-01-0 日文單字急救包. 生活篇

9902 方州編著 978-986-6282-00-3 我教孩子讀歷史

9902 丁巖著 978-986-6282-02-7 父母最容易忽視的27堂教養課

9902 雅典日研所企編 978-986-6282-03-4 最簡單實用的日語50音

9902 張瑜凌編著 978-986-6282-05-8 旅遊英語萬用手冊

總計: 15種 15冊

雅書堂文化 連絡人:劉信宏 電話:(02)89529826 傳真:(02)89524265

郵遞區號:2207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板新路

206號3樓

 E-

mail:tom@elegantbook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4 鄒瑋倫著 978-986-6648-63-2 中醫師給你的不生病養生書

9808 元貞居士著 978-986-6648-77-9 元貞相法. 面相篇

9808 Kiwi著 978-986-6648-78-6 喵-布作&雜貨: 愛貓族必做的33款手作布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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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Boutique社作; 童漾星譯 978-986-6648-79-3 第一次學刻橡皮章: 600個讓布作更IN的橡皮章圖

案

9808 蝴蝶著 978-986-6648-80-9 血族與我

9809 邱寶鈅著 978-986-6648-81-6 麵疙瘩100%料理: 簡單麵疙瘩的完全使用,創造50

道不簡單的素美味!

9808 黃天河, 劉怡君編著 978-986-6648-82-3 命隨心改: 了凡四訓白話賞析

9809 Winnie等作 978-986-6648-83-0 自己做天天都想揹的手創包: 好看.好拿.好做の30

個手創包

9809 蝴蝶著 978-986-6648-84-7 詩經亂彈

9809 Boutique社著; 田采等譯 978-986-6648-85-4 Cotton Friend手作誌: 棉.麻布作,帶你enjoy秋の愜意

&洒落!

9810 因緣居士著 978-986-6648-86-1 觀世音傳奇

9810 邱寶鈅作 978-986-6648-87-8 E世代中餐素食乙級輔導考照

9810 蝴蝶著 978-986-6648-88-5 我不是恐龍

9810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978-986-6648-89-2 勸導

9810 NHK出版著; 連雪伶譯 978-986-6648-90-8 365天都愛的自然風鉤針編織

9810 花蓮姐, 格子著 978-986-6648-91-5 100%在家就可以簡單製作的抗菌手工皂

9811 賴淑惠著 978-986-6648-92-2 讓幽默細胞活起來

9811 Winnie著 978-986-6648-93-9 和Winnie一起玩布作: 動手做21款衣+8款包+13款

布小物搞定一週間的穿 著打扮!

9811 蝴蝶著 978-986-6648-94-6 我與天使有個約會

9811 陳玥妃著 978-986-6648-95-3 初學串珠の第一本書

9812 何篤霖著 978-986-6648-96-0 愛の逆轉力

9812 蝴蝶著 978-986-6648-97-7 瀲灩遊

9812 依田秀輝著; 連雪伶譯 978-986-6648-98-4 今天開始動手學種菜

9812 Boutique社著; 田采等譯 978-986-6648-99-1 Cotton Friend手作誌: 這個冬天,最自然的時尚就是-

手作風!

總計: 24種 24冊

紫宸社文化 連絡人:周's 電話:(02)82215697ext21 傳真:(02)82215712

郵遞區號:2354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三段110號7樓之6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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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貓膩著 978-986-6442-23-0 慶餘年. 貳部曲

9806 貓膩著 978-986-6442-22-3 慶餘年. 貳部曲

9806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26-1 近戰保鏢. 卷一, 美女的貼身少林保鏢

9807 貓膩著 978-986-6442-38-4 慶餘年. 貳部曲

9807 貓膩著 978-986-6442-28-5 慶餘年. 貳部曲

9807 零豬著 978-986-6442-31-5 飆速魅影

9807 零豬著 978-986-6442-30-8 飆速魅影

9807 零豬著 978-986-6442-29-2 飆速魅影

9806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33-9 近戰保鏢. 卷二, 校園美女多

9807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36-0 近戰保鏢. 卷三, 綁架美女

9807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37-7 近戰保鏢. 卷四, 美人歌舞

9808 方士著 978-986-6442-39-1 風月街的道士. 卷一, 做奴隸的女神

9808 方士著 978-986-6442-40-7 風月街的道士. 卷二, 美杜沙的凝視

9808 貓膩著 978-986-6442-41-4 慶餘年. 貳部曲

9808 禹岩作 978-986-6442-49-0 極品家丁

9807 禹岩作 978-986-6442-42-1 極品家丁

9808 湛情著 978-986-6442-47-6 閻羅貝勒

9809 方士著 978-986-6442-50-6 風月街的道士. 卷三, 黃泉妖仙

9809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51-3 近戰保鏢. 卷七, 酒吧風雲

9809 方士著 978-986-6442-54-4 風月街的道士. 卷四, 美女嫦娥

9809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55-1 近戰保鏢. 卷八, 藍景奇蹟

9810 貓膩著 978-986-6442-63-6 慶餘年. 貳部曲

9809 貓膩著 978-986-6442-59-9 慶餘年. 貳部曲

9809 貓膩著 978-986-6442-57-5 慶餘年. 貳部曲

9810 禹岩作 978-986-6442-58-2 極品家丁

9810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60-5 近戰保鏢. 卷九, 處處留情

9810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61-2 近戰保鏢. 卷十, 勇鬥黑幫

9810 禹岩作 978-986-6442-62-9 極品家丁

9810 方士著 978-986-6442-64-3 風月街的道士. 卷五, 夜色之眼

9810 方士著 978-986-6442-65-0 風月街的道士. 卷六, 復魂法陣

9811 貓膩著 978-986-6442-69-8 慶餘年. 貳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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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貓膩著 978-986-6442-68-1 慶餘年. 貳部曲

9810 貓膩著 978-986-6442-66-7 慶餘年. 貳部曲

9811 方士著 978-986-6442-70-4 風月街的道士. 卷七, 羽蛇之翼

9811 禹岩作 978-986-6442-71-1 極品家丁

9901 大瞎著 978-986-6442-72-8 尋魔

9811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73-5 近戰保鏢. 卷十一, 計中計

9811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74-2 近戰保鏢. 卷十二, 血海深仇

9812 貓膩著 978-986-6442-76-6 慶餘年. 貳部曲

9812 貓膩著 978-986-6442-75-9 慶餘年. 貳部曲

9811 禹岩作 978-986-6442-77-3 極品家丁

9811 方士著 978-986-6442-78-0 風月街的道士. 卷八, 女人的復仇

9812 方士著 978-986-6442-79-7 風月街的道士. 卷九, 天魔幻覺

9901 禹岩作 978-986-6442-90-2 極品家丁

9812 禹岩作 978-986-6442-80-3 極品家丁

9812 貓膩著 978-986-6442-81-0 慶餘年. 貳部曲

9812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82-7 近戰保鏢. 卷十三, 正面宣戰

9901 英年早肥著 978-986-6442-83-4 紅燒大唐. 卷1, 公孫怨

9902 大瞎原著 978-986-6442-94-0 尋魔

9901 大瞎原著 978-986-6442-84-1 尋魔

9901 英年早肥著 978-986-6442-85-8 紅燒大唐. 卷2, 告御狀

9812 方士著 978-986-6442-86-5 風月街的道士. 卷十, 天神大戰

9901 貓膩著 978-986-6442-87-2 慶餘年. 貳部曲

9812 方士著 978-986-6442-89-6 風月街的道士. 卷十一, 混沌之蛇

9902 貓膩著 978-986-6442-95-7 慶餘年. 第三部

9901 貓膩著 978-986-6442-91-9 慶餘年. 第三部

9902 滅世大蛇著 978-986-6442-92-6 血玉. 卷1, 血玉契合者

9812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93-3 近戰保鏢. 卷十四, 反間計

9901 浮生夢斷著 978-986-6442-96-4 近戰保鏢. 卷十五, 酒後亂性

9902 大瞎作 978-986-6442-97-1 尋魔

9903 貓膩著 978-986-6280-07-8 慶餘年. 第三部

9902 貓膩著 978-986-6280-02-3 慶餘年. 第三部

9902 貓膩著 978-986-6442-98-8 慶餘年. 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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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 禹岩作 978-986-6280-08-5 極品家丁

9903 禹岩作 978-986-6442-99-5 極品家丁

9901 浮生夢斷著 978-986-6280-00-9 近戰保鏢. 卷十六, 死有餘辜

9902 英年早肥著 978-986-6280-01-6 紅燒大唐. 卷3, 新官上任

9902 小媳婦迷著 978-986-6280-03-0 古人醫. 卷1, 怪物醫生

9902 小媳婦迷著 978-986-6280-04-7 古人醫. 卷2, 魔術大山

9902 滅世大蛇著 978-986-6280-05-4 血玉. 卷2, 影玉種子

9902 英年早肥著 978-986-6280-06-1 紅燒大唐. 卷4, 誰的情郎

9902 浮生夢斷著 978-986-6280-09-2 近戰保鏢. 卷十七, 永遠在一起

9903 貓膩著 978-986-6280-15-3 慶餘年. 第三部

9903 貓膩著 978-986-6280-10-8 慶餘年. 第三部

9903 英年早肥著 978-986-6280-11-5 紅燒大唐. 卷5, 花魁刺客

9903 大瞎編 978-986-6280-12-2 尋魔

9903 滅世大蛇著 978-986-6280-13-9 血玉. 卷3, 影玉人偶

9903 小媳婦迷著 978-986-6280-14-6 古人醫. 卷3, 偽藥集團

總計: 78種 78冊

景文科大觀光餐旅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2122549

郵遞區號:2315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安忠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景文科技大學觀光餐旅學

院編輯

978-986-6599-08-8 觀光餐旅發展趨勢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實

錄. 2009

總計: 1種 1冊

晴山藝術 連絡人:陳仁壽 電話:(02)27735155 傳真:(02)27735156

郵遞區號:1069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四段224號13樓

 E-

mail:imaarts@ms1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義任文字編輯 978-957-98467-9-0 李昌國西班牙印記油畫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晴天 連絡人:李惠貞 電話:(02)87733534 傳真:(02)877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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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6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路

一段11號4樓

 E-

mail:jenny@sunnydaypub.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安.拉莫特(Anne Lamott)著; 978-986-84581-8-5 關於寫作: 一隻鳥接著一隻鳥

9810 蒼井夏樹著 978-986-84581-9-2 東京.■風景

9901 史考特.布魯(Scott Blum)著;

許桂綿譯

978-986-85762-1-6 等待秋天

9901 亞曼達.布萊克.索爾

(Amanda Blake Soule)著; 朱

978-986-85762-2-3 創意,在愛開始的地方

總計: 4種 6冊

最高行政法院 連絡人:吳玫瑩 電話:(02)23113691ext803 傳真:(02)23896621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一段

126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最高行政法院編輯 978-986-02-2592-1 最高行政法院裁判書彙編. 中華民國98年1月至12

月

總計: 1種 2冊

最高法院 連絡人:史慶琬 電話:(02)23141160ext6151 傳真:(02)23880856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長沙街一段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最高法院編輯 978-986-02-0330-1 最高法院單行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2冊

黑眼睛文化 連絡人:彭小姐 電話: 傳真:(02)23648019

郵遞區號:11199 地址:臺北市郵政第123-528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鴻鴻主編; 吳慧雯設計 978-986-6359-03-3 衛生紙. 6, 全球暖化

總計: 1種 1冊

凱侖 連絡人:楊福讓 電話:(02)25813453 傳真:(02)2562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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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

路一段49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姚嘉文著; 楊景賢譯 978-957-9541-50-3 藍海の夢

總計: 1種 1冊

筆鄉書屋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01 地址:高雄市河南二路103號

9樓之1

 E-

mail:pen410221@yahoo.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臺灣文學藝術獨立聯盟編 978-986-81950-4-2 火煉的水晶: 二二八臺語文學展

總計: 1種 1冊

無限可能創意 連絡人:陳霖毅 電話:(02)66369380 傳真:(02)27216423

郵遞區號:1065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三段303號2樓之2

 E-mail:upvd@upvd.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江岱恩著 978-986-7042-24-8 溜冰場,遇見奇蹟

總計: 1種 2冊

無漏室印經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567351

郵遞區號:22062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仁愛路

49巷21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圓香語譯 978-957-99714-8-5 語體文佛說念佛三昧經

總計: 1種 2冊

無境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255307

郵遞區號:80284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

路120號7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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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米蓋勒.阿班樞(Miguel

Abensour)作; 吳坤墉譯

978-986-85993-0-7 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 條條道路

總計: 1種 1冊

智仁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70145 地址:臺南市東區育樂街57

巷2弄17號2樓之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文璋編著 978-986-85729-0-4 養天地之正氣: 自發功的奧秘

9812 ㄚ塵著 978-986-85729-1-1 與氣浮沈: 自發功百日築基

總計: 2種 2冊

智言館文化 連絡人:鄭欣 電話:(02)22182708ext10 傳真:(02)22183006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張潛作 978-986-84506-5-3 圖解公關專家不告訴你的識人術

9901 賴昕堉作 978-986-84506-7-7 PIG三角競爭法則

總計: 2種 2冊

智利洋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56288

郵遞區號:1068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路

一段141巷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賴滌生作 978-986-86014-0-6 賴滌生詩文集

總計: 1種 2冊

智者工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457122

郵遞區號:84242 地址:高雄縣旗山鎮花旗二

路148巷2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唐)一行禪師原著; 非凡人 978-986-85983-0-0 達摩神算: 一掌金大解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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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築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76424

郵遞區號:10607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四段4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86-85809-0-9 Proceedings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and smart homes

conference 2009

總計: 1種 1冊

智勝文化 連絡人:陳's 電話:(02)23886368ext104 傳真:(02)23892500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路

26號6樓

 E-

mail:sunny@mail.bestwise.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楊慕理著 978-957-729-747-1 大學校院公關運作: 理論與實踐

9811 江明修主編 978-957-729-748-8 公民社會理論與實踐

9901 廖勇凱編著 978-957-729-754-9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9901 徐仁輝等主編 978-957-729-760-0 金融海嘯與公共政策

9810 李榮謙編著 978-957-729-761-7 國際金融學

9901 沈中華等著 978-957-729-769-3 金融機構在中國的機會與挑戰: 對臺灣銀行業的

策略建議與提醒

9901 朱浩民著 978-957-729-773-0 中國金融制度與市場

總計: 7種 7冊

智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175668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25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史丹利.葛林斯班(Stanley I.

Greenspan), 賽麗娜.薇德

(Serena Wieder), 羅冰.西門

絲(Robin Simons)著; 劉瓊瑛

978-986-85607-7-2 特殊兒教養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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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史丹利.葛林斯班(Stanley I.

Greenspan), 賽麗娜.薇德

(Serena Wieder), 羅冰.西門

絲(Robin Simons)著; 劉瓊瑛

978-986-85607-6-5 特殊兒教養寶典

9902 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sttein)著; 歐陽佩婷, 何修

978-986-85607-8-9 解開人際關係之謎

9902 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tstein), 瑞雪兒.雪利

(Rachelle K. Sheely)著; 林嘉

978-986-85607-9-6 兒童人際發展活動手冊

9902 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tstein), 瑞雪兒.雪利

(Rachelle K. Sheely)著; 黃嫈

978-986-85995-0-5 人際發展活動手冊: 少年、青少年與成人版

總計: 5種 5冊

智慧大學 連絡人:莊玉鳳 電話:(02)22300391 傳真:(02)22306118

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三段141巷24號4樓

 E-mail:linyu@liny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劉江明, 張桂香著 978-986-168-118-4 糖尿病中醫奇方

9901 劉江明, 張桂香著 978-986-168-119-1 高血壓中醫奇方

9901 敏濤等著 978-986-168-120-7 藥茶治百病

9903 劉江明, 張桂香著 978-986-168-121-4 心臟病中醫奇方

9903 劉江明, 張桂香著 978-986-168-122-1 婦女病中醫奇方

9902 東方笑主編 978-986-168-123-8 小故事改變我的觀念

9903 東方笑主編 978-986-168-124-5 小故事影響我的一生

總計: 7種 7冊

智優實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166059

郵遞區號:10470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

路二段69號12樓之6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鍾國正編著 978-986-85563-3-1 XY座標自然發音、KK音標速成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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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鍾國正編著 978-986-85563-4-8 XY座標自然發音、KK音標速成寶典

總計: 2種 4冊

智識家資訊 連絡人:劉相梅 電話:(02)22266262 傳真:(02)22228677

郵遞區號:24158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重新路

5段639-1號6樓

 E-

mail:4edu@mail.4ed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賴健二著 978-986-82196-3-2 Namo 2006快樂學習網頁館

9604 賴健二著 978-986-82196-4-9 PhotoImpact 12快樂學習影像館

9611 賴健二著 978-986-82196-5-6 PhotoImpact 12影像任意門

9611 洪老師工作室著 978-986-82196-6-3 SWF Quicker 3.0動畫任意門

9703 賴健二著 978-986-82196-7-0 PowerPoint 2007簡報任意門

9704 呂聰賢著 978-986-82196-8-7 Blog部落格任意們

9704 許智豪著 978-986-82196-9-4 Word 2007文書任意門

9704 張仁威著 978-986-84250-0-2 Windows Vista電腦任意門

9808 賴健二作 978-986-84250-1-9 簡報自由e學園: Impress

9805 林光章作 978-986-84250-2-6 文書自由e學園: writer

總計: 10種 10冊

進源 連絡人:林莊橙樺 電話:(02)23042670 傳真:(02)23029249

郵遞區號:10853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華西街

61-1號1樓

 E-

mail:juh3344@ms46.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范振木, 黃素芳合著 978-986-7864-93-2 占驗紫微案例精選

9808 陳哲毅, 陳旅得合著 978-986-7864-94-9 陳哲毅教你看手相技巧

9809 陳哲毅, 陳旅得合著 978-986-7864-95-6 陳哲毅教你看陽宅技巧

9809 子陽著 978-986-7864-96-3 紫微斗數秘儀傳承: 洛陽易源絕學 獨步四化飛星

9810 蔣大鴻原著; 陳巃羽注解 978-986-7864-97-0 陽宅指南白話圖文透解

9812 陳旅得, 陳哲毅合著 978-986-7864-98-7 最新姓名學字典

9812 陳天寶著 978-986-7864-99-4 八字應用學寶典

總計: 7種 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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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商業自動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399607

郵遞區號:60065 地址:嘉義市軍輝路78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 978-986-85382-0-7 電腦稽核與風險管理成功案例分析

總計: 1種 1冊

傑瑛藝術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4249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和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陳亮運作 978-986-85027-0-3 染織藝術與應用概論

9801 陳亮運作 978-986-85027-1-0 天然染織創意與設計

總計: 2種 2冊

街頭巷尾工作室 連絡人:夏聖禮 電話:(02)89113310 傳真:(02)89113310

郵遞區號:23199 地址:新店郵政20-22號信箱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夏聖禮編著 978-957-29273-2-8 新店溪水天上來: ■公圳新店段與大坪林圳空間

歷史書寫

總計: 1種 2冊

復文圖書 連絡人:張瑞珍 電話:(06)3135219 傳真:(06)3134544

郵遞區號:70142 地址:臺南市林森路二段6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1 蔡耀中編著 978-986-6741-13-5 農業概論試題集錦

9612 郭旭東撰 978-986-6741-21-0 軟式網球: 雙上網技術報告書: 以2006年杜哈亞運

男子雙打金牌選手為例

9706 顧永傑編著 978-986-6741-42-5 化工裝置實驗

9706 陳季華, 李玉民, 張志銨編 978-986-6741-46-3 汽車實習. II, 底盤

9707 李世勇等編著 978-986-6741-56-2 化工裝置

9708 張勝麟等編著 978-986-6741-65-4 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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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姚賀騰等編著 978-986-6741-82-1 Far East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vol.1

9802 陳雍正著 978-986-6741-86-9 互動式多媒體技術運用於虛擬企業建置設計整合

專案

9802 陳雍正著 978-986-6741-87-6 數位技術於傳統宗教文化推廣上之創新運用: 以

2008臺灣燈會宗教區仁壽 宮整合行銷文化推廣設

計案為例

9802 陳雍正著 978-986-6741-89-0 繪本表現形式於實體與虛擬載體上之創作設計

9808 林慶銘, 牛富國著 978-986-6368-09-7 汽機車工業英文

9808 張勝麟總編輯 978-986-6368-10-3 商用微積分

9812 鄭清和著 978-986-6368-13-4 汽車行銷與服務

9810 彭慶彥等編著 978-986-6368-15-8 生物技術概論

9812 鄭清和編著 978-986-6368-17-2 食品化學與分析暨實習: 奪標秘笈

9812 鄭清和編著 978-986-6368-16-5 食品化學與分析暨實習: 奪標秘笈

9811 薛堯舜著 978-986-6368-19-6 合作學習與傳統教學策略在木球運動技能學習成

效及互動行為之研究

9901 莊千慧編著 978-986-6368-20-2 團膳與營養

9812 朱榮聰作 978-986-6368-21-9 Improvement of the surface of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9812 朱榮聰作 978-986-6368-22-6 Study of antibacterial materials

9812 朱榮聰編著 978-986-6368-23-3 SKH51鋼材之最佳粉末成形法

9901 陳文慶, 高敏聰, 吳心穎編 978-986-6368-24-0 動力機械概論

9901 林美惠著 978-986-6368-25-7 朱子學與死亡倫理現象學

9901 朱榮聰作 978-986-6368-26-4 Streamlining statics

9901 朱榮聰作 978-986-6368-27-1 Treatment of chromium plating

9903 朱榮聰, 朱士亮編著 978-986-6368-30-1 工程材料精華篇

總計: 26種 26冊

創意市集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001914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7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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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植野美枝子著; 陳怡君譯 978-986-84504-5-5 一口小料理

總計: 1種 1冊

曾守正 連絡人: 電話:(07)7139214 傳真:(07)7139541

郵遞區號:830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大明路

131號4樓

 E-

mail:imfrank@ccms.nktust.edu.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曾守正, 周韻寰編著 978-957-41-6960-3 資料庫系統應用實務: SQL Server 2008版

9902 曾守正, 周韻寰編著 978-957-41-6961-0 資料庫系統理論與實務: SQL Server 2008版

總計: 2種 2冊

曾逸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杭州南路一段

71巷3-5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曾逸昌著 978-957-41-6506-3 客家總論

總計: 1種 1冊

發一崇德彰化道場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964470

郵遞區號:52642 地址:彰化縣二林鎮西平里

自強街29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謝■銅主編 978-986-85783-0-2 發一崇德彰化道場開道五十週年慶感恩大會專刊

總計: 1種 1冊

開宇人文科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482956

郵遞區號:1057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五段102號5樓之5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邵夢■著 978-986-85693-0-0 御林鐵衛照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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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開放智慧引導科技 連絡人:鐘世芬 電話:(02)87735996 傳真:(02)87738737

郵遞區號:1055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長安東

路二段215號10樓之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布萊恩.史坦菲爾(Brian

Stanfield)主編; 陳淑婷, 林

978-986-81771-3-0 學問: 100種提問力 創造200倍企業力

總計: 1種 1冊

開朗雜誌 連絡人:李碧珍 電話:(06)2800301 傳真:(06)2506438

郵遞區號:70949 地址:臺南市府安路七段19  E-mail:service@kin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林央敏著 978-986-6993-63-3 斷悲腸: 劇本集

9807 李勤岸總編輯 978-986-6993-64-0 泅.海翁.舞: 臺語文學選. 2008

9810 胡民祥著 978-986-6993-65-7 結束語言二二八

9810 胡民祥著 978-986-6993-66-4 臺語母奶情深

9810 胡民祥著 978-986-6993-67-1 走探臺灣文學痕跡

9807 蔡金安編 978-986-6993-68-8 臺語■仔店. 俗諺篇

9812 賴仁聲著; 李勤岸編 978-986-6993-71-8 疼你贏過通世間

9812 賴仁聲著; 李勤岸編 978-986-6993-72-5 'An娘e目屎

9811 郭桂玲作 978-986-6993-73-2 小藍帽

9811 周世宗文; 周燁圖 978-986-6993-74-9 你敢知?

9812 鄭溪泮原著; 李勤岸譯註 978-986-6993-75-6 出死線

總計: 11種 15冊

開啟文化 連絡人:高美齡 電話:(02)27002375 傳真:(02)27006180

郵遞區號:1065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三段28號7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克理斯多夫.佛格勒

(Christopher Vogler)著; 蔡鵑

978-986-85616-6-3 作家之路: 從英雄的旅程學習說一個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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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楊雅晴著 978-986-85616-7-0 百吻巴黎: 浪漫又暴烈的行動藝術

總計: 2種 2冊

陽明大學 連絡人:錢玨琄 電話:(02)28267262 傳真:(02)28265770

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立農街

二段155號

 E-mail:yckuo@ym.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萬枝,陳意玲籌劃 978-986-02-1122-1 藝在陽明

總計: 1種 2冊

陽明山國家公園 連絡人:鄒明佑 電話:(02)28613601ext271 傳真:(02)28613608

郵遞區號:11292 地址:臺北市陽明山北投區

竹子湖路1-20號

 E-

mail:mingyu@mail.ymsnp.gov.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陳彥伯執行編輯 978-986-01-9610-8 陽明山國家公園步道

9812 沈慈雅撰文 978-986-02-1214-3 靜觀七星

9812 沈慈雅撰文 978-986-02-1215-0 細賞大屯

9812 王鑫等著 978-986-02-1216-7 陽明讀景

總計: 4種 8冊

結構群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3691225

郵遞區號:1064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333巷8號3樓

 E-

mail:popy8585@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沈君哲著 978-957-28240-4-7 中華民國法與元首之傳續與變遷

總計: 1種 1冊

源旻文庫 連絡人:唐小萍 電話:(07)3126088 傳真:(07)3126099

郵遞區號:80745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

路597號13樓之6

 E-

mail:yenmean@ms3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正欣著] 978-986-82355-5-7 元素的探討: 林正欣作品暨創作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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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溪湖高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826357

郵遞區號:514 地址:彰化縣溪湖鎮大溪路

二段86號

 E-

mail:chienhua@mail.hhsh.chc.e

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蕭建華策劃編輯 978-986-02-2051-3 藝情別戀: 溪湖高中藝文展專輯

總計: 1種 1冊

滄海 連絡人:江盈慧 電話:(04)27018655 傳真:(04)27087799

郵遞區號:40757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中港

路二段122-19號11樓

 E-mail:elisa@tsanghai.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1 陳建州著 978-986-6889-12-7 技職校院國際產學合作專案實施策略規劃之研究

9811 C. A. Bennett原著; 吳忠義,

康智傑, 楊奇達譯

978-986-6507-28-1 物理光學

9806 廖秋雄等合著 978-986-6507-33-5 微積分

9808 欒斌, 陳苡任, 羅凱揚合著 978-986-6507-39-7 電子商務

9810 李宗儒, 林正章, 周宣光作 978-986-6507-46-5 當代物流管理: 理論與實務

9811 郭姿君著 978-986-6507-48-9 MATLAB程式設計與應用

9811 陳朝烈, 徐唯洋編著 978-986-6507-52-6 數位積體電路雛型系統設計

9811 賈昭南作 978-986-6507-54-0 國際金融: 市場與理論

9811 張丁才著 978-986-6507-56-4 資料庫系統應用與設計

9811 李春雄作 978-986-6507-59-5 資料結構: 使用C++

總計: 10種 10冊

新文京開發 連絡人:江俊毅副理 電話:(02)22448188ext351 傳真:(02)22448189

郵遞區號:23557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362號9樓

 E-mail:rights@wun-

ch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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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 張玉瓏, 徐乃芝, 許素菁編 978-986-150-534-3 生物技術

9612 方郁文等編著 978-986-150-751-4 社區衛生護理學

9611 安豐雄等編著 978-986-150-763-7 國防通識. 三

9703 陳俐茹編著 978-986-150-845-0 解析公司分立

9704 呂姿瑩繪 978-986-150-846-7 尋境: 呂姿瑩畫作作品集

9705 錢昭萍著 978-986-150-856-6 尚書德化思想研究

9708 彭大鈿編著 978-986-150-896-2 兩性生命教育: 雕塑E世代伊甸園的兩性角色與實

作

9806 王文泉, 李宜靜, 潘素卿編 978-986-150-924-2 大專國文選

9805 林樹枝, 林昭銘編著 978-986-150-931-0 大學物理

9708 陳自治編著 978-986-150-945-7 專屬保險機制運用在醫師責任險上相關問題之探

討

9709 陳自治編著 978-986-150-965-5 公共工程風險分配與爭議先調後仲之研究

9709 陳自治編著 978-986-150-966-2 醫療糾紛與醫院危機管理之研究

9710 林建漢編著 978-986-150-977-8 視覺藝術的發想與實現: 數位多媒體創作

9711 蘇俊斌編著 978-986-150-978-5 日本の地方公共■体の權能に■する一考察: 地

方自治の論理と現■

9804 尚立人編著 978-986-150-980-8 電路學實習

9712 汪中文, 徐正桂主編 978-986-150-981-5 語文與文化教學論叢

9712 徐瑞隆編著 978-986-150-985-3 電力電子學: 電腦輔助分析與設計

9806 徐惠麗等編著 978-986-150-998-3 化學

9802 石鳳城編著 978-986-236-001-9 水質分析與檢測

9802 陳文長編著 978-986-236-012-5 運動詩集

9802 劉姬芳, 高子原編著 978-986-236-018-7 日本語會話

9805 陳文伎編著 978-986-236-019-4 數位邏輯設計: 含數位邏輯實習

9803 林宗嵩等編著 978-986-236-021-7 物業管理資訊系統: 理論與實務

9803 錢國盈編著 978-986-236-022-4 三國時期天命思想之研究

9802 林明珠編著 978-986-236-023-1 主管轉型領導行為與體育行政人員工作滿意關係

之研究: 以政府體育行政機關為例

9804 蔡琦編著 978-986-236-024-8 化妝品法規

9802 陳宏志等編著 978-986-236-028-6 兩岸金融行銷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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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 林耀三編著 978-986-236-020-0 資訊科技應用研討會論文集. 第二屆

9808 王偉弘, 張文亮, 鄔正豪編 978-986-236-031-6 數學

9802 陳佩芬著 978-986-236-007-1 科技大學新生課外閱讀經驗與語文學習成就關聯

性之研究

9803 劉鼎昱著 978-986-236-033-0 Web 2.0在數位學習與資訊服務之應用

9803 王茜瑩作 978-986-236-035-4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9803 王茜瑩編著 978-986-236-038-5 幼兒園新移民子女教育與多元文化課程之研究

9803 王茜瑩編著 978-986-236-040-8 多元文化教育觀點下的圖畫書族群關係之研究

9803 沈琇靖著 978-986-236-045-3 臺灣技職大學英文通識教育的迷思與前景

9803 高曉光著 978-986-236-046-0 餐旅系學生休閒參與、休閒效益及休閒滿意度之

相關研究

9805 楊選輝編著 978-986-236-047-7 系統分析與設計

9803 蔡蘇南撰 978-986-236-048-4 中國古代宮廷蹴鞠特徵對蹴鞠發展的影響

9804 陳木龍作 978-986-236-049-1 汽車修護技術士: 丙級學科題庫解析

9803 劉佳樂著 978-986-236-050-7 世界女子足球發展趨勢和比賽戰術應用之研究

9804 方蕙玲等編著 978-986-236-052-1 哲學與人生

9804 邱紹一編著 978-986-236-053-8 從專業承諾、職涯發展能力、學習動機、知識管

理及自我保護策略因素探討青少年學習成效

9804 Li-Bi Shen等編著 978-986-236-054-5 Window on US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lus

9804 童麗淑編 978-986-236-056-9 廣告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術科試題解析

9805 林朝彬編著 978-986-236-057-6 成本與管理會計學原理與應用

9805 張傳濱編著 978-986-236-061-3 工程數學

9805 張智立編著 978-986-236-063-7 微積分

9808 曹麗英等編著 978-986-236-065-1 新編基本護理學

9808 余怡珍等編著 978-986-236-066-8 新編基本護理技術

9805 蔡珍瑋, 陳莉螢, 張玉川編 978-986-236-067-5 實用醫藥日本語

9805 林美智, 王立鳳, 張晏芬編 978-986-236-068-2 整體造型: 新娘祕書實務

9806 楊基鑫編著 978-986-236-069-9 自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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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張義和, 王敏男, 周金聖著 978-986-236-070-5 完全專題製作

9805 劉季宗編著 978-986-236-072-9 產品多樣化創新設計之研究

9805 高苑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編

著

978-986-236-073-6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9805 陳進春, 張太山, 蘇哲欽著 978-986-236-074-3 數學

9805 劉季宗編著 978-986-236-075-0 新產品開發: ...從構想概念到產品

9805 游弘廷等編著 978-986-236-076-7 實用體育規則及運動傷害處理

9806 林蓬榮編著 978-986-236-077-4 網路行銷: 趨勢、策略與技能

9806 張智立編著 978-986-236-078-1 微積分: 單變數

9805 鄭博真編著 978-986-236-079-8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創新: 多元智能取向

9806 Joseph S. Levine, Kenneth R.

Miller原著; 簡春潭等編譯

978-986-236-080-4 生物學

9806 劉國鑑等編著 978-986-236-081-1 微積分

9808 廖翊合, 李芃瑤編著 978-986-236-082-8 餐旅服務技術總複習

9806 林婉芳等編著 978-986-236-084-2 大學國文選. 現代文學篇

9806 葉倍宏編著 978-986-236-085-9 電子學

9806 張義和等著 978-986-236-086-6 例說89S51-C語言

9806 施澍芳編著 978-986-236-087-3 微積分

9806 張旭欽主編 978-986-236-088-0 運動健康與管理學術研討會專刊. 2009年

9901 劉明德等編著 978-986-236-090-3 醫護英文. 醫療照護會話篇

9808 朱錦忠編著 978-986-236-091-0 生物學

9807 王素華, 徐珮清, 許德發編 978-986-236-092-7 美容衛生學

9806 孫丕聖, 汪淑珍, 羅美溱編 978-986-236-093-4 國文選

9806 莊淑欣編著 978-986-236-094-1 音樂欣賞: 出賣音樂

9807 毛正倫著 978-986-236-095-8 科技論文寫作與發表

9806 陳進春等著 978-986-236-096-5 數學

9806 張義和, 陳敵北著 978-986-236-097-2 例說8051

9806 施澍芳編著 978-986-236-098-9 線性代數

9806 施澍芳編著 978-986-236-099-6 管理數學

9807 黃坤山等編著 978-986-236-100-9 2009年民主與法治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807 曹常仁, 邱松發, 林奕汝著 978-986-236-103-0 社會科學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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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周深淵等編著 978-986-236-106-1 物理實驗

9806 簡銘宏作 978-986-236-107-8 臺灣總額預算支付制度實施成效之系列研究

9808 陳淨修編著 978-986-236-109-2 生命教育: 活出生命的色彩

9807 古旻陞著 978-986-236-112-2 柏格森藝術效應

9809 黃苓嵐編著 978-986-236-115-3 醫學倫理教育: 由理論到實踐

9809 王祥光著 978-986-236-125-2 生物科技產業實務

9809 黃瑞媛等編著 978-986-236-126-9 精神科護理學

9809 廖龍泉等編著 978-986-236-132-0 English for dental technology

9901 鄧明宇, 李介至, 鄭凰君編 978-986-236-140-5 心理學概論

9810 胡月娟等編著 978-986-236-141-2 老人護理學

9809 陳淳哲, 陳世訓編著 978-986-236-146-7 Office 2007學習精華

9809 謝國斌, 何祥如著 978-986-236-149-8 社會科學概論: 多元觀點的透視

9809 經觀榮編著 978-986-236-152-8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精神

9809 經觀榮編著 978-986-236-153-5 中華民國憲法論

9809 鍾竺均編著 978-986-236-156-6 工業衛生

9809 揭仲, 周耿生, 吳建德編著 978-986-236-159-7 國際關係: 理論與實務

9809 張聰民編著 978-986-236-160-3 美容藥物學

9809 陳秀足編著 978-986-236-163-4 專業美容: 乙級術科詳解

9809 苟彩煥等編著 978-986-236-165-8 多元藝術鑑賞

9809 李佩芬編著 978-986-236-166-5 實用不動產稅法精義

9809 高苑科技大學經營管理研 978-986-236-167-2 臺灣與東南亞區域國際學術研討會

9810 歐紹合, 李子庭, 林蓓菁編 978-986-236-168-9 商業設計專業科目

9809 蔡信行, 孫光中著 978-986-236-170-2 奈米科技導論: 基本原理及應用

9809 李劍志編著 978-986-236-172-6 財務管理研究案例EVIEWS應用分析

9809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通識

教育中心編著

978-986-236-173-3 性別文化與通識教育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10 卓武雄主編 978-986-236-176-4 卓越管理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第四屆

9810 許世卿主編 978-986-236-177-1 卓越管理人力資源研討會. 2009第四屆

9810 劉淑寧主編 978-986-236-179-5 卓越管理行銷與流通管理研討會. 2009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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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陳建謀主編 978-986-236-181-8 寰宇齊觀『物業管理』2009年物業管理暨防災國

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810 陳建成主編 978-986-236-182-5 卓越管理國際企業經營研討會. 2009第四屆

9901 韓大勇編著 978-986-236-188-7 孫子的作戰思維及其治軍

總計: 112種 112冊

新心佛園雜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602600

郵遞區號:40351 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路一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心佛金剛上師講述 978-986-84719-1-7 藥師經法要

總計: 1種 1冊

新手父母 連絡人:高嘉吟 電話:(02)25007008ext2290 傳真:(02)2502767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

mail:ivy_kao0829@hmg.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逢逸著 978-986-6616-41-9 幫孩子取個好名字: 好命格成就孩子一生好運勢

9901 呂宗昕著 978-986-6616-42-6 聰明念書高手

9902 道格拉斯.布洛克(Douglas

Bloch), 瓊.梅若特(Jon

978-986-6616-43-3 跟孩子說好話

9902 許正典, 林希陶著 978-986-6616-45-7 125遊戲提升孩子專注力. 1

9903 石田淳作; 蕭照芳譯 978-986-6616-46-4 10分鐘念出好成績: 每個孩子都適用的高效率念

書法

總計: 5種 5冊

新月文化 連絡人:胡月嬌 電話: 傳真:(02)29304655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二段22巷7弄2號1樓

 E-mail:order@crescen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香彌作 978-986-141-827-8 楣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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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夏琦拉作 978-986-141-828-5 茶狂

9812 蜜■子作 978-986-141-829-2 我的千金生活

9901 慕楓作 978-986-141-832-2 王樣溫柔男

9812 瑪奇朵作 978-986-141-834-6 出清完美潮男

9812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835-3 寧為丫頭

9812 星野彗作 978-986-141-837-7 專業第三者

9812 風光作 978-986-141-838-4 間奏甜祕蜜

9812 巫靈作 978-986-141-839-1 王爺奪妾

9812 米樂作 978-986-141-840-7 浪子不認帳

9812 黎孅作 978-986-141-841-4 青梅不買單

9812 玦色作 978-986-141-842-1 鳳凰男傭

9901 巫靈作 978-986-141-843-8 獨寵千金奴

9901 香彌作 978-986-141-844-5 情纏桃花妃

9901 艾林作 978-986-141-845-2 強佔鳳凰女

9901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846-9 染指下堂妻

9901 心寵作 978-986-141-847-6 絕代女官

9901 星野彗作 978-986-141-848-3 吻醒睡獅大少

9901 井上青作 978-986-141-849-0 新娘一口價

9901 蜜■子作 978-986-141-850-6 我的貴婦日記

9901 明星作 978-986-141-851-3 闊少的傻女傭

9901 曉■作 978-986-141-852-0 惡男大失寵

9901 米樂作 978-986-141-853-7 花田有個總經理

9901 瑪奇朵作 978-986-141-854-4 菜園有個神農氏

9901 風光作 978-986-141-855-1 馴夫交響曲

9902 綠光作 978-986-141-856-8 邪皇的愛錢妃

9902 夏琦拉作 978-986-141-857-5 皇商的棄公主

9902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858-2 霸爺的管家婆

9902 明星作 978-986-141-859-9 酒王的福氣女

9902 千尋作 978-986-141-860-5 宰相的兩世妻

9902 子紋作 978-986-141-862-9 霸王妃

9902 子紋作 978-986-141-861-2 霸王妃

9902 芳妮作 978-986-141-863-6 大話總裁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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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有容作 978-986-141-864-3 豢養桃花少

9903 芳妮作 978-986-141-865-0 假裝孩子爸

9903 蜜■子作 978-986-141-866-7 我的金主祕密

9903 曉■作 978-986-141-867-4 嬌妻不討喜

9902 巫靈作 978-986-141-868-1 魅后

9902 心寵作 978-986-141-869-8 紅顏書

9902 香彌作 978-986-141-870-4 惡夫自有惡妻磨

9902 丹甯作 978-986-141-871-1 緋聞非女友

9902 銀心作 978-986-141-872-8 誘婚草莓男

9903 明星作 978-986-141-873-5 股神的小錢奴

9903 井上青作 978-986-141-877-3 老婆不二賣

9903 陽光晴子作 978-986-141-878-0 野蠻主子

總計: 45種 47冊

新世紀雜誌社 連絡人:葛大林 電話:0936355975 傳真:(07)2362352

郵遞區號:1007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西

路一段150號5樓之3

 E-

mail:naweekly@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郭立著 978-986-83923-4-2 整合文法大挑戰. Volume.1-1, 基礎概念入門

9812 郭立著 978-986-83923-5-9 整合文法大挑戰. Volume.1-2, 語法分類練習

9812 郭立著 978-986-83923-6-6 整合文法大挑戰. Volume.1-3, 進階句構語法

9812 郭立著 978-986-83923-7-3 整合文法大挑戰. Volume.1-4, 高階語法整合

總計: 4種 4冊

新生醫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4694534

郵遞區號:32544 地址:桃園縣龍潭鄉中豐路

高平段41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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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廖又生等著 978-986-82532-8-5 醫護、婦幼與生命倫理、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 第三屆

9811 王凱平等著 978-986-82532-9-2 通識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第三屆

總計: 2種 2冊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751119

郵遞區號:10341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鄭州路

87號9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N. Gregory Mankiw著; 王銘 978-986-6637-48-3 經濟學原理

9810 Allen Rubin, Earl Babbie原

著; 傅從喜等譯

978-986-6637-54-4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9810 Raymond D. Kent著; 王南梅,

黃國祐, 陳雅資譯

978-986-6637-56-8 言語聲學分析

9809 Allan H. Robbins, Wilhelm C.

Miller著; 范姜宗霖, 郭瑋倫,

978-986-6637-57-5 基本電學

9810 Jeanne M.Machado著; 簡楚 978-986-6637-58-2 幼兒語文教材教法

9809 Daniel D. Benice著; 孔憲成 978-986-6637-59-9 商用微積分

9809 Daniel D. Benice著; 羅文陽,

葛自祥, 王清德編譯

978-986-6637-60-5 微積分

9809 Peter Kuhfittig著; 林明德等 978-986-6637-61-2 微積分

9812 Jeffrey M. Wooldridge著; 胥 978-986-6637-62-9 計量經濟學

總計: 9種 11冊

新竹生活美學基金會 連絡人:江瑞玲 電話:(03)5263176ext501 傳真:(03)5261347

郵遞區號:30041 地址:新竹市武昌街110號  E-mail:ac501@nhcl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姜義鎮編著 978-986-84969-2-7 圖說三百六十行

9812 姜義鎮編著 978-986-84969-3-4 認識臺灣鄉土神明

總計: 2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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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然主義 連絡人:錢滿姿 電話:(02)27845363ext19 傳真:(02)27845358

郵遞區號:1065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

路二段9號10樓之2

 E-mail:jill@thirdnatur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相良洋子, 山岡有美著; 李 978-957-696-669-9 活力更年期: 讓更年期更輕鬆的身心運動

總計: 1種 1冊

新雨 連絡人:鄭天恩 電話:(02)29789528 傳真:(02)29789518

郵遞區號:24143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號8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夏樹靜子著; 陳香如, 鄭天

恩, 許韶芸譯

978-986-227-036-3 沒搭上車的女人

9809 內田康夫作; 曾鴻燕譯 978-986-227-040-0 不歸路

9809 ■口安吾著; 黃瑾瑜譯 978-986-227-041-7 魔鬼的無聊

9810 久生十蘭作; 蕭雲菁譯 978-986-227-042-4 地底獸國

9810 森村誠一作; Shizuko譯 978-986-227-043-1 棟居刑事之殺人的間隙

9810 逢■剛著; 燕熙譯 978-986-227-044-8 遙遠的斜影之國

9812 松本清張著; 梅應琪譯 978-986-227-048-6 波之塔

9812 森村誠一著; 吳心妤譯 978-986-227-049-3 狙擊者的悲歌

9812 山村美紗著; 吳心妤譯 978-986-227-050-9 黑色環狀線

總計: 9種 9冊

新苗文化 連絡人:吳瑞銀s 電話:(02)23320430ext21 傳真:(02)23329817

郵遞區號:1007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和平西

路一段150號4樓之4

 E-mail:edit-

sm@umail.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桃莉.海頓(Torey L. Hayden)

著; 繆靜玫譯

978-957-451-430-4 向日葵森林

9901 今井恭子著; 岡本順繪; 陳 978-957-451-434-2 爸爸的未婚妻

9902 織田うさこ著; 張琇媛譯 978-957-451-435-9 凸槌菜鳥女醫生

9901 金善姬著; 孟周希繪; 凱翔 978-957-451-436-6 物理偵探: 尋鬼捉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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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吳仙姬著; 李聖淑繪; 周琡 978-957-451-437-3 比爾.蓋茲: 從頑童到電腦天才

9902 金成洙著; 俞俊在繪; 凱翔 978-957-451-438-0 數學天才營闖關遊戲

總計: 6種 6冊

新保成 連絡人:林韋伶s 電話:(02)23880103ext215 傳真:(02)23889869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街  E-mail:milk0604@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蕭博仁編著 978-986-244-065-0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關鍵條文釋

義.熱門考題對照)

9810 林青松編著 978-986-244-096-4 民法(身分法): key題(國考生在校生)

9811 伊藤編著 978-986-244-106-0 法學大意: 全彩圖說(初等.五等)

9810 張哲榮編著 978-986-244-107-7 微積分

9811 陳遠編著 978-986-244-114-5 社會研究法(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金鑰

9810 黃黌宸編著 978-986-244-115-2 憲法學體系重點整理. 上冊

9810 桑田編著 978-986-244-116-9 刑法概要(司法人員)

9810 法毅編著 978-986-244-117-6 刑法總則: 爭點三合一

9810 戴馨編著 978-986-244-118-3 社會工作: 金鑰(高普三四等社會工作師)

9810 保成法學苑編 978-986-244-120-6 攻略公法

9810 保成法學苑編 978-986-244-121-3 攻略民事法

9810 保成法學苑編 978-986-244-122-0 攻略刑事法

9810 保成法學苑編 978-986-244-123-7 攻略大法官解釋

9810 保成法學苑編 978-986-244-124-4 攻略分科六法

9811 李復昀編 978-986-244-125-1 民法(概要)(高普三四等)

9811 李復昀編 978-986-244-126-8 民法概要(司法四等考試用書)

9811 李復昀編 978-986-244-127-5 民法(概要)(地政士不動產經紀人)

9810 蔡憲文編著 978-986-244-128-2 行政程序法與行政訴訟法(專利師考試)

9811 蔡憲文編著 978-986-244-129-9 行政法要義(2010高普三四等)

9811 蔡憲文編著 978-986-244-130-5 行政法要義(律師司法人員)

9810 桑田編著 978-986-244-131-2 刑法概要(高普三四等)

9810 裴騰著 978-986-244-132-9 專利法規(專利師考試)

9810 邱遠編著 978-986-244-133-6 政治學: 金鑰

9811 高芬編著 978-986-244-134-3 移民法規概要(含測驗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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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保成名師聯著編 978-986-244-135-0 法警.執達員.執行員: 歷屆試題

9811 典亮編著 978-986-244-136-7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司法五等)

9812 夏新編著 978-986-244-163-3 保險學(農會.銀行壽險.金融證照)

9812 齊天, 胡齡編 978-986-244-164-0 國文(論文及應用文)

9812 保成名師聯著 978-986-244-167-1 商事法: 歷屆試題(律師司法三等)

9812 陳韋達編著 978-986-244-169-5 普通物理

9812 田齊編著 978-986-244-170-1 海商法: 例題演練

9812 黎民編著 978-986-244-171-8 強制執行法新論: 體系重點整理(律師.司法人員)

9812 黃鐘平編著 978-986-244-172-5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申論題庫)(高普三四等)

9812 王濬編著 978-986-244-173-2 行政學新編

9812 林儀編著 978-986-244-174-9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9812 陳大同編著 978-986-244-175-6 現行考銓制度: 金鑰(高.普)

9812 黃磊編著 978-986-244-176-3 法學大意: 實例測驗題高分突破

9901 裴騰編著 978-986-244-177-0 商標法規

9901 江軍編著 978-986-244-168-8 刑法經典試題完全攻略. 基礎編

9901 歐亞非, 戴馨編著 978-986-244-178-7 社會工作管理

9812 沈伶編著 978-986-244-179-4 民事訴訟法概要(司法四等)

9812 陳威編著 978-986-244-180-0 社會工作

9812 陳威編著 978-986-244-181-7 社會工作(概要)

9901 潘翔編著 978-986-244-182-4 貨幣銀行學(概要): 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9901 王淑芬等編著 978-986-244-183-1 社會工作師.社會行政: 綜合題庫解析

9902 李致斐編著 978-986-244-185-5 民法(財產法): key題

9901 李岑思編著 978-986-244-186-2 保安處分執行法: 逐條釋義

9810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978-986-244-187-9 英文(司法五等)

9901 吳軍編著 978-986-244-188-6 民事訴訟法: key題

9902 施行, 曉甌編著 978-986-244-189-3 強制執行法.國際私法: key題

9901 陳勝編著 978-986-244-191-6 基本電學(電工原理): 考前百分百

9901 保成名師聯著 978-986-244-196-1 消防警察人員(四等): 綜合題庫解析

9902 林儀編著 978-986-244-197-8 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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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楊惠芬編著 978-986-244-198-5 行銷學(行銷管理學)(含消費者行為)(國民營事業

考試)

9901 蔡憲文編著 978-986-244-200-5 行政法(概要): 測驗題庫完全解析+重要條文

9901 黃開農編著 978-986-244-201-2 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題庫解析

總計: 56種 56冊

新視界國際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457252

郵遞區號:80746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

106號7-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中山大學敘說與開創

研究室編著

978-986-85912-0-2 南方文創的6x6

總計: 1種 1冊

新陸 連絡人:蘇逸華 電話:(02)23512587ext24 傳真:(02)23963862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47號

 E-

mail:shinlou@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姜林杰祐著 978-986-6333-10-1 程式交易: 觀念、方法、技術與解決方案

9811 馬君梅等著 978-986-6333-12-5 實用會計學概要: 題解及會計檢定題庫

9901 游美未等著 978-986-6333-13-2 國際禮儀實務: 教您培養優雅與風範

9901 沈大白著 978-986-6333-14-9 企業風險管理

9902 李正綱, 陳基國, 劉敏熙著 978-986-6333-16-3 人力資源管理: 理論與實務導向

9903 金鐵英, 金鐵珊著 978-986-6333-17-0 衍生性金融商品: 期貨與選擇權

9903 徐俊明, 黃原桂著 978-986-6333-18-7 國際金融與匯兌

總計: 7種 7冊

新港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葉玲伶 電話:(05)3745074 傳真:(05)3745830

郵遞區號:61641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新中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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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黃睿妍主編 978-957-97939-8-8 新港國際社區藝術節成果專輯: 與您樂活在一起.

2008

總計: 1種 2冊

新裕豐文化 連絡人:鄭琪臻 電話:(07)2352468ext24 傳真:(07)2351930

郵遞區號:80053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

一路17-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8 麥惠珍著 978-986-81151-8-7 解讀藝術的視野

總計: 1種 1冊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24236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路

一段7巷1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韋綸等撰文; 高俊宏主編 978-986-83782-1-6 公路計畫: 臺北生存美學檔案

總計: 1種 1冊

新鳴遠 連絡人:王鳳萍 電話:(06)2976459 傳真:(06)2974788

郵遞區號:70844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建平三

街216巷1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余永文作 978-957-8206-34-2 永文詞稿

總計: 1種 1冊

新聞局 連絡人:游惠容 電話:(02)33567976 傳真:(02)23513860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天津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978-986-02-0164-2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2009

9812 邵平雲總編輯 978-986-02-0635-7 數位出版金鼎獎. 第3屆

9812 行政院新聞局編 978-986-02-0929-7 理性務實 勇於負責: 行政院劉院長兆玄先生言論

選集. 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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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6冊

新潮社 連絡人:翁筠緯 電話:(02)26642511 傳真:(02)22306118

郵遞區號:2224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三段141巷24號4樓

 E-

mail:editor@xcsb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洪應明原著; 梁一群譯述 978-986-167-634-0 白話菜根譚. 秋

9901 洪應明原著; 梁一群譯述 978-986-167-635-7 白話菜根譚. 冬

9812 馬正飛編著 978-986-167-637-1 諾貝爾獎得主金言集. 續篇

9901 慕容如玉著 978-986-167-621-0 惡女難搞

9901 司馬櫻子著 978-986-167-640-1 小迷糊闖情關

9901 心理研究小組著 978-986-167-642-5 心理專家教你的觀人術

9901 喬安娜.史派利著; 楊玉娘 978-986-167-643-2 少女海蒂

9901 壯快編輯部主編 978-986-167-644-9 高麗人參

9901 孟仲法著 978-986-167-645-6 怎樣吃蔬菜

9901 松原英多著 978-986-167-646-3 三分鐘健康檢查

9901 心理研究小組著 978-986-167-647-0 三分鐘人際突破術

9901 近藤芳朗, 近藤幸世著 978-986-167-648-7 每天15分鐘健康操

9902 日比野喬著 978-986-167-649-4 簡易手掌療法

9902 沈葳著 978-986-167-650-0 10個激勵人心的故事

9902 龍德水著 978-986-167-651-7 大蒜健康法

9902 陳瑞東著 978-986-167-652-4 靈芝治百病

9902 石田仁勇著 978-986-167-653-1 乳酸菌可防癌

9902 莫里斯.盧布朗著; 林芸譯 978-986-167-654-8 亞森羅蘋VS福爾摩斯

9902 夏日綾香著 978-986-167-655-5 愛的對面那條街

9902 心理研究小組主編 978-986-167-656-2 心理專家的交涉技巧

9902 心理研究小組主編 978-986-167-657-9 一堂價值百萬的說話術

9903 心理研究小組主編 978-986-167-658-6 心理專家教你怎樣看穿謊言

9903 林語堂著 978-986-167-659-3 讀書的藝術

9903 林語堂著 978-986-167-660-9 人生就像一首詩

9903 張應行, 黃寅著 978-986-167-662-3 白話本.孟子

9903 張應行, 黃寅著 978-986-167-661-6 白話本.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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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 菅野光男著 978-986-167-663-0 苦瓜與糖尿病: 改善糖尿病狀,就是將苦瓜納入飲

食中,苦瓜含有對抗糖尿病的豐富成分,能使您的

血糖值降低!

9903 早島正雄著 978-986-167-665-4 不可思議的自癒力

9903 慕容如玉著 978-986-167-664-7 沙漠王子櫻花戀

9903 F.H.伯奈特著; 林錚譯 978-986-167-666-1 小公主

9903 心理研究小組主編 978-986-167-667-8 心理專家超強看人術

9903 肯納斯.葛蘭姆著; 楊玉娘 978-986-167-668-5 柳樹間的風聲

9903 心理研究小組主編 978-986-167-669-2 搞定難搞的上司

總計: 33種 33冊

新學林 連絡人:林靜妙 電話:(02)27001808ext15 傳真:(02)27059080

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2段339號9樓

 E-mail:law@shari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明鏘著 978-986-6419-54-6 歐盟行政法: 德國行政法總論之變革

9811 姜世明著 978-986-6419-55-3 新民事證據法論

9812 盧映潔著 978-986-6419-56-0 犯罪與被害: 刑事政策問題之德國法制探討

9901 黃青鋒編著 978-986-6419-57-7 保險法: 圖解知識六法

9812 邱美雅編著 978-986-6419-58-4 作文老師: 出口成章說成語

9901 劉政編著 978-986-6419-59-1 行政法申論題在家自修系列: 解題實戰. 綜合實例

篇

9901 姜世明著 978-986-6419-60-7 法院組織法

9901 李伯璋, 曾平杉著 978-986-6419-61-4 醫療紛爭: 在臨床醫學與法律實務的探討

9901 舒兆民著 978-986-6419-62-1 華語文教學講義

9901 鍾鎮城等合編 978-986-6419-65-2 來去移民華語

9901 鍾鎮城等合編 978-986-6419-64-5 來去移民華語

9901 鍾鎮城等合編 978-986-6419-63-8 來去移民華語

9902 陳玉台等編著 978-986-6419-73-7 作文老師隨身寶

9902 王迺宇著 978-986-6419-74-4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與爭議

9902 林俊益著 978-986-6419-76-8 刑事訴訟法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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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唐律師編著 978-986-6419-82-9 物權法考前精典整理

總計: 16種 16冊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金

會

連絡人:林宜姍 電話:(02)23012727ext17 傳真:(02)23326057

郵遞區號:1006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路

一段119號

 E-

mail:jing0515@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月琴主編; 黃文玉圖 978-957-29918-9-3 裘比不怕了!(親子互動遊戲書)

9812 黃文玉, 靖娟基金會文 978-986-85909-0-8 米利知道錯了!

總計: 2種 2冊

意象文化 連絡人:劉烘謀 電話:(02)89315686 傳真:(02)86638291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正路

752號8樓

 E-mail:ed16@ms6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大A運動網作 978-986-84074-5-9 運動彩券簽注手冊. 2008MLB: 您也可以成為運彩

投注的常勝軍

9902 Joanna.H著 978-986-85179-8-1 維隆卡奇幻歷險: 莫妮卡的千年魔咒

9812 張禮文著 978-986-6299-00-1 一眼看穿男人: 看穿什麼樣的男人值得愛

9904 趙牧之編著 978-986-6299-01-8 超強學習訓練: 學習方法不正確,再多的努力都沒

用!

9903 白珈琲著 978-986-6299-02-5 幸福女人の說話書: 會說話的女人最快樂!

總計: 5種 5冊

義守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6578945

郵遞區號:84001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學城路  E-mail:jyhoung@is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中國問題與兩岸關係研究

中心編

978-986-6456-07-7 孫中山思想與近代中國民主法治教育與發展研討

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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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土木系 連絡人:吳幸娟 電話:(07)6577711ext3302 傳真:(07)6577461

郵遞區號:84001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學城路  E-mail:civil@is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 978-986-6456-08-4 土木與生態工程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2冊

義守大學資工系 連絡人: 電話:(07)6577711ext6502 傳真:(07)2351930

郵遞區號:84001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學城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編

輯

978-986-6456-01-5 資訊技術應用及管理研討會摘要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道聲 連絡人:蘇令宜 電話:(02)23938583ext209 傳真:(02)23937490

郵遞區號:1064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杭州南

路二段15號2樓

 E-

mail:lydia@mail.taoshe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莊東傑著 978-986-6735-54-7 跨越鴻溝: 在華人文化處境中詮釋罪

9803 金聖坤作 978-986-6735-55-4 按照恩賜來事奉

9801 賴品儒作 978-986-6735-58-5 滄海中的靈靜: 追求真善美的人生

9802 克蘿蒂亞.卡思特拉諾斯

(Claudia R.De Castellanos)著;

978-986-6735-59-2 神國花木蘭: 給在基督裡服事的姊妹

9802 凱撒.卡思特拉諾斯(Cesar

Castellanos D.)著; 楊淑智譯

978-986-6735-61-5 門徒栽培的52堂課

9804 凱瑟琳.隆恩.波士朗文; 瑞

克.強森圖; 劉清彥譯

978-986-6735-62-2 日出的山丘

9805 艾茲拉.傑克.季茲文圖; 宋 978-986-6735-63-9 路易的奇遇

9803 金聖坤著 978-986-6735-64-6 恩賜配置事工指南: 平信徒.事奉的果效.恩賜配置

事工

9803 金聖坤著; 徐國明譯 978-986-6735-65-3 最健康的教會: 豐盛教會的故事

9805 露絲.克勞斯文; 海倫.奧森

貝里圖; 劉清彥譯

978-986-6735-66-0 我長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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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6 劉志雄作 978-986-6735-67-7 不再抓狂: 作你情緒的主人

9807 神澤利子文; 林明子圖; 米 978-986-6735-68-4 娜娜的一天

9806 李歐.李奧尼文.圖; 劉清彥 978-986-6735-69-1 帝哥的金翅膀

9805 李鴻志作 978-986-6735-70-7 結交朋友

9807 夏忠堅作 978-986-6735-71-4 我們起來建造吧!: 建造健康成長教會的基礎工程

9808 殷穎著 978-986-6735-72-1 悲愴大地

9806 趙鏞基著; 韓相玉譯 978-986-6735-75-2 如何禱告

9807 白金山著 978-986-6735-76-9 讀經生活: 從這裡開始

9809 奧利維爾.杜瑞亞文圖; 劉 978-986-6735-77-6 愛唱歌的瑪莉

9808 賴瑞.福樂(Larry Fowler)作;

林恂惠譯

978-986-6735-78-3 培育屬靈的新世代: 兒童事工的堅固磐石

9811 黃李惠琴著 978-986-6735-79-0 心語一籃

9811 派翠西亞.波拉蔻文圖; 劉 978-986-6735-80-6 檸檬的滋味

9810 謝家樹著 978-986-6735-81-3 聖經中的食物

9811 班.卡森(Ben Carson), 葛瑞

格.路易士(Gregg Lewis)著;

978-986-6735-83-7 冒險贏家: 風險評估與承擔

9901 顧美芬著 978-986-6735-84-4 我成了翻譯: 從事口譯及筆譯的心路歷程

總計: 25種 25冊

慈光 連絡人:呂賢智 電話:(03)5806596ext315 傳真:(03)5806257

郵遞區號:1047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三段31號12樓

 E-

mail:pmbmi@tpts6.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汪慈光註 978-986-423-085-3 道德經淺註: 老子的先天心法

總計: 1種 1冊

慈濟大學 連絡人:吳芳倩 電話:(03)8565301ext7059 傳真:(03)8562490

郵遞區號:97004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中央路

三段701號

 E-

mail:sandywu@mail.tc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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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編;

徐信義主編

978-986-7625-26-7 異地文學交會

總計: 1種 2冊

慈濟中文期刊部 連絡人:陳梅君 電話:(02)28989990ext2065 傳真:(02)28989977

郵遞區號:11259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立德路  E-mail:reader@tzuch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開元等作; 陳玫君主編 978-986-85028-6-4 輕舟已過

總計: 1種 2冊

資策會 連絡人:張淑媛 電話:(02)27377111ext7234 傳真:(02)27377113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復興南路一段

390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IDEAS)編

978-957-581-427-4 次世代科技服務趨勢: 6項關鍵技術X6大新興產業

9811 蕭淑玲等作 978-957-581-428-1 顧客洞察者的田野手冊: 如何從顧客行為脈絡中

找出商機,打造創新服務 與產品!

總計: 2種 4冊

瑞成 連絡人:洪翠玲 電話:(04)22808033 傳真:(04)22808035

郵遞區號:40148 地址:臺中市東區天乙街107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978-957-785-691-3 佛說雨寶陀羅尼經 佛說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

羅尼經(國語注音)

9808 978-957-785-692-0 藥師琉璃光如來本願功德經(手抄本)

9808 978-957-785-693-7 金剛般若波羅蜜經(手抄本)

9808 林顯宗作 978-957-785-694-4 與靈溝通: 深層溝通穿越心靈回溯技術(簡體字版)

9808 陳永寶著 978-957-785-695-1 近體詩之創作與吟唱

9809 謝昕潤, 楊淑惠, 熊芷嫻作 978-957-785-696-8 斗數醫學與美容美體

9809 鐵筆子著 978-957-785-697-5 占卜符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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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洪振■作 978-957-785-698-2 閭山玄壇秘錄

9809 釋聞達句解 978-957-785-699-9 妙法蓮華經句解

9810 高水龍作 978-957-785-700-2 高龍卜易.卦驗101例解

9810 洑溪居士, 圓銘居士編著 978-957-785-701-9 2010話虎年陽宅風水指南

9810 賴仲奎編述 978-957-785-702-6 傳統養生體功法今說

9811 火西月編纂 978-957-785-703-3 呂祖年譜仙蹟編年詩集

9811 廣淨道場整理設計 978-957-785-705-7 大悲懺儀軌

總計: 14種 14冊

瑞昇文化 連絡人:張姵恩 電話:(02)29453191 傳真:(02)29453190

郵遞區號:2358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景平路

464巷2弄1之4號

 E-mail:resing@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小林ひろ美作; 林麗紅譯 978-957-526-900-5 小顏美人 湯匙按摩美肌法

9811 高橋ひとみ編集; 楊鴻儒譯 978-957-526-901-2 百搭款!溫暖手編背心.圍巾.披肩

9812 今泉史子監修; 楊鴻儒譯 978-957-526-902-9 棒針基礎針法

9901 北尾惠以子監修; 楊鴻儒譯 978-957-526-903-6 蕾絲鉤織針法&花樣

9811 鈴木孝美作; 劉梅香譯 978-957-526-904-3 立體の卡好!四季手工卡片100款

9812 深尾さちよ作; 楊鴻儒譯 978-957-526-909-8 可愛風!鉤針編織小錢包&小物

9812 主婦と生活社編集; 侯詠馨 978-957-526-910-4 每日15分 隨手收納術

9812 いちかわみゆき監修; 楊鴻 978-957-526-912-8 鉤織甜點so sweet

9812 光岡郁子編集; 陳蒼杰譯 978-957-526-913-5 免針線!簡單摺出手拿包

9901 熊谷裕子作; 蔣佳珈譯 978-957-526-914-2 卡士達甜點の六堂課

9901 大串亞由美作; 李家綺譯 978-957-526-916-6 超表達力,說得『懂』也要說得『動』!

9902 日本[]ォ■グ社編著; 闕韻 978-957-526-920-3 經典款!鉤針編織圖案262款

9901 ブティック社編著; 楊鴻儒 978-957-526-921-0 和風精緻小物154款

9901 旭屋出版社編著; 闕韻哲譯 978-957-526-923-4 人聲鼎沸の蛋糕名店

9901 旭屋出版社編著; 林麗秀譯 978-957-526-924-1 日式炸豬排,炸物: 排隊店酥炸成功秘訣

9902 Works Corporation編著; 高 978-957-526-927-2 極致版3D人物建模、材質專業技法

9901 主婦と生活社編著; 侯詠馨 978-957-526-928-9 歲時記趣: 四季拼布圖案集

總計: 17種 1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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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麗美人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264338

郵遞區號:2358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359巷7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辜韋寧編輯 978-986-85776-0-2 恐怖的卡路里: 熱量全圖典

9902 金峰燦, 張素英作 978-986-85776-1-9 是食物也是藥

總計: 2種 2冊

瑞蘭國際 連絡人:楊米琪 電話:(02)27004625 傳真:(02)27004622

郵遞區號:1065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

路三段54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978-986-6567-32-2 實用日語帶著背!

9901 林潔■著 978-986-6567-34-6 絕對實用!日本人天天說的生活日語

9901 林士鈞著 978-986-6567-37-7 日語句型.文法,讀這本就夠了!

總計: 3種 3冊

達觀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ext16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11670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景文街

1號4樓之2

 E-

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增文作 978-986-6410-23-9 狼老大的十堂管理課: 個人生存與團隊管理的至

尊法則

9812 耕濤作 978-986-6410-24-6 想出頭,先學會低頭: 『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處世絕

學』

9901 陳鈺作 978-986-6410-25-3 別生氣,這就是人性!: 你非懂不可的54個心理學法

則

9812 赫連勃勃大王(梅毅)著 978-986-6410-26-0 帝國如風: 元朝的另類歷史

9901 赫連勃勃大王(梅毅)著 978-986-6410-27-7 縱慾時代: 大明朝的另類歷史

9901 許韶芹, 許佳佳作 978-986-6410-28-4 考上,就靠這一本!: 高普考榜首與證照達人獨家秘

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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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柯君作 978-986-6410-29-1 擁抱人生光明面: 關於品德修養的3分鐘小故事

9902 周爾晉作 978-986-6410-30-7 火柴棒醫生手記: 神奇的穴位養生療法

9902 赫連勃勃大王著 978-986-6410-31-4 極樂誘惑: 太平天國的興亡

9902 馮國濤作 978-986-6410-32-1 我的第一本英文單字故事書

9903 瓊那.諾布旺典著 978-986-6410-34-5 唐卡中的神話傳奇

總計: 11種 11冊

葉子 連絡人:閻富萍 電話:(02)26646480ext102 傳真:(02)23660310

郵遞區號:22204 地址:臺北縣深坑鄉北深路

3段258號8樓

 E-mail:fupen@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孟兆慶著 978-986-7609-99-1 孟老師的美味蛋糕卷: 5種蛋糕體+5種夾心奶油餡

的百變蛋糕卷

總計: 1種 2冊

葉廷川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00504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敦化南路二段

86號12樓之1

 E-mail:lina-

yeh@ms7.tisnet.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Tin Yeh 978-957-41-6965-8 Peach blossom wharf

總計: 1種 2冊

萬■國際藝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59617

郵遞區號:1069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大安路

一段175巷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梅姆杜.庫哲[創作]; 鄭政誠 978-986-86040-0-1 跳土風舞吧!: 梅姆杜.庫哲創作集

總計: 1種 1冊

葛克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86655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懷寧街92號5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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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張永明著 978-957-41-6983-2 國家租稅權之界限

總計: 1種 1冊

董氏基金會 連絡人:李麗亭 電話:(02)27766133ext208 傳真:(02)27513606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

路57號12樓之3

 E-mail:mhjtf@jt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104 葉金川作 978-957-41-0207-5 全民健保傳奇

9107 林靜靜作 978-957-41-0425-3 壯志與堅持: 許子秋與臺灣公共衛生

9309 許惠玉總編輯 978-957-41-2134-2 我的健康筆記書: 量身訂做專屬自己的減肥祕笈

9310 許惠玉總編輯 978-957-41-2225-7 健康寶寶創意餐點

總計: 4種 4冊

董氏基金會<<大家健康

>>雜誌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13606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

路57號12樓之3

 E-

mail:168edward@ms49.url.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葉金川作 978-986-85449-0-1 視野

總計: 1種 1冊

董增華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804619

郵遞區號:110 地址:臺北市基隆路一段

350-30號1樓

 E-

mail:doong@ms79.ur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董增華作 978-957-41-6796-8 學撞球標準指南. 上, 變身高手的第一本書

總計: 1種 1冊

敬園國際藝術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537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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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64054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

三段26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李悌二著 978-986-83506-2-5 壺緻.福至: 李悌二手捏壺創作

總計: 1種 1冊

①峰資訊 連絡人:翁鳳嬌 電話:(02)27882408ext840 傳真:(02)27881031

郵遞區號:11560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三重路

66號7樓之6

 E-

mail:daphne_weng@gotop.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境祐司等原著; 汪牧君譯 978-986-181-501-5 Flash設計幫幫忙

9802 陳美玲, 劉安蓉編著 978-986-181-541-1 Excel 2003實力養成暨評量解題秘笈

9805 北臺灣科學技術學院資訊 978-986-181-713-2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12 俞甲子, 石凡, 潘愛民著 978-986-181-828-3 程式設計師的自我修養: 連結、載入、程式庫

9812 江家頡著 978-986-181-833-7 Visual C  2008 邊

學邊玩

範例集

9812 邱梓君著 978-986-181-834-4 MCTS: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專業認證手冊

9812 陳惠貞著 978-986-181-835-1 網頁程式設計: HTML&CSS

9811 戴有煒著 978-986-181-842-9 Windows server 2008 R2安裝與管理

9812 林耀欽作 978-986-181-843-6 企業電子化策略規劃與設計特訓教材

9812 林德全等著 978-986-181-846-7 汽車修護技能檢定丙級學術科

9902 楊潔芝, 楊麗文著 978-986-181-847-4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9812 Joan Preppernau, Joyce C著;

張雅芳譯

978-986-181-850-4 Windows 7 Step by Step中文版

9901 鳥哥著 978-986-181-851-1 鳥哥的Linux私房菜. 基礎學習篇

9812 張三著 978-986-181-852-8 數位漫畫繪圖創作Comic Studio 4.0奇幻技

9812 李啟龍, 謝文軒著 978-986-181-853-5 Flash CS4動畫與遊戲製作必修技

9901 Autodesk著; 李敬賢譯 978-986-181-855-9 Learning AutoCAD Civil 3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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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978-986-181-857-3 多媒體網頁設計: 為數位生活提供全新應用

9811 劉文良著 978-986-181-858-0 電子商務

9901 Darril Gibson著; 彭成錦, 彭

民傑譯

978-986-181-859-7 MCITP 70-646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Administrator專業認證手 冊

9812 李蔚澤著 978-986-181-861-0 Ubuntu 9.10 Linux全方位學習

9812 吳玄玉編著 978-986-181-862-7 Dreamweaver CS4實力養成暨評量解題秘笈

9812 楊世瑩著 978-986-181-864-1 Excel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料分析

9812 楊世瑩著 978-986-181-865-8 SPSS統計分析

9812 ①■資訊著 978-986-181-866-5 美工設計CorelDRAW X4一切搞定

9901 文淵閣工作室著 978-986-181-867-2 挑戰Dreamweaver CS4互動網站百寶箱: 使用PHP

9812 林文恭研究室著 978-986-181-868-9 Excel函數&VBA其實很簡單

9812 李蔚澤著 978-986-181-870-2 Fedora 12 Linux全方位學習

9901 張仁川著 978-986-181-871-9 Dreamweaver CS4白皮書

9812 ①峰資訊著 978-986-181-872-6 AKILA魔法教室: 魅力四射5

9901 蔡秉儒著 978-986-181-873-3 Illustrator設計實感

9812 蔡文龍等著 978-986-181-874-0 Visual Basic 2008基礎必修課

9901 Autodesk著; 林俊宏譯 978-986-181-875-7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0 Simulation

9901 孫維康著 978-986-181-876-4 Windows 7一觸即通: 省錢省時升級優化自己來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技能基 978-986-181-877-1 Photoshop CS4實力養成暨評量

9901 陳惠貞著 978-986-181-880-1 網頁程式設計: HTML.JavaScript.CSS.XHTML、

Ajax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技能基 978-986-181-881-8 SolidWorks實體設計實力養成暨評量

9901 志凌資訊顧問群著 978-986-181-888-7 跟我學Windows 7網路安全總管: 防毒、防駭、防

網路釣魚攻擊和資料加 密防護

總計: 37種 37冊

聖經書院 連絡人:潘右千 電話:(03)5217125ext203 傳真:(03)522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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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30064 地址:新竹市高峰路56號  E-mail:iuch@pbc.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聖經學院出版小組著 978-986-84896-6-0 與加爾文一同祈禱. 4

9812 聖經學院出版小組著 978-986-84896-8-4 與加爾文一同靈修

總計: 2種 2冊

聖經資源中心 連絡人:張綿真 電話:(02)86671657ext231 傳真:(02)82191611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36號3樓

 E-mail:olivecf@ms2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馬克.貝特森(Mark

Batterson)著; 王乃純翻譯

978-986-7077-51-6 追逐獅子的人

總計: 1種 1冊

聖環圖書 連絡人:徐耀環 電話:(02)29566460 傳真:(02)29565895

郵遞區號:22063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四川路

1段31號8樓之1

 E-

mail:sunhwan@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徐耀環總編輯 978-957-781-142-4 <<乾坤國寶>>闡微

總計: 1種 2冊

聖嚴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黃碧霞 電話:(02)23979300ext15 傳真:(02)23935610

郵遞區號:1005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二段56號

 E-mail:syf@shengyen.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聖嚴法師著 978-986-6443-15-2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 1(印尼文、英文、中文)

總計: 1種 2冊

勤宣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881788

郵遞區號:11143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至善路

二段250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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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財團法人勤宣文教基金會

編輯部編輯

978-986-85881-0-3 融古 創新: 張炳煌書藝展

9903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展覽 978-986-85881-1-0 何肇衢油畫展: 形神兼備

9903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展覽 978-986-85881-2-7 大地情深: 蔡友水墨畫展

9903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展覽 978-986-85881-3-4 墨韻生輝: 陳丹誠紀念展

總計: 4種 8冊

勤益科大 連絡人:李靜兒 電話:(04)23924505ext2263 傳真:(04)23936331

郵遞區號:41101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中山路

一段215巷3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游惠遠主編 978-986-01-9419-7 臺灣膠彩畫的過去現在與未來

9902 游惠遠主編 978-986-02-2514-3 臺灣膠彩畫的風格史研究與在地性反思

總計: 2種 3冊

勤益科大工程學院 連絡人:賴俊霖 電話:(04)23924505ext5113 傳真:(04)23923380

郵遞區號:41101 地址:臺中縣太平市中山路

一段215巷3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2009綠色科技工程與應用

研討會論文集編輯委員會

978-986-02-0116-1 綠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楊坤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01662

郵遞區號:40867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富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匪類的編著 978-957-41-6760-9 匪類的.搞笑工廠

總計: 1種 1冊

楊英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8567213

郵遞區號:97056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國富三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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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英鏢[著] 978-957-41-6886-6 山高海深花蓮情: 記楊英鏢在花蓮的大學美術教

學與藝術創作

總計: 1種 2冊

楊瑋芬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467840

郵遞區號:1054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權東

路三段164號1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伯方作 978-957-41-6845-3 千里姻緣

總計: 1種 1冊

楊瑞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73874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環山路

二段3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瑞楷編著 978-957-41-6716-6 為共同促進世界永恆的和平、進步致美國總統歐

巴馬先生的信

總計: 1種 3冊

楊靜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89112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羅斯福路三段

153-5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2 [楊靜江著] 978-957-41-5102-8 楊靜江作品選

總計: 1種 1冊

楓書坊文化 連絡人:陳育信 電話:(02)29576096ext11 傳真:(02)29576435

郵遞區號:2206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華興街

31巷8號

 E-

mail:maple.house@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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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一衫武史編著; 陸蕙貽翻譯 978-986-6485-39-8 聽CD背片語. 基礎篇1800: 最有效率的片語記憶

法!

9812 Chris Chant作; 吳潤璿翻譯 978-986-6326-13-4 空中堡壘: 盟軍轟炸機. 1939-45

9812 作田學監修; 陳燕華翻譯 978-986-6326-14-1 徹底圖解腦梗塞

9812 Forum11編著; 沙子芳翻譯 978-986-6326-15-8 素描. 初級篇

9812 加藤禮子作; 賴惠鈴翻譯 978-986-6326-16-5 加藤禮子の拼布作品集

9812 小倉幸子作; 潘舒婧翻譯 978-986-6326-17-2 美麗優雅の小倉緞帶繡

9812 ■飽昌嗣作; 許嘉祥翻譯 978-986-6326-18-9 虎I式戰車模型製作入門

9812 小林道信作; 藍嘉楹翻譯 978-986-6326-19-6 熱帶魚&水草1000種圖鑑

9812 高橋矩彥編集; 陸蕙貽翻譯 978-986-6326-20-2 皮革工藝. vol.2, 男用皮製品

9812 鵜飼泰宏編集; 賴惠鈴翻譯 978-986-6326-21-9 家庭修繕百科: 自己的家自己打理

9812 アルク高校教材編集部編

著; 陸蕙貽翻譯

978-986-6326-22-6 聽CD背單字. 入門篇2000: 最有效率的單字記憶

法!

9812 小笠原彌生作; 黃鏡蒨翻譯 978-986-6326-23-3 專業級美甲聖經. 噴槍彩繪篇

9812 長谷川稚菜, 隈部美千代

作; 楊哲群翻譯

978-986-6326-24-0 自己做巧克力點心

9812 菅野博士, 唐澤佳子作; 巫 978-986-6326-25-7 快描教室: 大刀解決漫畫的疑難雜症!

9812 大瀨由生子作; 黃鏡蒨翻譯 978-986-6326-26-4 天天都想吃の快速料理70道

9901 ■原睦監修; 鍾玉喬翻譯 978-986-6326-27-1 徹底圖解自律神經失調症

9901 David Porter作; 卡米柚子翻 978-986-6326-28-8 鋼鐵雄師: 西線盟軍坦克

9901 Morinaga Yoh作; 張詠翔翻 978-986-6326-29-5 世界戰車博物館圖鑑

9901 菅野博之, 唐澤佳子作; 巫 978-986-6326-30-1 漫■快■: 教大家畫出更精采的漫畫!

9901 I. A. Richards, Christine M.

Gibson作; 陳靜修翻譯

978-986-6326-31-8 看圖學英語. BOOK 1

9901 高橋矩彥編集; icycle單車

工作室翻譯

978-986-6326-32-5 越野公路車入門: 所有越野公路車的相關知識只

要一本全部搞定!

9901 柴田明美作; 潘舒婧翻譯 978-986-6326-33-2 柴田明美の幸福拼布創作

9901 志村悟作; 蕭志強翻譯 978-986-6326-34-9 新和風庭園

9901 和元泉子作; 潘舒婧翻譯 978-986-6326-35-6 我の夏威夷拼布

9901 小■ルミ作; 曹茹蘋翻譯 978-986-6326-36-3 35種超easy點心速成班

9901 永井一夫編輯; 譯人館翻譯

工作室翻譯

978-986-6326-37-0 舒適便利の超完美隔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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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村瀨直志編集; 張詠翔翻譯 978-986-6326-38-7 軍事模型製作教範

9901 雄作; 黃鏡蒨翻譯 978-986-6326-39-4 漫畫: 人物造型設計-美少女篇

總計: 28種 28冊

電腦人文化 連絡人:廖佩瑩 電話:(02)25007855ext3702 傳真:(02)25001914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7樓

 E-

mail:alice_liao@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4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37-5 PowerPoint真.密技字典

9804 PCuSER研究室作 978-986-199-138-2 Excel函數 真.密技字典

9804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39-9 Word 真.密技字典

9804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40-5 Excel 真.密技字典

9804 PCuSER研究室等作 978-986-199-141-2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肆拾伍號

9804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42-9 MIS網管破解速成高手制霸技

9804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43-6 愛玩微網誌: 噗浪、Twitter碎碎念

9805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44-3 Download!網路密技王No.10

9805 PCuSER研究室等著 978-986-199-145-0 Best download!部落客評選の最優軟體殿堂

9805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46-7 Google超級攻略

9806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47-4 人氣滿載の自拍系女孩

9806 翁卓立著 978-986-199-148-1 Linux進化特區: Ubuntu 9.04從入門到精通

9805 火石攝影工作室著 978-986-199-149-8 DSLR提升攝影功力的100個關鍵問題

9806 晏趙毅著 978-986-199-150-4 Flash動畫設計魔法書

9806 黃錫鉉等作 978-986-199-151-1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肆拾陸號

9806 郝春雨, 唐有明, 朱俊成著 978-986-199-152-8 Flash設計原力x80

9807 Vista,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53-5 擁抱世界的Facebook

9807 嚴家成, 盧盟晃著 978-986-199-154-2 SEO關鍵解碼: 網站行銷與排名優化實戰

9808 瀧上園枝著 978-986-199-155-9 好感度の網頁元素質感設計

9807 李金榮, 李金明, 祁連山著 978-986-199-156-6 Illustrator熟習工房

9807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57-3 Download!網路密技王No.11

9811 Dcinside團隊作 978-986-199-158-0 風格才是關鍵!DSLR數位攝影主題設計技法

9807 江玟樺著 978-986-199-159-7 DSLR RAW數位暗房完美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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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蔣美珠著 978-986-199-160-3 陪寶貝學電腦

9807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61-0 加薪必備50招

9808 林建睿著 978-986-199-162-7 聰明配色一定會!100組馬上就會用的網頁樣版

9808 PCuSER研究室等作 978-986-199-163-4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肆拾柒號

9809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64-1 黃金人脈快速養成

9808 許明元著 978-986-199-165-8 iPhone 3GS無限制玩樂術

9809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66-5 Download!網路密技王No.12

9809 宋翔著 978-986-199-167-2 Word排版之道

9809 肖遙著 978-986-199-168-9 網站入侵與腳本攻防修煉

9810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69-6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肆拾捌號

9812 吉田浩章著 978-986-199-170-2 3分鐘修出好照片!DSLR寫真補正&後製

9810 黑須信宏著 978-986-199-171-9 設計の關鍵則: 真正必要的專業法則

9809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72-6 這樣找便宜就對了!

9809 賴要任, 鄭志強著 978-986-199-173-3 Windows Server 2008系統建置與伺服器架設實戰

9810 林建睿著 978-986-199-174-0 解放壓力: 曼陀羅心靈彩繪

9810 臉書工作室等合著 978-986-199-175-7 Facebook: 網路解悶遊戲密技大爆料

9811 高明宏, 徐雅玲作 978-986-199-176-4 Dreamweaver CS4網頁設計原力

9812 李俊東著 978-986-199-177-1 平面設計的美感秘訣; 李俊東給設計人的12堂課

9811 PCuSER研究室著 978-986-199-178-8 Download!網路密技王No.13

9810 古堅真彥著 978-986-199-179-5 Flash ActionScript 3.0設計の躍動力

9811 清水哲朗著 978-986-199-180-1 拍出自然好照片!DSLR風景攝影達人訣竅

9812 下田和政著 978-986-199-182-5 Photoshop廣告設計作成x45例

9811 許明元, 方志豪著 978-986-199-183-2 iPhone 3GS好用軟體200+

9811 下田和政著 978-986-199-184-9 Photoshop&Illustrator設計作成x114例

9812 PCuSER研究室等作 978-986-199-185-6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肆拾玖號

9812 歐朝暉著 978-986-199-186-3 決戰SEO: 搜尋引擎與網站行銷致勝術

9812 劉浩, 張文靜著 978-986-199-187-0 大好評!PowerPoint美感簡報設計

9812 張亮著 978-986-199-188-7 細節決定互動設計的成敗

9812 高明宏, 徐雅玲著 978-986-199-189-4 Logo Design: 質感素材圖庫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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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張光煜著 978-986-199-190-0 照片這樣修就對了!108種速效修片技巧

總計: 53種 53冊

電腦技能基金會 連絡人:莊淑娟 電話:(02)25778806ext771 傳真:(02)25778135

郵遞區號:10558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2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金會作

978-986-85016-2-1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開放式系統類應考指南. 99

年度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金會作

978-986-85016-3-8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路通訊類應考指南. 99年

度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金會作

978-986-85016-4-5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數位內容類應考指南. 99年

度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金會作

978-986-85016-5-2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嵌入式系統類應考指南. 99

年度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金會作

978-986-85016-6-9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訊管理(應用)類應考指南.

99年度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金會編著

978-986-85016-7-6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一級應考指南. 99年度

99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

能基金會編著

978-986-85016-8-3 企業電子化助理規劃師應考指南. 99年度

總計: 7種 7冊

電影資料館 連絡人:林盈志 電話:(02)23924243ext31 傳真:(02)23926359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青島東

路7號4樓

 E-mail:fact@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天■總編輯 978-986-84455-1-2 臺灣電影年鑑. 2009年

總計: 1種 2冊

鼎文 連絡人:徐詩庭s 電話:(02)23319797ext18 傳真:(02)233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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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49號4樓

 E-mail:jsevon@ting-we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201 李玉豪編 978-957-454-294-9 工程數學

9202 余恂編 978-957-454-296-3 教育測驗與統計

9202 林兆雯編 978-957-454-297-0 社會學

9202 林延熙編 978-957-454-300-7 公共政策

9202 吳本誠編 978-957-454-302-1 行政學

9202 王宗燦編 978-957-454-304-5 教育學

9202 李又樸編 978-957-454-312-0 行政法

9202 吳家福編 978-957-454-316-8 個體經濟學

9206 李芷綾編 978-957-454-357-1 升高中學力測驗升高中英語基本一千字精解

9401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54-408-0 警大二技警佐班題庫全輯

9509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978-957-454-475-2 漁會新進人員考試漁會法及其施行細則模擬試題

總計: 11種 11冊

鼎茂圖書 連絡人:黃淑婷s 電話:(02)23814314ext118 傳真:(02)23825963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街

一段32號11樓

 E-

mail:mavis@tingma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林駿編著 978-986-122-071-0 有害物質處理技術: 含土壤污染

9807 涌井良幸, 涌井貞美著; 陳

耀茂編譯

978-986-122-941-6 圖解多變量分析: 透視資料本質的科學分析工具

9812 周易編著 978-986-226-108-8 工程數學考前衝刺30天

9804 李祥編著 978-986-226-156-9 熱力學奪分攻略

9902 王■等編著 978-986-226-178-1 縱橫經濟學之總體經濟學

9810 張承編著 978-986-226-175-0 管理學

9901 高鵬翔編著 978-986-226-208-5 文化觀光

9809 石濤編著 978-986-226-226-9 環境微生物

9808 洪何編著 978-986-226-227-6 財務管理之屠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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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何岫璁編著 978-986-226-228-3 消防勤務與器材構造使用

9810 石村貞夫, 盧志和著 978-986-226-233-7 輕鬆學統計: 統計奇航記

9808 蔡育岱, 熊武編著 978-986-226-234-4 國際法考用小法典精編

9809 喻超凡, 林郁, 張鎰編著 978-986-226-235-1 工程數學歷屆考題精解. 99(96-98年)

9809 蔡育岱編著 978-986-226-238-2 中西近代外交史

9809 趙鋼, 黃德清編著 978-986-226-240-5 消防戰術: 火場指揮狀況判斷與推演

9810 石濤編著 978-986-226-241-2 環境化學

9810 高昇等編著 978-986-226-242-9 經濟學考題精解. 1, 企管所、管理所、資管所、

工工所、其他. 99(98年  )

9811 黃漢, 楚瀚編著 978-986-226-243-6 統計學考題精解. 3, 經濟所、財金所、其他. 99(98

年)

9810 張文清作 978-986-226-244-3 SPICE電子電路模擬

9809 邱晨瑋, 吳武泰編著 978-986-226-245-0 保安監督人複訓教材

9810 楊文生編著 978-986-226-247-4 作業研究試題解析. 99(97-98年)

9809 張鼎編著 978-986-226-248-1 電路學歷屆考題精解. 99(95-98年)

9809 張承等編著 978-986-226-249-8 管理個案分析考題精解. 99(98年)

9810 黃瑋, 王鼎編著 978-986-226-256-6 統計學考題精解. 2, 資管所、工工所、工管所. 98

9810 黃瑋, 徐明, 張翔編著 978-986-226-250-4 統計學試題解析. 1, 企管所、商研所. 98

9809 周如萍著 978-986-226-251-1 世界級桌球運動員直拍橫打介紹與技術分析之研

究: 以王皓馬琳為例

9810 林文興等作 978-986-226-252-8 消防警察四等試題精解

9901 徐明, 張偉編著 978-986-226-254-2 觀光統計學

9811 劉明彰, 劉超編 978-986-226-255-9 電子學考題精析與菁華. 99(98年)

9810 張承等編著 978-986-226-257-3 管理學考題精解. 99(98年)

9810 蔡克編著 978-986-226-258-0 統計學: 一套令枯燥數學跳動起來的教學方法

9810 張承, 趙敏, 張奇編著 978-986-226-259-7 管理學

9810 黃子嘉編著 978-986-226-261-0 線性代數試題解析. 98年

9810 周易, 王鼎編 978-986-226-262-7 工程數學考題精解. 98年

9810 張承編著 978-986-226-263-4 管理學選擇題精選(含英文翻譯)

9810 周易編著 978-986-226-266-5 工程數學考題精解. 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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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謝景旭作 978-986-226-272-6 消防實務精解

9901 張翔編, 陳宇編著 978-986-226-277-1 統計學考前衝刺30天

9903 吳武泰, 邱晨瑋作 978-986-226-281-8 防火管理初訓教材

9901 張承, 張德編著 978-986-226-289-4 EMBA管理實務與個案分析

9812 何海, 何峰, 陳容編著 978-986-226-291-7 工程數學重點題型

9812 何海, 何峰, 陳容編著 978-986-226-290-0 工程數學重點題型

9801 詹森, 張碩編著 978-986-226-293-1 自動控制考題精解. 99(98年)

9902 張承, 莫惟編著 978-986-226-295-5 管理學問答題精選(含英文翻譯)

9901 洪逸, 洪捷, 洪安編著 978-986-226-297-9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考題精解. 99年

9901 劉仁民, 王宗彥, 楊朋振編 978-986-226-298-6 領隊導遊考照完全攻略

9901 陳明德著 978-986-226-299-3 易經與管理: 時乘六龍經營天下的秘訣

9901 高銘, 林文雄編著 978-986-226-300-6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歷屆考題精解. 99(97-98年)

9904 消防編輯室作 978-986-226-303-7 防火管理複訓教材

9903 戴國良編著 978-986-226-304-4 策略管理: 策略分析與本土個案實務

9902 洪何編著 978-986-226-305-1 財務管理考題精解. 99(98年)

9902 張子傑編著 978-986-226-306-8 應用統計學1000題

9903 張子傑, 徐銘傑著 978-986-226-308-2 應用統計學重點整理

9903 張子傑編著 978-986-226-309-9 應用統計學

9903 劉興編著 978-986-226-310-5 匯解微積分集錦

9902 紀人豪, 林文興, 陳耀漢作 978-986-226-311-2 消防警察三等試題精解

9903 戴國良編著 978-986-226-312-9 行銷管理: 實戰指南與本土案例

9902 陳敬祥編著 978-986-226-315-0 郵政法規大意考前總複習

9903 何海, 何峰, 陳容編著 978-986-226-318-1 工程數學一點通

總計: 59種 59冊

農委會 連絡人:陳秀瑛 電話:(02)23126934 傳真:(02)23712532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路  E-mail:coa@mail.co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王本耀總編輯 978-986-01-8217-0 農業專利實用手冊

9811 林子清等編輯 978-986-02-0984-6 CAS臺灣優良農產品專刊. 2009

9812 王素梅, 李河水作 978-986-02-1802-2 臺灣食品消費分析文集. 2009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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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6冊

農委會水試所 連絡人:陳佳香 電話:(02)24622101ext2513 傳真:(02)24629388

郵遞區號:202 地址:基隆市中正區和一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繼倫總編輯 978-986-02-0900-6 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航次報告. 2008年

總計: 1種 3冊

農委會花蓮農改場 連絡人:宣大平 電話:(03)8521108ext340 傳真:(038)537040

郵遞區號:973 地址:花蓮縣吉安鄉吉安村

吉安路二段150號

 E-

mail:chitsun@mail.hdais.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曾竫萌編著 978-986-02-0024-9 現代桃花源: 羅山有機村體驗農家篇

9810 王玉真, 劉興榮, 陳吉村作 978-986-02-0417-9 農業經營專區做法與執行

9810 潘昶儒, 陳吉村, 楊大吉作 978-986-02-0418-6 水稻栽培管理手冊

9810 陳任芳等作; 劉興榮主編 978-986-02-0419-3 青蔥栽培管理手冊

9810 林立等作; 劉興榮主編 978-986-02-0420-9 高接梨栽培管理手冊

9810 陳季呈等作; 劉興榮主編 978-986-02-0421-6 銀柳栽培管理手冊

9811 陳源俊等編著 978-986-02-0775-0 有機聚落在後山

9811 林學詩, 蔡月夏著 978-986-02-1138-2 萱草之鑑賞與培育

9812 曾竫萌編著 978-986-02-2046-9 麵包果食譜

9901 沈聰明總編輯 978-986-02-2460-3 活力健康盒餐食譜

總計: 10種 20冊

農委會林務局 連絡人:黃淑玲 電話:(02)23515441ext243 傳真:(02)2395479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杭州南路一段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王俊銘等撰文.攝影; 林鴻

忠, 邱惠玲, 林香■主編

978-986-01-7720-6 探索自然秘境: 羅東林區管理處自然保護區專輯

9810 莫渝主編 978-986-02-0197-0 臺灣自然生態詩語. 動物篇

9810 李昌憲主編 978-986-02-0198-7 臺灣自然生態詩語. 植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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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花蓮林區管理處編著

978-986-02-0306-6 森雕榮景: 摩里沙卡in木雕

9812 林鴻忠等編著 978-986-02-0450-6 太平山古往今來: 風華再現

9812 翁嘉駿, 馮雙, 陳怡如編輯 978-986-02-0562-6 野生動物保育工作手冊

9901 馮雙, 翁嘉駿, 陳怡如編輯 978-986-02-1164-1 臺灣地區保育類野生動物圖鑑

9812 邱祈榮等撰稿 978-986-02-1195-5 臺灣現生天然植群圖集

9812 姚正得等著 978-986-02-1428-4 森林中的裝甲部隊: 藤枝國家森林遊樂區甲蟲生

態導覽手冊

9812 傅春旭, 張東柱著 978-986-02-1841-1 老樹木材腐朽菌圖鑑

98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花蓮林區管理處編著

978-986-02-1842-8 洄瀾林業心 神雕巧藝情: 『印象洄瀾』林田山林

業文化園區. 2009

9812 陳顏文; 玉米辰圖 978-986-02-1911-1 太陽蟲笨笨,推推推

9812 吳靖惠等作; 林務局羅東林

區管理處編著

978-986-02-1970-8 淡水河紅樹林自然保留區解說手冊

9812 黃啟瑞, 董景生撰文 978-986-02-2315-6 邦查米阿勞: 東臺灣阿美民族植物

9812 楊遠波等編著 978-986-02-2316-3 臺灣種子植物科屬誌

總計: 15種 32冊

農委會林務局花蓮管處 連絡人:陳鳳梅 電話:(03)8325141ext274 傳真:(03)8325145

郵遞區號:970 地址:花蓮縣花蓮市林政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鄭仁崇, 陳鳳梅, 陳文政撰 978-986-02-2064-3 林田山史話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林試所 連絡人:塗三賢 電話:(02)23039978ext3887 傳真:(02)23052027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南海路53號  E-

mail:dragonlin@serv.tfri.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Yea-Chen Liu, Wen-Liang

Chiou, Ho-Yih Liu

978-986-01-9301-5 Fern flora of Taiwan: athyrium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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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苗栗農改場 連絡人:廖珮如 電話:(037)222111ext392 傳真:(037)220651

郵遞區號:36347 地址:苗栗縣公館鄉館南村  E-mail:peiju@mdai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美鈴, 劉秀珍編輯 978-986-02-2336-1 苗栗區發展地方料理經典美饌烹藝競賽食譜. 2009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畜試所 連絡人:陳翠妙 電話:(06)5911211ext258 傳真:(06)5911754

郵遞區號:712 地址:臺南縣新化鎮牧場112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洪嘉謨, 王斌永作 978-986-02-1839-8 動物屍體大量、緊急資源化處理方式薦介

9812 施柏齡等編著 978-986-02-2110-7 家禽營養分需要量手冊

總計: 2種 4冊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 連絡人:陳金蘭 電話:(02)26212111ext512 傳真:(02)26225345

郵遞區號:251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中正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Thomas J. Deliberto等作 978-986-02-1593-9 臺美日禽流感預防與控制會議. 2009年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 連絡人:蔡雅芬 電話:(049)2761331ext169 傳真:(049)2760258

郵遞區號:552 地址: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  E-mail:yafen@tes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薛美莉, 謝莉顒編 978-986-02-0978-5 沿海濕地與水鳥保育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9

9812 李春子等作 978-986-02-1165-8 老樹人生: 自然與人文的對話

9812 李訓煌總編輯 978-986-02-1405-5 臺東縣野生動物

9812 李訓煌總編輯 978-986-02-1728-5 花蓮縣的野生動物

9812 張和明等編著 978-986-02-1837-4 臺東縣植物資源

總計: 5種 10冊

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 連絡人:陸怡芬 電話:(02)33432052 傳真:(02)33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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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二段

51號9樓

 E-

mail:cjchou@mail.baphiq.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 財團

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編

978-986-01-7691-9 邊境檢查及檢疫之理論與實務研討會專刊

9812 978-986-02-1051-4 甜瓜保護

9812 張聰洲等編著 978-986-02-1072-9 實用常見禽病防治圖說. II, 產蛋性能障礙篇

9812 鍾之蓉執行編輯; 王金和,

王精健翻譯

978-986-02-1137-5 雞群免疫計畫的現場實務: 美國範例

9812 劉朝鑫等作 978-986-02-1233-4 家禽常用動物用藥品使用手冊

98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主編

978-986-02-1615-8 邊境檢查及檢疫研討會專刊. 2009

9812 王麗媛, 羅淑芳主編 978-986-02-1616-5 甘藷種苗病害驗證申請手冊

總計: 7種 14冊

農委會農試所 連絡人:張淑貞 電話:(04)23302301ext218 傳真:(04)23338162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萬豐村

中正路189號

 E-

mail:1204sj@wufeng.tari.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edited by Min-Tze Wu, Yan-

Line Lee, Dah-Jiang Liu

978-986-02-0782-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ce research in 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                         urces

9812 謝廷芳, 戴廷恩, 林信山主 978-986-02-1860-2 花卉健康管理研討會專刊. 2009

總計: 2種 4冊

農委會農糧署 連絡人: 電話:(049)2341076 傳真:(049)2341111

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縣中興新村號光  E-mail:cora@mail.af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張采蘋, 黃麗娟編輯 978-986-01-8783-0 全國社區親子花藝大賽作品集

第 506 頁，共 653 頁



981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統計室編著

978-986-02-0833-7 臺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九十

七年

98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978-986-02-1366-9 臺灣農糧

9812 侯福分主編 978-986-02-1981-4 優良水稻栽培管理技術手冊

總計: 4種 10冊

農委會臺中農改場 連絡人:邱玲瑛 電話:(04)8523101ext140 傳真:(04)8525841

郵遞區號:515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田洋村

松槐路370號

 E-mail:chiuly@tdai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

農業改良場編

978-986-02-0619-7 臺中區發展地方料理. 98年度: 經典美饌烹藝競賽

茭白筍食譜故事料理

9812 陳榮五, 白桂芳, 蔡宜峰主 978-986-02-0881-8 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專輯

9812 陳榮五, 蔡宛育主編 978-986-02-1648-6 花之絮語: 迷你劍蘭

9812 葉士財等編著 978-986-02-2053-7 中部地區橄欖及錫蘭橄欖病蟲害圖說

總計: 4種 8冊

農委會臺東農改場 連絡人:楊鴻志 電話:(089)325110ext825 傳真:(089)338713

郵遞區號:950 地址:臺東市中華路一段675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菁菁, 陳進分作 978-986-02-0266-3 保健植物簡介及藥膳食譜

9812 吳菁菁執行編輯 978-986-02-1552-6 A Bai: 全國A Bai風味餐競賽食譜

總計: 2種 4冊

農委會臺南農改場 連絡人:黃惠琳 電話:(06)5912953 傳真:(06)2896570

郵遞區號:701 地址:臺南縣新化鎮牧場70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黃士晃, 林晉卿作 978-986-02-0368-4 番木瓜合理化施肥技術

9803 卓家榮, 張汶肇作 978-986-02-0452-0 麻豆文旦合理化施肥技術

總計: 2種 4冊

農委會種苗場 連絡人:周明燕 電話:(04)25825422 傳真:(04)2581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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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26 地址:臺中縣新社鄉大南村

興中街46號

 E-mail:mychou@tss.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明燕編輯 978-986-02-1805-3 植物品種權年鑑. 97年

總計: 1種 2冊

農委會藥毒所 連絡人:謝瓊玲 電話:(04)23302101ext118 傳真:(04)23300906

郵遞區號:41358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光明路  E-mail:pin@tact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費雯綺等編輯 978-986-02-1129-0 農藥使用手冊

總計: 1種 2冊

農觀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850351

郵遞區號:55546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

義勇街12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石慶龍作 978-986-85697-0-6 日月潭邵族原住民邵族工藝及彩繪文化圖文成果

專輯: 日月潭邵族的生活及文化

總計: 1種 1冊

圓明工作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030589

郵遞區號:40466 地址:臺中市太原路一段526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葉民松著 978-986-84931-2-4 花都夜未眠

9901 葉民松著 978-986-84931-3-1 情繫奧克蘭

總計: 2種 2冊

圓音有聲 連絡人:林小娟 電話:(02)25452546ext202 傳真:(02)25456533

郵遞區號:1055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75號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福智文教基金會企畫編輯 978-986-85392-1-1 觀功念恩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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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圓神 連絡人:周弈晨 電話:(02)25798800ext40 傳真:(02)25790338

郵遞區號:1055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四段50號6樓之1

 E-

mail:chenifer@mail.eurasian.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凱瑟琳.納薇禮(Katherine

Neville)著; 柯清心譯

978-986-133-311-3 火的秘密

9901 李敏勇著 978-986-133-312-0 遠方的信使: 世界啊,你在詩人的心裡

9812 簡世明著 978-986-133-313-7 老師的10個對不起: 有關愛與生命的希望週記

9902 彎娘文; 彎彎圖 978-986-133-314-4 彎家有娘初長成

9902 莉芙卡.葛茜(Rivka Galchen)

著; 丘淑芳譯

978-986-133-315-1 我們之間,大氣干擾

9902 女王著 978-986-133-316-8 女王力

9903 寄藤文平著; 梁桂慈譯 978-986-133-317-5 死的型錄: 鬼才插畫家筆下的生命終點

9903 喬爾吉.德拉古曼(Gyorgy

Dragoman)著; 余澤民譯

978-986-133-318-2 摘鬱金香的男孩

9903 鄭華娟著 978-986-133-319-9 求婚大旅舍

總計: 9種 18冊

愛力根藝術 連絡人:翁秀莉 電話:(02)27581038 傳真:(02)27583151

郵遞區號:1107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逸仙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郭振昌作 978-957-8721-20-3 潛動.影子: 郭振昌2010個展

總計: 1種 1冊

傳記文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60057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復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勵等著 978-957-8506-71-8 回望故土: 尋找與解讀司馬桑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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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微印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2287525

郵遞區號:22062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國慶路

149巷29弄16號5樓

 E-

mail:wain.a8228@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0-9 王子的派對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1-6 王后的新馬車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2-3 阿魯多的舊大衣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3-0 歐拉的寶藏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4-7 傳家寶的祕密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5-4 國王的遊樂園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6-1 野餐吃什麼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吳美慧 978-986-6350-07-8 小提琴的啟示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8-5 藍吉斯的迷糊事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笨笨魚 978-986-6350-09-2 公主茱蒂的煩惱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吳美慧 978-986-6350-10-8 國王的新鞋

9901 陳正揚作; 殷文靜, 吳美慧 978-986-6350-11-5 王子的宮殿

總計: 12種 12冊

微龍教育基金會 連絡人:王翠鈴 電話:(04)23014967 傳真:(04)23015134

郵遞區號:40341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312

巷4號B1

 E-mail:wd2004@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蘭茵總編輯 978-986-85309-1-1 許一個平凡的奇蹟: 學前融合教育理念宣導手冊

(家長版)

9901 林蘭茵總編輯 978-986-85309-2-8 讓孩子擁有另一種選擇: 學前融合教育實務工作

手冊(教師版)

總計: 2種 2冊

鉅融資本管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36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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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6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復興南

路二段268號3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英屬維京群島商鉅融資本

管理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978-986-85997-0-3 全球金融彩繪(創世版)

總計: 1種 1冊

腳丫文化 連絡人:吳仁豪 電話:(02)25176688 傳真:(02)25153368

郵遞區號:1048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建國北

路二段66號11樓之1

 E-

mail:cosmax.pub@msa.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唐芩著 978-986-7637-41-3 自己種菜吃: 都市中的療癒菜園

9901 貓小P著 978-986-7637-53-6 襪子變娃娃

9902 陳明哲著 978-986-7637-54-3 教你選對二手車; 鑑車達人的選購密招

9903 林美慧著 978-986-7637-55-0 寶寶愛吃的離乳食譜

總計: 4種 4冊

運動教練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7711960

郵遞區號:1048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朱崙街

20號10樓1003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康世平主編 978-986-82928-1-9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聯合年會暨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逸文武術文化 連絡人:黃同親r 電話:(02)23706154 傳真:(02)23706156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57號9樓之2

 E-

mail:lionbooks2@lionbooks.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27-6 春秋大刀

9708 獨孤孑人著 978-986-6699-32-0 中華武術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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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 張世博著 978-986-6699-37-5 埋伏拳: 武術形體架勢的奠基者

9710 孫福全著 978-986-6699-40-5 太極拳學

9710 武學書館藏版 978-986-6699-47-4 袖■金不換

9712 尤鳳標著 978-986-6699-62-7 中華柔術大全

9801 陳微明著 978-986-6699-63-4 太極劍

9801 陳微明著 978-986-6699-64-1 太極答問

9801 陳微明著 978-986-6699-65-8 太極拳術

9801 萬籟聲著 978-986-6699-66-5 武術匯宗.附原式太極拳圖解

9801 薛顛著 978-986-6699-67-2 象形拳法真詮

9801 許太和著 978-986-6699-69-6 南拳入門

9801 湯吉人著 978-986-6699-70-2 洪拳易知

9801 徐德順著 978-986-6699-71-9 劉雲樵宗師武學心傳

9801 武田熙著 978-986-6699-72-6 通背拳法

9802 楊祥全, 楊向東著 978-986-6699-73-3 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術史

9803 黃柏年著 978-986-6699-74-0 龍形八卦掌

9803 武學書館藏版 978-986-6699-76-4 內功功侯十八則

9803 樂天修養館編著 978-986-6699-77-1 病人之大希望.七大健康法

9803 薛顛著 978-986-6699-78-8 金剛圭旨法象

9803 顧汝章著 978-986-6699-79-5 太極拳

9803 朱霞天著 978-986-6699-80-1 少林棍法秘傳

9804 海陵度我氏藏版 978-986-6699-81-8 玄機秘授穴道拳訣

9805 楊明漪作 978-986-6699-82-5 近今北方健者傳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83-2 乾坤雙絕刀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84-9 龍形劍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85-6 純陽劍

9806 (清)潘霨著 978-986-6699-86-3 衛生要術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87-0 楊家槍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88-7 磐龍棍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89-4 少林峰拳三十六式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90-0 少林峰拳五十六式

9806 陳雲慶著 978-986-6699-91-7 九九健康長壽功: 本功、基本功、初級功

9806 文成堂藏版 978-986-6699-93-1 衛生易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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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6 渤海遊雲居士著 978-986-6699-94-8 方天戟四十八法圖: 劉德寬八卦戟法

9806 渤海遊雲居士著 978-986-6699-95-5 無極八卦連環掌: 劉德寬八卦掌法

9807 薛顛著 978-986-6699-96-2 靈空禪師點穴秘訣

9808 敏齋主人著 978-986-6699-97-9 十劍譜

9808 (明)程宗猷著 978-986-6699-98-6 國術四書

9809 (明)俞大猷著 978-986-6699-99-3 子母三十六棍

9809 褚民誼著 978-986-6329-00-5 褚民誼先生武術言論集

9809 陳鐵生著 978-986-6329-01-2 少林宗法圖說

9809 向愷然, 盧煒昌著 978-986-6329-02-9 拳術傳薪錄、潭腿精義

9809 黃文叔著 978-986-6329-03-6 楊家太極拳各藝要義、武術偶談

9809 金一明著 978-986-6329-04-3 六合槍

9809 楊祥全著 978-986-6329-05-0 民族傳統體育歷史與文化論叢

9810 張世博著 978-986-6329-06-7 瘋魔五虎群羊棍: 兼槍帶棒的少林棍法載體

9810 張世博著 978-986-6329-07-4 六合槍: 習武必修的楊家梨花槍勢

9810 陳良俊著 978-986-6329-08-1 臺灣警用逮捕術

9810 郗家駿著 978-986-6329-09-8 宮式八卦內外功: 氣血滾滾、養氣還原

9810 周偉良著 978-986-6329-10-4 中國武術史參考資料選編

9811 王宗岳等著 978-986-6329-12-8 太極拳譜十三勢形勢與應用

9811 趙振忠著 978-986-6329-13-5 八卦掌快速入門不求人

9811 趙振忠著 978-986-6329-14-2 八卦七十二暗腿

9811 趙振忠著 978-986-6329-15-9 技擊組合點穴七十二法真傳

9811 趙振忠著 978-986-6329-16-6 打穴神功

9811 趙振忠著 978-986-6329-17-3 奪命連環腿

9811 趙振忠著 978-986-6329-18-0 救命絕腿

9811 閻子陽編著; 閻爾芃整理 978-986-6329-19-7 形意林泉劍

總計: 59種 59冊

逸群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6807418

郵遞區號:52656 地址:彰化縣二林鎮華崙里

挖仔路2-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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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黃福全編著 978-986-6509-51-3 靈寶正一禁壇玄科

9901 黃福全編著 978-986-6509-52-0 靈寶金籙神祇寶懺科儀

9901 黃福全編著 978-986-6509-53-7 閭山神霄下席過關渡限 送神 三獻 科儀

9901 黃福全校輯.注釋 978-986-6509-54-4 廣成儀制解送白虎集

總計: 4種 4冊

群學 連絡人:劉鈴佑 電話:(02)23702123 傳真:(02)23702232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61號7樓712室

 E-mail:socialsp@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尚道明等著 978-986-6525-17-9 國家與認同: 一些外省人的觀點

9812 克利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著; 方怡潔, 郭彥君

978-986-6525-18-6 後事實追尋: 兩個國家、四個十年、一位人類學

家

9812 約翰.卓策克(John S. Dryzek)

作; 黃維明譯

978-986-6525-21-6 談論式民主: 政治、政策與政治學

9903 吳偉立著 978-986-6525-22-3 血汗超商: 連鎖加盟如何變成鏈鎖枷盟

9902 陳瑞麟著 978-986-6525-24-7 科學哲學: 理論與歷史

總計: 5種 9冊

經建會 連絡人:李淑霞 電話:(02)23165338 傳真:(02)23700404

郵遞區號:1000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寶慶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 978-986-02-2099-5 中華民國國家建設計畫. 99年

總計: 1種 2冊

經濟部 連絡人:張曉姝 電話:(02)23212200ext279 傳真:(02)23518480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館前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089-8 海關管理保稅工廠辦法(中、英文合訂本)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091-1 商標法(中、英文合訂本)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100-0 所得稅法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172-7 馬來西亞投資環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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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173-4 匈牙利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174-1 韓國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175-8 海地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71-1 俄羅斯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72-8 芬蘭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73-5 瑞士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74-2 薩爾瓦多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75-9 日本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76-6 柬埔寨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77-3 貝里斯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84-1 愛爾蘭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85-8 斯洛伐克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86-5 西班牙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87-2 印尼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88-9 以色列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89-6 多明尼加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0-2 巴拿馬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1-9 香港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2-6 印度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3-3 比利時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4-0 尼加拉瓜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5-7 巴西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6-4 紐西蘭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7-1 義大利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8-8 智利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499-5 瑞典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0-8 巴拉圭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1-5 瓜地馬拉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2-2 法國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3-9 捷克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4-6 波蘭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5-3 英國投資環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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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6-0 菲律賓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09-1 宏都拉斯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10-7 德國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11-4 澳大利亞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12-1 新加坡投資環境簡介

9810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13-8 墨西哥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514-5 越南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83-2 泰國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84-9 丹麥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85-6 奧地利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86-3 加拿大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87-0 荷蘭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92-4 希臘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93-1 孟加拉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0894-8 中東諸國投資環境簡介: 沙烏地阿拉伯、科威特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1081-1 美國投資環境簡介

981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978-986-02-1080-4 美國投資環境簡介

9812 經濟部商業司編 978-986-02-1198-6 臺灣物流年鑑. 2008

總計: 54種 110冊

經濟部中辦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358191

郵遞區號:54003 地址:南投縣中興新村省府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金利主編 978-986-02-1936-4 臺灣傳統市集商情年鑑. 2009年版

總計: 1種 2冊

經濟部水利署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4224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信義路三段41

之3號9-12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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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 國立中央大學通訊系統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1-8675-8 MODIS衛星應用於水文觀測網建置先期研究計畫.

(2/2)

9806 林志平, 鐘志忠編著 978-986-01-8676-5 泥砂觀測技術改善研發計畫. (1/2)

9806 中央大學編著 978-986-01-8677-2 臺灣精密降雨雷達網建立先期評估計畫. (2/2)

9806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978-986-01-8718-2 水文氣象觀測整合平臺擴充建置計畫. (2/2)

9806 徐年盛編著 978-986-01-9146-2 桃園地區地面地下水聯合管理整合模式評估與建

構. (2/2): 使用者手冊

9810 國立成功大學編著 978-986-02-0384-4 濱海地區地下水與海水交互作用先驅研究

9810 蔡丁貴, 楊德良, 徐年盛編 978-986-02-0537-4 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之規劃

9810 經濟部水利署編著 978-986-02-0566-4 經濟部水利署行政機關風險評估與管理及因應對

策之研究

9812 經濟部水利署, 凌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編著

978-986-02-0856-6 全球資訊網及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等專屬網

站功能增修計畫

9812 張志誠編著 978-986-02-0857-3 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地理資料倉儲中

心之擴充及維運. 98年度

9812 林信輝編著 978-986-02-0858-0 水庫集水區環境棲地管理與治理保育對策之研究.

(2/2)

981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編著

978-986-02-0961-7 宜蘭、苗栗、臺中及嘉南高屏等地區地層下陷水

準檢測及其相關分析. 97年度

9812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0962-4 水利共享地理資訊系統建置第1期計畫. (1/3)

9812 洪榮宏編著 978-986-02-0963-1 開放式水利地理資訊GML資料標準之研訂. (2/4)

9812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0987-7 微型水力發電潛能調查分析及開發策略與相關配

套措施之研究

9812 經濟部水利署, 國立交通大

學編著

978-986-02-0988-4 98-100年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專業

服務計畫. (1/3)

98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2-0989-1 水文現代化綜合技術服務. (2/2)

98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1059-0 臺灣地區農業迴歸水再利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

管理之研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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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

程學系, 臺灣大學綜合災害

978-986-02-1146-7 淹水潛勢圖應用科技之研究: 淹水預警系統更新.

(1/2)

9812 財團法人中華自來水服務 978-986-02-1147-4 流域別用水量統計分析研究. (3/3)

9812 財團法人中華自來水服務

社編著

978-986-02-1148-1 流域別用水量統計分析研究: 三年計畫成果彙總

報告

9812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

工程學系編著

978-986-02-1185-6 海嘯颱風產生之長波對於西南沿海溢淹影響之研

究. (2/2)

9812 國立中央大學通訊系統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187-0 應用雷達衛星遙測資料進行近岸海流變化分析之

研究. (1/2)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金會編著

978-986-02-1258-7 沿海低地排水系統淹水預警模式之研究: 曾文溪

北岸堤防以南至二仁溪南岸堤防以北. (1/2)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978-986-02-1261-7 花蓮海岸災害監測預警系統建置

9812 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編 978-986-02-1263-1 近海水文站網維護管理與資料分析. (2/2)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金會編著

978-986-02-1262-4 運用潮位與衛星資料推估海平面變遷量技術之研

發. (1/2)

9812 鉑特資訊有限公司編著 978-986-02-1264-8 國土資訊知識分類及全文檢索功能擴充增修計畫

9812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

統工程學系編著

978-986-02-1267-9 防洪抽水站智慧型防汛操作系統之研究. (2/2)

9812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1268-6 曾文溪、北港溪、八掌溪、朴子溪、急水溪流域

與臺南市、嘉義市、臺南縣與嘉義縣淹水潛勢圖

更新計畫

9812 經濟部水利署, 凌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編著

978-986-02-1271-6 水利署署內資訊服務及個人化資訊整合計畫

981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利技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編著

978-986-02-1307-2 重要河川流域管理政策與法規研訂. (2/2)

9812 林正恭編著 978-986-02-1355-3 e河川: 影音數位典藏計畫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編] 978-986-02-1359-1 水利產業育成中心經營模式檢討評估與成功營運

模式之研究

9811 經濟部水利署[編] 978-986-02-1361-4 水利綜合業務管理與政策企劃能力建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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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林正恭編著 978-986-02-1362-1 e河川: 網站建置計畫

9812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

金會編著

978-986-02-1415-4 災害性天氣流域降雨之監測與預報技術研發與改

進

9812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978-986-02-1421-5 水文資訊系統擴充改善及整合計畫. (2/3)

9812 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1430-7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環境影響因子調查與資料

建置及涵容能力分析研究. (2/4)

9812 國立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

研究中心執行

978-986-02-1461-1 薄膜前處理技術與抗結垢清洗技術開發之研究.

(1/2)

9812 國立臺灣大學綜合災害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462-8 梅雨季及颱風期間之流域集水區定量降雨預報技

術改進. (2/3)

9812 能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1467-3 自來水源水水質監測與管理計畫: 以德基水庫為

例. (1/2)

9812 社團法人臺灣省水利技師 978-986-02-1522-9 水基本法系統建構之研究. (1/2)

9812 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編著

978-986-02-1524-3 防災決策支援系統更新及配套措施作業流程規劃

之研究. (1/2)

9812 黃碧慧編著 978-986-02-1525-0 水資源經營管理: 水權用水範圍稽核作業. (1/2)

9812 李惠宗等編著 978-986-02-1526-7 水權登記相關法律問題研究

9812 [葉嘉揚編著] 978-986-02-1538-0 新店溪青潭堰上游集水區環境情勢調查與管理系

統建置計畫: 烏來鄉雙溪鄉

98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2-1543-4 健全工業用水管理制度之研究

9812 國立交通大學編著 978-986-02-1545-8 義興電廠邊坡分層地下水壓自動化監測應用之探

討

9812 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546-5 強化及落實運用衛星遙測於中央管河川(含淡水河

及磺溪水系)河川區域之變遷監測技術

9812 劉怡萱編著 978-986-02-1624-0 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系統與網頁之擴充及管理.

(1/2)

9812 淡江大學水資源管理與政

策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625-7 水質水量保護區科技管理策略規劃. (1/2)

9812 林鎮洋計畫主持; 臺北科技

大學水環境研究中心執行

978-986-02-1626-4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土地受限補償與獎勵制度

之研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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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陳樹群計畫主持; 國立中興

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編著

978-986-02-1627-1 集水區土砂量變化對溪流物理棲地復育之影響研

究. (1/2)

9812 社團法人臺灣軟體工程學 978-986-02-1628-8 e河川: 資訊交換平臺應用推廣計畫

9812 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境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629-5 中央管區域排水警戒雨量訂定先期計畫

9812 經濟部水利署[編] 978-986-02-1638-7 臺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理策略檢討

9812 至盛國土科技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978-986-02-1655-4 水權管理支援系統維護與建置(九十八年版)

98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2-1661-5 地面水潛能水量計算模式改善與系統更新規劃之

研究

9812 朝陽科技大學執行 978-986-02-1662-2 水再生利用法令競合及國外相關制度研究. (1/2)

98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2-1663-9 水再生利用系統整合與技術手冊研訂之研究. (1/2)

9812 臺灣大學大氣資源與災害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673-8 人工增雨作業計畫. 98年度

9812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水環境

研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696-7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環境指標建構與應用. (1/2)

9812 游進裕等編著 978-986-02-1699-8 水利國際技術交流計畫. 98年

9812 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

編著

978-986-02-1743-8 98-99年防災應變格網系統後續維護與擴充. (1/2)

9812 京華工程顧問服份有限公

司編著

978-986-02-1749-0 用水計畫書查核及電子申報建置及額定用水量檢

討計畫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金會編著

978-986-02-1819-0 研訂推動水權人取水計量管理策略及配套措施

9812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978-986-02-1821-3 中央管河川自動化流量站設置與資料分析

9812 逢甲大學海峽兩岸科技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823-7 臺灣地區蓄水設施水量營運統計報告. 民國97年

9812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中心

編著

978-986-02-1824-4 各項用水統計方法探討、年報彙編及資料庫維護

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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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逢甲大學海峽兩岸科技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827-5 臺灣地區農業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7年

9812 逢甲大學海峽兩岸科技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828-2 臺灣地區生活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7年

9812 逢甲大學海峽兩岸科技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829-9 臺灣地區各標的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7年

9812 逢甲大學海峽兩岸科技研

究中心編著

978-986-02-1830-5 臺灣地區工業用水量統計報告. 民國97年

9812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促進會

編著

978-986-02-1831-2 河川社群資源整合與智識網絡建構先期規劃成果

報告書

9812 資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

著

978-986-02-1865-7 防災應變系統備援版、民眾版系統建置及既有系

統效能提升計畫. 98年度

9812 國立臺灣大學編著 978-986-02-1870-1 地下水補注機制水力特性調查分析先驅研究

9812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

心編著

978-986-02-1878-7 臺灣地區地下水質檢測分析與評估. 98年度

9812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

心編著

978-986-02-1879-4 地下水觀測網井體清洗及維護保養. 98年度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978-986-02-1950-0 重大水旱災勘查服務團計畫. 98年

9812 賈儀平計畫主持 978-986-02-1979-1 地震與地下水文異常變化分析研究. (4/4)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金會編著

978-986-02-1980-7 地震地下水站網系統研發及技術成果導入. (4/4):

成果報告書

981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編著

978-986-02-1985-2 地層下陷分層監測點評析建立及試驗分析計畫

9812 國立成功大學編著 978-986-02-2026-1 地層下陷防治智識服務計畫

9812 淡江大學編著 978-986-02-2059-9 地層下陷防治智識建構及推廣計畫附件集

981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編著

978-986-02-2111-4 臺北及彰雲地層下陷區基礎資料監測與調查計畫

981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 978-986-02-2159-6 重大水旱災勘災報告書. 98年

9902 臺灣經濟研究院編著 978-986-02-2615-7 水再生利用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研究. (1/2)

總計: 88種 17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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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區管理處中

港分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853250

郵遞區號:43541 地址:臺中縣梧棲鎮草湳里

大觀路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景株等編撰 978-986-02-1136-8 加工出口區中港園區綠美化植栽撫育與管理

總計: 1種 4冊

經濟部技術處 連絡人:譚昌維 電話:(02)23212200ext141 傳真:(02)23517649

郵遞區號:1001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福州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楊仁達總編輯 978-986-02-0917-4 網際網路應用及發展年鑑. 2009

9901 賴怡叡, 張旨華, 黃競樺作 978-986-02-1179-5 日本服務創新案例精選50

9812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Ministry of

978-986-02-1509-0 White paper on Taiw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2009

9812 經濟部技術處主編 978-986-02-1553-3 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得獎專輯. 第17屆

9812 王睦鈞等編撰 978-986-02-1623-3 迎向挑戰 創新世紀

9812 楊仁達總編輯 978-986-02-2184-8 科技化服務應用及發展年鑑. 2009

總計: 6種 12冊

經濟部商業司 連絡人:唐燕玲 電話:(02)23212200 傳真:(02)23414395

郵遞區號:1001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福州街  E-mail:yltang@moe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978-986-02-1163-4 電子商務法律適用解析

981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978-986-02-1196-2 電子商務經營管理行銷及法律教戰手冊

9812 經濟部商業司編 978-986-02-1504-5 中華民國電子商務年鑑. 2009年

9901 經濟部商業司編 978-986-02-1951-7 物流業訊息應用指引: 空、海運訊息標準. 98

9901 經濟部商業司編 978-986-02-2249-4 物流e化示範個案集. 98年度

總計: 5種 1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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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貿局 連絡人:曾文嫈 電話:(02)23977430 傳真:(02)23937828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湖口街  E-mail:wenying@trade.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徐遵慈主編 978-986-02-1088-0 WTO常用名詞釋義

總計: 1種 2冊

經濟部智慧局 連絡人:蘇世賢 電話:(02)23766128 傳真:(02)27366722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辛亥路二段185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洪瑞章, 陳森豐編著 978-986-02-1369-0 發明、新型侵害鑑定報告及案例分析

9903 邵偉編著 978-986-02-1385-0 中國大陸專利侵權糾紛處理實務

9903 高玉駿編著 978-986-02-1387-4 兩岸專利制度及實務之比較

9903 張仁平編著 978-986-02-1388-1 發明專利實體審查基準. 一, 國際法規與案例彙編

9903 陳達仁編著 978-986-02-1389-8 專利檢索與專利分析

9903 謝曉光編著 978-986-02-1390-4 專利分類

總計: 6種 12冊

漢宇國際文化 連絡人:張瑜玲 電話:(02)22263147ext254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路

130號4樓之1

 E-

mail:eileen@168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金版著 978-986-6843-71-6 泰式、韓式按摩不生病圖典

9904 查斯特菲爾德伯爵(Earl

Chesterfield)著; 劉凱譯

978-986-228-080-5 外交官給孩子的64封信

9903 葉曉紅著 978-986-228-090-4 New TOEIC最新多益寶典990分徹底攻略

9903 李岡榮, 李秋芳作 978-986-228-091-1 常見臺灣青草藥: 實用漢方養生百科

9903 創世卓越主編 978-986-228-107-9 超級全景霸王兵器: 超級戰艦

9903 創世卓越主編 978-986-228-108-6 超級全景霸王兵器: 超級戰機

9901 聯成電腦認證中心全體師 978-986-228-122-2 瘋設計.尬創意. 2

9904 [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編

輯部編著

978-986-228-126-0 甜蜜家庭互動遊戲: 0-3歲寶寶肢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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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 [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編

輯部編著

978-986-228-127-7 甜蜜家庭互動遊戲: 4-7歲寶寶手腦協調

9904 曾小歌著 978-986-228-132-1 相信的祕密

9904 李凱編著 978-986-228-141-3 高血壓生活宜忌: 無壓飲食與心腦血管保健

9904 羅賓德拉納德.泰戈爾編著;

鄭振鐸譯

978-986-228-147-5 泰戈爾全集: 再見.經典

總計: 12種 12冊

漢皇文化 連絡人:張瑜玲 電話:(02)22263147ext254 傳真:(02)2226314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路

130號4樓之1

 E-

mail:eileen@168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4 UFO工作室等編著 978-986-6590-33-7 Photoshop漫畫人物速學: 玩家教你72變

總計: 1種 1冊

漢皇國際文化 連絡人:張瑜玲 電話:(02)22263147ext254 傳真:(02)2226314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路

130號4樓之1

 E-

mail:eileen@168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戴安娜, 簡辰芳合著 978-986-6590-25-2 壞女人想的和妳不一樣

9902 沉零編著; 夏易恩繪圖 978-986-6590-28-3 圖解卡耐基人際溝通術

9812 反以正作; 韓峰彪譯 978-986-6590-34-4 60個大開眼界的創意搞怪藝術

9903 王薔圖.文 978-986-6590-35-1 王薔の生活插畫教室

總計: 4種 4冊

漢湘文化 連絡人:張瑜玲 電話:(02)22263147ext254 傳真:(02)22250913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康路

130號4樓之1

 E-

mail:eileen@168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林正修, 黃柏霖, 郭文振編 978-986-6786-73-0 創造企業競爭優勢,從管理開始

9901 元氣星球工作室作 978-986-225-047-1 美麗早點名: 穴道指壓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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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沈智傑編著 978-986-225-067-9 53個價值千金的卡耐基成功術

9903 林陽作 978-986-225-097-6 會痛的泥娃娃: 先苦後甘的學習

9903 丁朝陽作 978-986-225-098-3 破繭: 自主管理的學習

9903 陳東著 978-986-225-146-1 道氏理論: 決定全球股市致富的基石

9904 Lee, Gum-hee文字; 金哲譯 978-986-225-149-2 別笑!我是第一本漫畫基金投資書

9902 田宛靈編著 978-986-225-068-6 Show髮寶貝: 髮飾達人教你輕鬆造型

9904 陳書凱編著 978-986-225-075-4 懂了道理就賺錢: 100個無價的忠告

9904 奧利佛.瓦萊士, 葛雷格.卡

普拉作; 張丹丹譯

978-986-225-073-0 跟大師學短線交易: 改變你對市場的作法

9903 甘薇作 978-986-225-076-1 灶神

9903 甘薇作 978-986-225-078-5 門神

9903 甘薇作 978-986-225-079-2 月老

9903 甘薇作 978-986-225-080-8 財神

9904 李凱作 978-986-225-085-3 全民抗流感: 吃對食物提升免疫力

總計: 15種 15冊

滿天星傳播 連絡人:蔡束惠 電話:(02)29634688ext562 傳真:(02)89613986

郵遞區號:2206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三民路

二段37號25樓之1

 E-mail:iris@astar.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朗斯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 徐硯怡翻

978-986-85290-3-8 貝貝有禮貌

9810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朗斯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 徐硯怡翻

978-986-85290-4-5 貝貝肚子餓

9810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朗斯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 徐硯怡翻

978-986-85290-5-2 貝貝上街去

9901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朗斯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徐硯怡翻譯

978-986-85290-6-9 貝貝認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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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朗斯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徐硯怡翻譯

978-986-85290-7-6 貝貝玩顏色

9901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朗斯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 徐硯怡翻

978-986-85290-8-3 貝貝愛唱歌

9901 安.居特曼(Anne Gutman)作;

喬治.哈朗斯勒本(Georg

Hallensleben)繪; 徐硯怡翻

978-986-85290-9-0 貝貝會數數

9902 羅莉.布洛史特拉(Lorette

Broekstra)作; 蘇瑞琴翻譯

978-986-6273-00-1 飛行消防員,勇哥

9902 羅莉.布洛史特拉(Lorette

Broekstra)作; 蘇瑞琴翻譯

978-986-6273-01-8 救難水手,勇哥

9902 羅莉.布洛史特拉(Lorette

Broekstra)作; 蘇瑞琴翻譯

978-986-6273-02-5 勇哥的摩托車救難記

總計: 10種 10冊

漫遊者文化 連絡人:張貝雯 電話:(02)23758628ext14 傳真:(02)23756506

郵遞區號:1004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1號5樓之18

 E-

mail:service@asothbook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東尼.伍洛畢克(Tony

Worobiec)著; 王比利譯

978-986-6858-91-8 拍出大師級的夜景與微光攝影美技

9812 亞倫.布萊德雷(Alan

Bradley)著; 丁世佳譯

978-986-6858-94-9 餡餅的祕密

9901 阿圖洛.貝雷茲-雷維特

(Arturo Perez-Reverte)著; 葉

978-986-6858-95-6 海圖迷蹤

9901 布魯斯.韋恩斯坦(Bruce

Weinstein)著; 趙慧芬譯

978-986-6858-97-0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 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練

習題

9901 愛麗森.班傑明(Alison

Benjamin), 布萊恩.麥考倫

(Brian McCallum)合 著; 何

978-986-6858-98-7 蜜蜂消失後的世界: 蜜蜂神祕失蹤的全球危機大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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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朱諾.迪亞茲(Junot Diaz)作;

何穎怡譯

978-986-6858-99-4 貧民窟宅男的世界末日: 奧斯卡.哇塞短暫奇妙的

一生

總計: 6種 6冊

彰化女中 連絡人:鄭美玉 電話:(04)7240042 傳真:(04)7270293

郵遞區號:500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復路

62號

 E-

mail:librarian@ms.chgsh.chc.ed

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建嶠總編輯 978-986-02-1101-6 國立彰化女中九十週年校慶特刊

總計: 1種 2冊

彰化生活美學館 連絡人:張雅芬 電話:(04)7222729ext202 傳真:(04)7287874

郵遞區號:50046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路  E-mail:yafen@chcse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巫璟齊等著 978-986-02-1188-7 中部五縣市秋季水彩寫生專輯44. 九十八年

9812 黃芳照編著 978-986-02-1287-7 生活美學與燈謎: 詩畫美學

9812 李枝桃文字, 劉憲仁圖 978-986-02-1744-5 中興新村美學漫步

總計: 3種 11冊

彰師大 連絡人:徐欣怡 電話:(04)7232105ext1852 傳真:(04)7211187

郵遞區號:50081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進德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葉靖雲專案主持 978-986-02-1953-1 資賦優異學生多元評量教材彙編

總計: 1種 2冊

彰師大國文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7211181

郵遞區號:50081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進德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彩娥等合著 978-986-02-1541-0 詩話研究: 詩學與文化

9812 李柏宗等執行編輯; 林素珍 978-986-02-1542-7 悅讀.閱讀: 中學閱讀教學的理論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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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4冊

彰縣文化局 連絡人:張郁青 電話:(04)7250057 傳真:(04)7287007

郵遞區號:500 地址:彰化市中山路二段50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東華著 978-986-02-1113-9 東興社區文化導覽手冊

9812 林磐聳, 翁徐得, 曾長生撰

文

978-986-02-1178-8 彰化福興穀倉文化創意國際雙年展-對話. 2009

9812 林田富總編輯 978-986-02-1804-6 攜手遊賞彰化社造: 彰化社區深度之旅. 98

總計: 3種 5冊

彰縣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3160037

郵遞區號:50001 地址:彰化市中山路二段416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張基郁總編輯 978-986-02-2324-8 幼稚園品格教育『尊重與關懷』課程紀實

總計: 1種 2冊

彰縣埔鹽鄉公所 連絡人:施貝其 電話:(04)8654075 傳真:(04)8656590

郵遞區號:516 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

中正路192號

 E-

mail:library@ems.puyen.gov.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紀寶活作 978-986-01-8230-9 笨鳥先飛埔鹽情

9812 施坤鑑著 978-986-02-0836-8 埔鹽真善美

9901 施坤鑑著 978-986-02-1589-2 蛻變中的埔鹽: 陳慶煌鄉長鄉政記實

9812 林銘賢作 978-986-02-1835-0 埔鹽風情

總計: 4種 8冊

彰縣員林鎮公所 連絡人:龍惠芬 電話:(04)8347171ext174 傳真:(04)8347797

郵遞區號:510 地址:彰化縣員林鎮三民街  E-mail:yla03@msl.gs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唐國傑總編輯 978-986-02-1592-2 彰化縣美術學會會員作品輯. 2009

9812 彰化縣興賢吟社著 978-986-02-2096-4 彰化縣興賢吟社己丑年社員詩書畫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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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邱美都, 楊銘欽著 978-986-02-2250-0 林仔街老故事: 南門大腳印

總計: 3種 6冊

端晏書法研究工作室 連絡人:陳文明r 電話:(03)4892883 傳真:(03)4899420

郵遞區號:24274 地址:臺北縣淡水鎮大信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謝瑞煌書寫 978-986-84593-2-8 藥師■璃光如來本願功德經

總計: 1種 1冊

語言工場 連絡人:黃朝萍 電話:(02)23659739ext23 傳真:(02)23659835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新生南路三段

88號4樓之5

 E-mail:foam@icosmo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Oscar Wilde作; 冷沂改寫 978-986-6963-30-8 快樂王子: 經典閱讀&寫作引導

9811 Mary Macgregor著; 冷沂改 978-986-6963-31-5 亞瑟王與圓桌武士: 經典閱讀&寫作引導

9812 James Baldwin著; 冷沂改寫 978-986-6963-32-2 希臘神話故事: 經典閱讀&寫作引導

總計: 3種 3冊

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連絡人:劉亭均 電話:(02)23626385ext234 傳真:(02)23640379

郵遞區號:1066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

二段170號

 E-mail:cas@lttc.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Tien-en Kao, Yaofu Lin] 978-957-28764-2-8 A new look at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English as

subject and vehicle

9902 高天恩主編 978-957-28764-3-5 全民英檢優秀作文獎: 得獎作文選集. 98年

總計: 2種 6冊

誌成文化 連絡人:鄭雪如 電話:(02)29388698 傳真:(02)29384387

郵遞區號:11649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四段165巷13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陳文香作 978-986-84769-8-1 開運,就從變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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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羅守至作 978-986-85980-0-3 說對了,就成交!

總計: 2種 2冊

福地 連絡人:趙蓓玲 電話:(02)23629066 傳真:(02)23629069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三段100號10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孔建霞, 李瓊鑫作 978-986-6725-60-9 主動快樂

9810 黎子軒作 978-986-6725-61-6 妙妙精靈卡: 美夢成真的甜蜜猜心占卜

9811 法蘭克.包姆(L. Frank Baum)

原著; 天奧原創漫畫

978-986-6725-62-3 綠野仙蹤

9811 許正芳作 978-986-6725-63-0 賣雜貨的小孩

9812 蕭喜云作 978-986-6725-64-7 精靈魔法使. VOL.1, 心想事成精靈會社

9812 夏雨儂作 978-986-6725-65-4 來自海風的溫柔

9901 張放之作 978-986-6725-66-1 小海豹找媽媽

9901 沈峰作 978-986-6725-67-8 感動一輩子的美德小故事: 改變一生的力量往往

來自一個小故事的啟發

9901 馬玲淑作 978-986-6725-68-5 輟學的小女孩

9902 徐瑞蓮作 978-986-6725-69-2 月亮下的思念

9902 巫曼綺作 978-986-6725-70-8 小魔女糾察隊. VOL.1, 小魔女的誕生

9903 亞喬作; 水母姊姊繪 978-986-6725-71-5 小瓢蟲班班

9903 王力芹作 978-986-6725-72-2 寶貝惡作劇

9903 葉明山作 978-986-6725-73-9 一九四九的別離

總計: 14種 14冊

廖大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226213

郵遞區號:43542 地址:臺中縣梧棲鎮四維路

71巷2號10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廖大昇作 978-957-41-6900-9 廖大昇膠彩畫創作: 膠彩畫與詩書對話

總計: 1種 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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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本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洛陽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廖本生作 978-957-41-6578-0 寫意人生青花宴

總計: 1種 1冊

旗林文化 連絡人:廖紫玲 電話:(02)23774155 傳真:(02)23774355

郵遞區號:1067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路

二段213號4樓

 E-

mail:julie1038@sanya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邱秋月, 蘇鼎雅作 978-986-6655-91-3 愛上素食好簡單

9811 江獻珠作 978-986-6655-97-5 中國點心

9811 江獻珠作 978-986-6655-96-8 中國點心

9811 官東侑著 978-986-6655-35-7 跟著董事長學點菜. 2

9812 洪文一, 許耀銘著 978-986-6655-63-0 教你學會樂高機器人

9811 王凱玄等作 978-986-6655-64-7 開運. 2010年

9811 程安琪作 978-986-6655-65-4 第一時間快速上桌: 滷菜

9812 程安琪作 978-986-6655-99-9 我的私房宴客菜

9812 李德強著 978-986-6293-00-9 無油煙料理

9901 許文廷著 978-986-6293-01-6 伊拉克.中東七國: 悠然走過兩河流域

9812 維朗(Viram)作; 林若宇翻譯 978-986-6293-02-3 穿著馬靴的天使: 找尋自由

9901 曾良泉著 978-986-6293-03-0 烹鮮

9812 李建霖主編 978-986-6293-04-7 水產動物: 疾病防治及正確用藥手冊

9902 周世耀作 978-986-6293-05-4 私房養生養顏甜品

9903 程安琪, 郭月英作 978-986-6293-14-6 愛吃醋料理

總計: 15種 15冊

榮益 連絡人:彭語婕 電話:(02)82281940 傳真:(02)22236237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36號3樓

 E-

mail:pennytw2001@yahoo.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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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娃柔著 978-986-84362-2-0 <<雅歌>>每日靈糧: 歌中之歌

總計: 1種 1冊

精誠資訊 連絡人:張婉蓉 電話:(02)27198811ext804 傳真:(02)27197980

郵遞區號:10595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

路99號12樓

 E-

mail:service@delightpress.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10 屠立剛, 吳翠鳳著 978-986-6761-14-0 Windows SharePoint Services企業E化寶典

9803 鄭淑芬, 王俊琇作 978-986-6761-80-5 Crystal Reports 2008報表設計與開發

9804 BO2著 978-986-6761-82-9 BO2的插畫究極: Painter+wacom圖繪職人的創作研

修

9811 Daphne Shao著 978-986-6348-00-6 設計的品格

9808 申建忠著 978-986-6348-02-0 Oracle管理藝術: 顧問級DBA的思維鍛鍊與經驗傳

承

9810 阿榮, 阿正, Pseric著 978-986-6348-10-5 全民都要的Google懶人包

9810 Mike Hotek著; 悅知編輯部 978-986-6348-12-9 SQL Server 2008實作與維護

9810 Erik Veerman, Teo Lachev,

Dejan Sarka著; 張慶安等譯

978-986-6348-13-6 SQL Server 2008商業智慧開發與維護

9810 康仕仲等著 978-986-6348-14-3 動起來!百變樂高機器人

9810 臺灣微軟著 978-986-6348-15-0 Windows Phone: 玩世代

9811 Sreekrishnan Venkateswaran

著; 宋寶華等譯

978-986-6348-17-4 Linux驅動程式開發實戰

9902 こもりまさあき等著 978-986-6348-18-1 XHTML+CSS專業級網頁設計的關鍵法則

9811 Jeffrey Richter, Christophe

Nasarre著; 葛子昂, 周靖, 廖

978-986-6348-19-8 Windows應用程式開發經典

9812 編程之美小組著 978-986-6348-20-4 程式之美: 微軟技術面試心得

9812 益子貴寬等合著; 羅淑慧譯 978-986-6348-22-8 XHTML*CSS: 網頁設計師的創意與實踐

9901 鶴■賢吾著 978-986-6348-23-5 iPhone SDK應用程式開發實務

9902 藤原克也著 978-986-6348-24-2 攝影の道: 從攝影人的態度、思維、美感,與大家

分享攝影的有趣之處

9902 Krenz著 978-986-6348-25-9 CG電繪講座: 動漫職人的構思X線稿X上色

9901 胡百敬, 姚巧玫著 978-986-6348-26-6 SQL Server 2008資料庫開發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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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Elliot Jay Stocks著; 史黛拉 978-986-6348-27-3 魅麗的網頁設計

9901 趙驚人著 978-986-6348-28-0 Windows Server 2008 R2虛擬化技術

9902 佘志龍等著 978-986-6348-30-3 Google Android SDK開發範例大全. 2

9903 段維瀚著 978-986-6348-32-7 SCWCD5猛虎出閘: Java Web應用程式專業認證

總計: 23種 23冊

實踐大學 連絡人:王雯珊 電話:(02)25381111ext2311 傳真:(02)25336293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街  E-mail:wws@mail.us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許鳳玉總編輯 978-957-9129-85-5 Design++國際設計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 連絡人: 電話:(02)25381111ext7211 傳真:(02)25381111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

系作]

978-957-9129-75-6 ATOM after thousand occasional moments非偶然/反

應: 臺北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

九屆

總計: 1種 1冊

實踐大學管理學院 連絡人:梁淑美 電話:(02)25381111ext8751 傳真:(02)25333143

郵遞區號:1046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大直街  E-mail:lsm@mail.us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王又鵬主編 978-957-9129-84-8 創新與管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摘要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碧霞客家劇團 連絡人:巫淑蘭 電話:0918360172 傳真:(03)4920676

郵遞區號:32047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三光路

158巷12號

 E-

mail:clodwu@ms5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趙彩雲, 賴世文製作 978-957-29066-3-7 創新客家歌劇: 二腳、三腳採茶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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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夢工廠媒體科技 連絡人:蔡嫦琪 電話:(02)27976436 傳真:(02)27972448

郵遞區號:11449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港華街  E-mail:olga6923@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李崑明, 潘瑞珊合著 978-986-83845-2-1 活出價值,投自己一票: 21PMA改變你的一生

總計: 1種 1冊

蒙藏委員會 連絡人:陳美惠 電話:(02)23222140 傳真:(02)23971439

郵遞區號:1064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青田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蒙藏委員會編著 978-986-02-1394-2 蒙藏委員會援外工作紀實

9812 張弘澤主編 978-986-02-1707-0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蒙古族文物精品展

總計: 2種 4冊

嘉大中文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266570

郵遞區號:621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隆村

85號

 E-

mail:chineselit@mail.ncyu.edu.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莊藝淑等著 978-986-02-0224-3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論文發表會論

文集. 第六屆

總計: 1種 1冊

嘉大史地系研究生學會 連絡人:林慧芬 電話:0955020104 傳真:(05)2266540

郵遞區號:621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隆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世偉等著 978-986-02-2133-6 史地研究. 第二期

總計: 1種 2冊

嘉大園藝系 連絡人:李堂察 電話:(05)2717429 傳真:(05)2753295

郵遞區號:60004 地址:嘉義市東區學府路30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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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呂明雄, 李堂察, 楊秀珠編

著

978-986-02-0337-0 柑橘整合生產及全程品質管理行事曆. 2010

9812 王麗媛等作; 李堂察, 黃阿 978-986-02-0448-3 臺灣柑橘產銷改進研討會專刊

總計: 2種 6冊

嘉市府 連絡人:周純慧 電話:(05)2285768 傳真:(05)2285949

郵遞區號:60006 地址:嘉義市中山路19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余坤龍總編輯 978-986-02-2085-8 嘉義市教育研究集刊. 第一期

總計: 1種 2冊

嘉市東吳高職 連絡人:楊康玲 電話:(05)2246161 傳真:(05)2237173

郵遞區號:60067 地址:嘉義市東區宣信街252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 978-986-84096-3-7 二十四孝繪本

總計: 1種 1冊

嘉縣太保市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3713106

郵遞區號:61241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太保里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明仁總編纂 978-986-02-0969-3 太保市志

總計: 1種 2冊

嘉縣中林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5336584

郵遞區號:62247 地址:嘉義縣大林鎮中林里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林連發等文字 978-986-86043-0-8 書寫中林

總計: 1種 1冊

嘉縣府 連絡人:姚品如 電話:(05)3620123ext239 傳真:(05)362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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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61249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

村祥和一路1號

 E-mail:sam@mail.cyhg.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雷家驥總纂修 978-986-02-0800-9 嘉義縣志. 卷首

9812 陳文尚, 陳美鈴纂修; 李佩

倫, 吳育臻分修

978-986-02-0801-6 嘉義縣志. 卷一, 地理志

9812 阮忠仁纂修 978-986-02-0802-3 嘉義縣志. 卷二, 沿革志

9812 林德政纂修 978-986-02-0803-0 嘉義縣志. 卷三, 住民志

9812 陳淳斌纂修; 王明燦分修 978-986-02-0804-7 嘉義縣志. 卷四, 政事志

9812 楊弘任纂修 978-986-02-0805-4 嘉義縣志. 卷五, 社會志

9812 張峻嘉纂修 978-986-02-0806-1 嘉義縣志. 卷六, 農業志

9812 張建俅纂修; 張秀蓉分修 978-986-02-0807-8 嘉義縣志. 卷七, 經濟志

9812 李奉儒纂修; 林明地分修 978-986-02-0808-5 嘉義縣志. 卷八, 教育志

9812 顏尚文纂修; 潘是輝, 王俊 978-986-02-0809-2 嘉義縣志. 卷九, 宗教志

9812 江寶釵纂修; 張屏生, 蕭藤 978-986-02-0810-8 嘉義縣志. 卷十, 文學志

9812 李淑卿纂修; 明立國, 翁徐 978-986-02-0811-5 嘉義縣志. 卷十一, 藝術志

9812 楊維真纂修; 楊宇勛分修 978-986-02-0812-2 嘉義縣志. 卷十二, 人物志

9812 羅孝文撰稿.攝影 978-986-02-2000-1 嘉義縣北回歸線環境藝術節. 2009

總計: 14種 28冊

嘉縣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6666446

郵遞區號:62445 地址:嘉義縣義竹鄉東榮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2 邱滄浪等編輯 978-986-82967-0-1 尋回舊鄉事.迎向新世紀: 東後寮篇

總計: 1種 1冊

嘉縣協志高職教育基金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266732

郵遞區號:62153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建國路

二段285巷1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何明宗等作 978-986-82521-1-0 5+1油畫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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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嘉縣溪口鄉公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697100

郵遞區號:62342 地址:嘉義縣溪口鄉溪北村

中山路8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席卿, 鄭淑琴著 978-986-02-1929-6 溪口懷舊思想起

總計: 1種 2冊

臺一印刷影印行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370274

郵遞區號:70146 地址:臺南市勝利路14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榮春秋主編 978-986-85994-0-6 八島詩人

9902 八島詩人作 978-986-85994-1-3 詩土國土

總計: 2種 2冊

臺大 連絡人:翁惠虹 電話:(02)33664949 傳真:(02)23636905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四段1號

 E-mail:hhweng@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許輔, 林欣微作 978-986-02-0208-3 有機新法問與答. 2009

總計: 1種 2冊

臺大中文系 連絡人:林倉盟 電話:(02)33664002 傳真:(02)23636496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四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978-986-02-1309-6 孔德成先生學術與薪傳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臺大出版中心 連絡人:翁惠虹 電話:(02)33664949 傳真:(02)23636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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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四段1號

 E-mail:chiaoyu32@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Chih-Han Chang, Huei-Ping

Shen, Jiun-Hong Chen

978-986-01-9286-5 Earthworm fauna of Taiwan

9811 韓東育著 978-986-02-0247-2 從『脫儒』到『脫亞』: 日本近世以來『去中心

化』之思想

9812 林鴻信著 978-986-02-0703-3 基督宗教與東亞儒學的對話: 以信仰與道德的分

際為中心

9812 柯慶明主編 978-986-02-1003-3 現代文學精選集: 小說

9812 柯慶明主編 978-986-02-1002-6 現代文學精選集: 小說

9812 柯慶明主編 978-986-02-1001-9 現代文學精選集: 小說

9812 柯慶明主編 978-986-02-1004-0 現代文學精選集: 散文

9812 柯慶明主編 978-986-02-1005-7 現代文學精選集: 詩

9812 陳書梅編著; 兒童情緒療癒

繪本選書小組書目輯選

978-986-02-1107-8 兒童情緒療癒繪本解題書目

9812 杜國清原著; 王宗法, 計璧 978-986-02-1108-5 玉煙集: 錦瑟無端五十絃

9812 柯慶明, 蕭馳主編 978-986-02-1169-6 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

9812 臺靜農作 978-986-02-1220-4 中國文學史

9812 殷海光作 978-986-02-1221-1 邏輯新引

9812 Massimo Salvadori作; 殷海 978-986-02-1222-8 共產國際概觀

9812 John S. Reshetar作; 殷海光 978-986-02-1223-5 怎樣研究蘇俄

9812 殷海光作 978-986-02-1224-2 光明前之黑暗; 中國共產黨之觀察

9812 孫隆基作 978-986-02-1399-7 殺母的文化: 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

9901 鄭吉雄主編 978-986-02-1721-6 周易經傳文獻新詮

9812 呂世浩著 978-986-02-1966-1 從<<史記>>到<<漢書>>: 轉折過程與歷史意義

9812 洪淑苓主編 978-986-02-2025-4 國立臺灣大學藝文年鑑. 2008

9901 國立臺灣大學學務處生輔 978-986-02-2259-3 15堂椰林必修課: 臺大優良導師的故事. 2

9903 臺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編 978-986-02-2665-2 活用學術字彙: 跨出論文寫作的第一步

9903 劉仁沛等編著 978-986-02-2666-9 統計與生活

9903 蔡柏盈著 978-986-02-2667-6 從字句到結構: 學術論文寫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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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4種 49冊

臺大實驗林管理處 連絡人:劉啟福r 電話:(049)2642183 傳真:(049)2641184

郵遞區號:55750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前山路

一段12號

 E-mail:exfo@ms.cc.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鄭森松, 陳信估執行編輯 978-986-02-0726-2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六

十五年之氣象(1941-2005)

總計: 1種 4冊

臺大圖書館 連絡人:黃呈祥 電話:(02)33664553 傳真:(02)23636905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四段1號

 E-mail:cxhuang@n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松原孝俊主編; 洪淑芬, 邱

慎, 林芷安翻譯

978-986-02-1099-6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日文善本解題圖錄

總計: 1種 2冊

臺大醫院藥劑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10930

郵遞區號:1000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臺大醫院藥師著 978-986-02-0611-1 臺大醫院處方集

總計: 1種 2冊

臺大獸醫專業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61475

郵遞區號:1061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四段1號

 E-mail:ntuvet@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中天總編輯 978-986-02-1449-9 臺大臨床動物醫學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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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技術學院室內設計

系

連絡人:潘靖雯 電話:(04)22196220 傳真:(04)22196221

郵遞區號:404 地址:臺中市中區三民路三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mark Lintott等作; 藍儒鴻主 978-986-02-1905-0 設計教育與實務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2冊

臺中教育大學 連絡人:黃郁茗 電話:(04)22183393 傳真:(04)22183390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路140

號

 E-

mail:echo21kimo@yahoo.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主編 978-986-02-1598-4 源源不絕 教學活水: 教學優良教師心得分享

總計: 1種 2冊

臺中基督徒榮中禮拜堂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612451

郵遞區號:40764 地址:臺中市西屯路三段宏

福2巷1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榮中禮拜堂編輯小組編輯 978-986-86101-0-1 忠心良善的管家: 祁敏長老紀念專刊

總計: 1種 1冊

臺中圖書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52957

郵遞區號:401 地址:臺中市精武路291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02-2218-0 藝林書香: 國立臺中圖書館藝文美展合輯. 98年

總計: 1種 1冊

臺北科大 連絡人:孫淑姿 電話:(02)27712171ext1145 傳真:(02)27762383

郵遞區號:106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三段  E-mail:ac2955@ntu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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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張崑振計畫主持 978-986-02-0222-9 靈泉禪寺佛殿、開山堂、三塔調查研究計畫

總計: 1種 2冊

臺北海洋技術學院國貿

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106688

郵遞區號:11174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延平北

路九段21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臺北海洋技術學院國貿系

編著

978-986-85823-0-9 國際貿易暨經營管理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226069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濟南路

一段32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企

業管理系編輯

978-986-02-1406-2 北商學術論壇. 2009第八屆: 商學與管理實務研討

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2冊

臺北教育大學 連絡人:呂錦玲 電話:(02)27321104ext2013 傳真:(02)27381470

郵遞區號:1067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134號

 E-mail:jane@tea.ntue.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錡寶香總編 978-986-02-0429-2 特殊需求兒童的語言學習問題與語言教學

9812 王開府等作; 孫劍秋編 978-986-02-1800-8 閱讀教學理論實務及教案示例

9812 巴白山, 許麗玲編著 978-986-02-1843-5 趣味數學 學(玩)具操作: 課程設計與實務

981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中心編著

978-986-02-2233-3 玩物上智: 卡片式創意隱喻策略

總計: 4種 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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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教育大學人文藝術

學院

連絡人:黃怡晶 電話:(02)27321104ext3489 傳真:(02)27338481

郵遞區號:1067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134號

 E-

mail:cucucindy@tea.ntue.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郁秀等作; 林炎旦, 劉瓊

淑總編輯

978-986-02-1452-9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九十八年度

總計: 1種 2冊

臺北教育大學臺文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788790

郵遞區號:10671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13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筱峰主編 978-986-01-9505-7 文史臺灣學報. 創刊號

總計: 1種 2冊

臺北越界舞團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13336

郵遞區號:1069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

路268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盧健英主編 978-986-85958-0-4 時光越界

總計: 1種 1冊

臺北當代藝術館 連絡人:吳嘉瑄 電話:(02)25523720 傳真:(02)25593874

郵遞區號:10351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長安西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石瑞仁總編輯 978-986-85294-2-7 派樂地

總計: 1種 1冊

臺北藝術大學關渡美術

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893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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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2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學園路

1號

 E-

mail:pypan@finearts.tnua.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曲德益, 王嵩山總編輯 978-986-02-1438-3 綠野仙蹤.關渡首部曲: 漂流木裝置藝術

9812 王嵩山主編 978-986-02-1761-2 喜劇

總計: 2種 4冊

臺北攝影學會 連絡人:簡榮泰 電話:(02)22131166 傳真:(02)22133939

郵遞區號:1044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長安東

路一段16號4樓

 E-

mail:photo.tpe@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簡榮泰總編輯 978-986-81755-9-4 臺北國際攝影沙龍. 2009第三十三屆

總計: 1種 2冊

臺東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89)347542

郵遞區號:950 地址:臺東市中華路一段684  E-mail:jack@cc.nt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慶華主編 978-986-02-0815-3 閱讀與寫作教學的新趨勢

9812 周慶華主編 978-986-02-0816-0 語文與語文教育的展望

總計: 2種 2冊

臺東生活美學館 連絡人:陳安川 電話:(089)322248ext231 傳真:(089)331097

郵遞區號:95044 地址:臺東市大同路254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黃嬌作 978-986-02-0621-0 藺結心歡: 林黃嬌藺草編織專輯

9812 林韻梅等撰稿; 趙川明, 林 978-986-02-1247-1 日出臺東: 東海岸文化景觀

9812 卓淑敏文.圖 978-986-02-1248-8 旅: 走向遠方,接近自己

9812 陳瑞鵬作 978-986-02-1900-5 逸廬翰墨集

9812 徐慶東, 林勝賢, 鍾易達撰

文

978-986-02-1993-7 東海岸漂流木國際藝術創作展活動成果專輯. 2009

9812 王慶祥總編輯 978-986-02-2175-6 花東創意書法比賽專輯. 2009年

總計: 6種 1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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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人劇團 連絡人:黃怡琳 電話:(06)2747605 傳真:(06)2747597

郵遞區號:70146 地址:臺南市東區勝利路85  E-mail:tainanjen@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陳芳主編 978-986-81838-9-6 戲曲易容術專題

總計: 1種 1冊

臺南大學美術系 連絡人:藍婉珊 電話:(06)2133111ext671 傳真:(06)3017133

郵遞區號:70005 地址:臺南市中區樹林街二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高實珩總編輯 978-986-02-1600-4 視覺藝術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總計: 1種 1冊

臺南大學臺文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3017136

郵遞區號:70005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

二段33號

 E-

mail:hvhi0503@mail.nutn.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陳坤宏總編輯 978-986-02-1126-9 臺灣文化研究所學報. 第3期

總計: 1種 1冊

臺南大學機電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142794

郵遞區號:70005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

二段3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02-1190-0 ICMS09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 system of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總計: 1種 2冊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應用

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6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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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0005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樹林街

二段3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厲復平主編 978-986-02-1295-2 戲劇教育與應用劇場

總計: 1種 2冊

臺南藝術大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903176

郵遞區號:720 地址: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旭正主編 978-986-02-2045-2 在社區營造藝術

總計: 1種 2冊

臺南藝術大學建研所社

區營造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6874135

郵遞區號:72045 地址: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

66號

 E-

mail:taiwan@mail.tnnu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曾旭正, 賴永祥編輯 978-986-01-9640-5 踏實的路途: 四校牽手的故事. 二

總計: 1種 2冊

臺南藝術大學藝史系 連絡人:洪千惠 電話:(06)6930632 傳真:(06)6930631

郵遞區號:72045 地址:臺南縣官田鄉大崎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盧泰康, 李匡悌作 978-986-02-1006-4 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

總計: 1種 3冊

臺海文化傳播 連絡人:黃榮燦 電話:(02)82534376 傳真:(02)27524839

郵遞區號:22043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雙十路

二段209號12樓

 E-

mail:holindtp@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顧立軍主編 978-986-85055-6-8 不可戰勝: 安徽抗洪救災報導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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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視文化 連絡人:徐仲萱 電話:(02)25785078ext159 傳真:(02)25770185

郵遞區號:1050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三段10號11樓

 E-mail:wing@ttv.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詹凱盛著 978-957-565-858-8 第一次做餅乾就上手!

9809 三立電視臺著 978-957-565-859-5 電鍋出好菜

9810 林志哲著 978-957-565-862-5 大廚沒教的醬料偷吃步

9810 廖嘉音, 柯俊年合著 978-957-565-863-2 0-3歲聰明寶貝餐: 全方位嬰幼兒成長飲食寶典

9810 林君玉, 蔡坤展合著 978-957-565-864-9 健康苗條月子餐: 為媽咪們輕鬆補足元氣和美麗

9812 唐立淇著 978-957-565-865-6 唐立淇2010星座運勢大解析

9811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何素芬

小說改寫

978-957-565-866-3 桃花小妹電視小說

9812 八大電視公司著 978-957-565-867-0 桃花小妹幕後寫真

9902 八大電視公司監製 978-957-565-871-7 就想賴著妳電視小說

9902 三立電視、 梁蘊如著 978-957-565-872-4 第2回合我愛你: 創作小說

總計: 10種 10冊

臺灣人權促進會 連絡人:吳桂珮 電話:(02)23639787 傳真:(02)23636102

郵遞區號:1066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三段25巷3號9樓

 E-mail:tahr@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馬萱人主編 978-957-30554-4-0 臺灣人權報告. 2009: 兩公約的第一份診斷書

總計: 1種 3冊

臺灣工藝研究所 連絡人:魏楸揚 電話:(049)2334141ext313 傳真:(049)2307975

郵遞區號:542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路  E-mail:wei@ntcri.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賀豫惠主編 978-986-02-0389-9 南臺灣藝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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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林正儀總策劃 978-986-02-0532-9 竹工藝.綠地球: 臺日竹工藝展. 2009

9812 賀豫惠主編 978-986-02-0618-0 東臺灣藝遊趣

9811 賀豫惠主編 978-986-02-0995-2 良品美器. 2009: 臺灣優良工藝品年度評鑑專輯

9812 劉銓芝等撰文 978-986-02-1087-3 走進工藝之家: 空間.設計與工藝的對話

9812 林正儀總策劃 978-986-02-1913-5 工藝舞臺: 臺灣女性的天賦與自主表現

總計: 6種 12冊

臺灣女性影像學會 連絡人:林書怡 電話:(02)25575227 傳真:(02)25529728

郵遞區號:10353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興城街

10巷1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社團法人臺灣女性影像學 978-986-83797-3-2 女性影展專刊. 2009第十六屆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文化創意教育發展

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2058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大觀路

二段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光男作 978-986-85924-0-7 水墨凝香土地情: 黃光男畫展

總計: 1種 3冊

臺灣文學館 連絡人:丁千惠 電話:(06)2217201ext2402 傳真:(06)2224944

郵遞區號:70041 地址:臺南市中區中正路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彭瑞金總編輯 978-986-02-1408-6 臺灣文學年鑑. 2008

9812 彭瑞金總編輯 978-986-02-1407-9 臺灣文學年鑑. 2008

總計: 2種 3冊

臺灣文獻館 連絡人:李秘書 電話:(049)2316881ext112 傳真:(049)231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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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540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

一路25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李維真, 楊惠仙執行編輯 978-986-01-7531-8 走過書畫半世紀: 李轂摩創作回顧展專輯

9812 謝世忠, 劉瑞超, 楊鈴慧著 978-986-02-0779-8 原住民女性的律法脈絡: 三個高地族群的比較

9812 Frank Muyard, Liang-kai

Chou, Serge Dreyer主編

978-986-02-1225-9 文物、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

9812 王學新著 978-986-02-1395-9 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1895-

1945)

981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理組 978-986-02-1436-9 悅讀館藏檔案與舊籍

9812 黃宏森, 林承彬執行編輯 978-986-02-1597-7 陶花朵朵開: 沙鹿、大甲東的陶發源特展專輯

9901 黃宏森, 謝東勝執行編輯 978-986-02-2376-7 瀛海文物珍藏展

總計: 7種 23冊

臺灣分館 連絡人:歐淑禎 電話:(02)27724724ext212 傳真:(02)27819186

郵遞區號:23574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安街  E-mail:ousj@mail.ncltb.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編; 李玉瑾主編

978-986-02-1156-6 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殖民與近代化論文

集

總計: 1種 2冊

臺灣主教團教委會聖經

組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231078

郵遞區號:1044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林森北

路85巷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劉振忠等作 978-986-85837-0-2 悠遊在天主聖言中: 『聖經主日專刊』文選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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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金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687522

郵遞區號:1056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光復北

路11巷35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顧洋總編輯 978-986-85992-0-8 減碳救地球 繪出新生活: 氣候變遷國中繪畫創作

大賽作品集. 2009

總計: 1種 2冊

臺灣史前博物館 連絡人:陸幸江 電話:(089)381166ext381 傳真:(089)385252

郵遞區號:950 地址:臺東市博物館路1號  E-mail:library@nmp.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麗雲等編著.攝影 978-986-02-0004-1 卑南族的家與植物

總計: 1種 2冊

臺灣史博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55366

郵遞區號:70946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長和路

一段2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瑞芳編劇.導演; 國立臺

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

978-986-02-1314-0 一八九五開城門

9812 王婉容編劇.導演; 國立臺

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

978-986-02-1315-7 大肚王傳奇

9812 許瑞芳編劇.導演; 國立臺

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

978-986-02-1316-4 彩虹橋

9812 王婉容編劇.導演; 國立臺

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

978-986-02-1317-1 草地郎入神仙府

9901 石文誠, 洪維晟作 978-986-02-2196-1 異文化的相遇: 臺灣的機會與選擇

總計: 5種 14冊

臺灣民宿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916924

郵遞區號:41354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柳豐路  E-mail:
第 549 頁，共 653 頁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鄭健雄, 黃正聰總編輯; 鄭

昱平, 徐若梅, Mischa Wallis

978-986-85923-0-8 臺灣民宿簡介

總計: 1種 1冊

臺灣交樂團 連絡人:羅文妘 電話:(04)23391141ext216 傳真:(04)3331663

郵遞區號:413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曉雯作曲 978-986-02-1529-8 給木管五重奏的四首敘事小品

9812 羅珮尹作曲 978-986-02-1530-4 在我所見與我所說之間...

9812 林岑陵作曲 978-986-02-1531-1 逝水年華

9812 陳玠如作曲 978-986-02-1532-8 第五個暮春

9812 陳俞州作曲 978-986-02-1533-5 慢.看

9812 周久渝作曲 978-986-02-1534-2 異想行當五短篇

9812 林桂如作曲 978-986-02-1535-9 6:13PM

9812 王思雅作曲 978-986-02-1536-6 空間頻率

9812 謝宗仁等作曲 978-986-02-1537-3 窺見。The world

總計: 9種 18冊

臺灣刑事法學會 連絡人:林嘉瑞 電話:(02)23753224 傳真:(02)23705250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1號3樓之9

 E-mail:tcls.law@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靳宗立等合著 978-986-81167-3-3 兩岸刑法總則制度之比較

總計: 1種 1冊

臺灣老年學暨老年醫學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83369

郵遞區號:10049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50號17樓之18

 E-mail:gtgs@ms1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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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臺灣老年學暨老年醫學會,

臺北榮總高齡醫學中心, 國

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

學研究所老年醫學研究組

978-986-85155-1-2 臺灣老年病症候群研究論文摘要集

總計: 1種 2冊

臺灣百醫能生技出版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412846

郵遞區號:1045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路

150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楊景翔編著 978-986-85848-0-8 順勢療法: 健康的夥伴,醫學的良機, 社會健康保險

的王牌

9901 Jacques boulet,MD等作; 林

元郁等合譯

978-986-85848-1-5 共同協議與治療基準: 順勢療法治療學

總計: 2種 2冊

臺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876669

郵遞區號:52345 地址:彰化縣埤頭鄉文化路

369號204室

 E-

mail:atoap2007@gmail.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世雄主編 978-986-85826-0-6 各國有機農業法規彙編. 畜產篇

總計: 1種 2冊

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連絡人:廖淳慧 電話:(03)9381269 傳真:(03)9382610

郵遞區號:26058 地址:宜蘭縣宜蘭市校舍路

29巷118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游文宏總編輯 978-986-83615-6-0 休閒農場經營管理手冊. 七

總計: 1種 1冊

臺灣伊格森德彩印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8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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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691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福興路

108-8號1樓

 E-

mail:shimano.zan@ogilvy.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6 詹順正著 978-986-82354-2-7 梟鳴: 詹順正新色彩攝影集

9606 詹順正著 978-986-82354-1-0 梟鳴: 詹順正新色彩攝影集

9808 詹順正著 978-986-82354-3-4 意大利五百里拉

9810 簡昌達著 978-986-82354-5-8 簡昌達油畫創作: 心靈風景作品集

總計: 4種 4冊

臺灣沖道瑜伽會 連絡人:林淑靜 電話:(02)25811023 傳真:(02)25811771

郵遞區號:1045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錦州街

36號7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沖正弘著; 李泰冀譯 978-986-83523-2-2 配合呼吸的瑜伽修正行法: 身體的異常可以自我

修正

總計: 1種 1冊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連絡人:林雅娟 電話:(02)27350713 傳真:(02)27355664

郵遞區號:10662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96巷15弄40號1樓

 E-

mail:service@bodyculture.org.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程瑞福總編輯 978-986-80899-6-9 臺灣百年體育人物誌. 第四輯

總計: 1種 3冊

臺灣法身寺禪修協會 連絡人:齊苙媗 電話:(02)89661000 傳真:(02)89672800

郵遞區號:2206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四川路

二段16巷9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塔那悟陀著; 洪炯威翻譯 978-986-84963-3-0 吉祥人生: 38道吉祥法則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東華 連絡人:吳德宇Miss 電話:(02)23114027ext100 傳真:(02)2311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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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47號3樓

 E-mail:tywu@tunghu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蔣勳著 978-957-483-574-4 從羅浮宮看世界美術

9810 陳奇中編著 978-957-483-575-1 MATLAB在化工上之應用

9811 楊精松, 莊紹容著 978-957-483-576-8 管理數學導論: (含複利數學)管理決策的工具

9811 陳奇中編著 978-957-483-577-5 MATLAB基礎學習與應用: 精要十六講

9812 Larry L. Peterson, Bruce S.

Davie原著; 吳孝謙譯

978-957-483-578-2 電腦網路

9901 劉慧如, 王正玫編著 978-957-483-579-9 初級複試準備篇: 寫作與口說

9901 劉慧如, 梁晶鑫, 呂學琦編 978-957-483-580-5 中級複試準備篇: 寫作與口說

9901 謝振環著 978-957-483-582-9 經濟學(精簡本)

總計: 8種 8冊

臺灣知識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317416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街

一段32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衛然, 許峻編著 978-986-6354-08-3 公職考試高普特考政治學歷屆試題精解. 90-98年

9901 五賦, 林浩然, 馬林編著 978-986-6354-17-5 刑法+刑事訴訟法歷屆試題精解. 90-98年

9903 高尚谷編著 978-986-6354-18-2 公職考試高普特考藝術概論歷屆試題精解. 90-98

年

9902 李以德編著 978-986-6354-19-9 公職考試高普特考地方政府與政治歷屆試題精解.

90-98年

9902 史艷文編著 978-986-6354-20-5 公職考試高普特考本國文學概論歷屆試題精解.

93-98年

總計: 5種 5冊

臺灣金融研訓院 連絡人:林雅婷 電話:(02)33653555ext555 傳真:(02)2363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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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08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三段62號

 E-mail:linda@tabf.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河泉著 978-986-6370-12-0 客戶開發技巧7堂課: 業務新手變達人

9812 凌沙, 于珊, 盈夏著 978-986-6370-13-7 青少年理財39講: 讓孩子的理財智慧高飛

9901 [財團法人臺灣金融研訓院]

編輯委員會主編

978-986-6370-14-4 結構型商品理論與實務

9901 許誠洲編著 978-986-6370-15-1 衍生性金融商品理論與實務

9812 陳賢芬著 978-986-6370-16-8 外匯100問

9902 葉清宗著 978-986-6370-19-9 進出口貿易與押匯實務疑難問題解析. 首篇

總計: 6種 6冊

臺灣美術館 連絡人:古金鱗 電話:(04)23723552ext207 傳真:(04)23721195

郵遞區號:403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西路  E-mail:dora@art.tmo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蕭瓊瑞研究主持 978-986-01-9865-2 臺灣全省美展文獻彙編

9810 蕭瓊瑞研究主持 978-986-01-9866-9 臺灣美展80年(1927-2006)

9812 薛燕玲策劃編輯 978-986-02-0000-3 典藏目錄. 21

9812 薛燕玲策劃編輯 978-986-02-0001-0 典藏目錄. 21, 別冊

總計: 4種 8冊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

院

連絡人:安喜法師 電話:(06)2301406 傳真:(06)2391563

郵遞區號:71148 地址:臺南縣歸仁鄉民權8

街85巷1號

 E-mail:taiwandipa@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吉祥尊者著 978-986-84216-8-4 自然的代價

總計: 1種 2冊

臺灣省諮議會 連絡人:曾獻能 電話:(04)23311449 傳真:(04)2332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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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1341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中正路

734號

 E-

mail:jan53336@mail.tp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臺灣省諮議會編著 978-986-01-7775-6 臺灣省參議會、臨時省議會暨省議會時期史料彙

編計畫: 陳重光先生史料彙編

9809 臺灣省諮議會編著 978-986-01-9849-2 臺灣省參議會、臨時省議會暨省議會時期史料彙

編計畫: 蔣渭川先生史料彙編

總計: 2種 4冊

臺灣神學院 連絡人:黃淑容s 電話:(02)28822370ext238 傳真:(02)28816940

郵遞區號:11149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仰德大

道二段2巷20號

 E-mail:surong@taitheo.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6 高天香作; 周淑玲編 978-986-83898-2-3 推倒隔絕的牆: 婦女神學家高天香教授的生命篇

章

9712 林高雪貞口述; 謝大立, 廖

惠如整理記錄

978-986-83898-3-0 莿帕中的百合花: 林高雪貞女士口述實錄

9806 林鴻信文; 李瑞淇圖 978-986-83898-5-4 一切只為上帝的榮耀: 加爾文的心聲

9807 莫特曼(Jurgen Moltman)作;

林鴻信等譯

978-986-83898-6-1 耶穌基督: 我們的兄弟,世界的救主

總計: 4種 5冊

臺灣財經協會 連絡人:張玉霞 電話:(02)23710679 傳真:(02)23880718

郵遞區號:11459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成功路

4段323巷1弄7號

 E-

mail:tpeli@lawyerchang.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謝哲勝, 李金松著 978-986-82516-8-7 工程契約理論與實務

9902 謝哲勝, 李金松著 978-986-82516-7-0 工程契約理論與實務

總計: 2種 2冊

臺灣書房 連絡人:劉冠妤 電話:(02)27055066ext889 傳真:(02)270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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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67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二段339號4樓

 E-

mail:sawork1@wun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陸銘澤著 978-986-6764-88-2 Surprise!博物館

9810 皮國立作 978-986-6764-98-1 當中藥碰上西藥

9812 邱德修著 978-986-6318-01-6 臺灣語典考證

9811 梁■尹作 978-986-6318-02-3 老藥品的故事

9811 莊周著; 張耿光譯注 978-986-6318-04-7 莊子. 外篇

9811 莊周著; 張耿光譯注 978-986-6318-05-4 莊子. 雜篇

9811 孫武原著; 周亨祥譯注 978-986-6318-06-1 孫子

總計: 7種 7冊

臺灣商務 連絡人:陳貞全r 電話:(02)23713712ext53 傳真:(02)23710274

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37號

 E-mail:slash@cptw.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3 川村多實二著; 蔡棄民譯 978-957-05-2274-7 動物地理學

9703 鮑爾傑著; 王善佺譯 978-957-05-2276-1 植物地理學

9810 歐陽修,宋祁撰 978-957-05-2289-1 新唐書

9711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編輯

978-957-05-2336-2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目錄;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書名及著者姓名索引

9803 孫常煒著 978-957-05-2351-5 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

9801 愛克脫.麥羅著; 天笑生原

譯; 馬持盈註譯

978-957-05-2353-9 苦兒流浪記

9802 天笑生著; 馬持盈註譯 978-957-05-2355-3 馨兒就學記

9901 陸汝斌著 978-957-05-2422-2 藍色病毒: 12個抗憂解鬱的處方箋

9902 艾倫.貝克(Alan Baker)著; 978-957-05-2432-1 歷史難解之謎

9902 大塚幸彥攝影.文字; 賴秉 978-957-05-2434-5 海の家

9901 童門冬二著; 孫玉珍譯 978-957-05-2435-2 山本勘助: 戰國最強、風林火山的軍師

9901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 978-957-05-2441-3 外語領隊、外語導遊德語: 歷屆試題題例

9901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 978-957-05-2442-0 外語領隊、外語導遊日語: 歷屆試題題例

9901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 978-957-05-2443-7 外語領隊、外語導遊法語: 歷屆試題題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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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 978-957-05-2445-1 外語領隊、外語導遊西班牙語: 歷屆試題題例

9901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 978-957-05-2446-8 外語導遊韓語.阿拉伯語: 歷屆試題題例

9901 陳祖彥主編 978-957-05-2447-5 幽微.精采: 說情愛. 1, 愛情有多長

9901 易作霖編撰 978-957-05-2448-2 國音學講義

9902 陳冠伶著 978-957-05-2449-9 堅持玩美 成就人生

9902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林劭貞譯

978-957-05-2450-5 小心輕放

9902 吳怡著 978-957-05-2451-2 我與心: 整體生命心理學

9902 克蘿蒂.杜蘇里埃(Clotilde

Dusoulier)著; 李淑珺譯

978-957-05-2452-9 巴黎女孩的廚房探險

9902 孟德斯鳩(Montesquieu)著; 978-957-05-2454-3 法意

9902 孟德斯鳩(Montesquieu)著; 978-957-05-2453-6 法意

9901 劉雪楓著 978-957-05-2455-0 音符上的奧地利: 山水之間的音樂旅行

9902 謝曉昀著 978-957-05-2457-4 安娜之死

9903 芮妮.羅森(Renee Rosen)著;

繆靜芬譯

978-957-05-2458-1 那樣的美麗

9902 陳祖彥主編 978-957-05-2459-8 幽微.精采: 說情愛. 2, 友情的另個名字

9903 雷飛龍著 978-957-05-2460-4 英國政府與政治

9903 陳祖彥主編 978-957-05-2473-4 幽微.精采: 說情愛. 3, 親情,多少淚,笑

總計: 30種 30冊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

會

連絡人: 蕭麗珍 電話:(02)23511008 傳真:(02)23214930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29-1號10樓

 E-mail:lchsiao@ntn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85903-0-4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教會公報社 連絡人:蔡惠玲 電話:(06)2356277ext175 傳真:(06)235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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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70144 地址:臺南市青年路334號  E-mail:book@pctpress.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高橋三郎著; 郭維租譯 978-986-6331-03-9 教會的起源和本質

9812 林淑芬主編 978-986-6331-04-6 在風中與你相遇

9812 胡忠銘著 978-986-6331-05-3 現實VS.信實

9901 斐格雷西原著; 吳萌莉編譯 978-986-6331-06-0 跟隨耶穌直到末了: 十字架下的聖母

9901 林恩饒作 978-986-6331-07-7 午茶咖啡

總計: 5種 5冊

臺灣基督教文藝 連絡人:邱莞晶s 電話:(02)82281318ext633 傳真:(02)32341914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36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周聯華著 978-957-9186-49-0 神學綱要. 卷七

9809 耿幼壯著 978-957-9186-51-3 聖痕: 基督教與西方藝術

9811 羅蘭.博爾(Roland Boer)著;

莊振華譯

978-957-9186-52-0 天國的批判. 上, 論馬克思主義與神學

9812 曾慶豹, 陸敬忠主編 978-957-9186-53-7 從對比到外推: 沈清松教授祝壽論文集

9812 曾慶豹, 陸敬忠主編 978-957-9186-54-4 從知識到共識: 陳文團教授祝壽論文集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55-1 從舊約到新約

9902 田立克.保羅著; 周聯華翻 978-957-9186-56-8 信仰的能力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57-5 話說當年: 簡介聖經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58-2 習字樂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59-9 新約中的教會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0-5 荊棘中的玫瑰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1-2 僕人型的彌賽亞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2-9 上帝呼召之貫徹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3-6 靜思禱文

9902 高納華(W. T. Conner)著; 周 978-957-9186-64-3 新約的信仰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5-0 如此我信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6-7 神學綱要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2-7 神學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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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1-0 神學綱要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0-3 神學綱要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9-7 神學綱要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2-8 神學綱要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7-4 神學綱要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68-1 基督信仰與中國

9902 高納華(W. T. Conner)著; 周

聯華, 蕭維元譯

978-957-9186-69-8 救贖的福音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0-4 另一位見證人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1-1 成長中的痛苦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3-5 中文聖經註釋: 希伯來書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4-2 新編講道法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5-9 耶穌的故事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6-6 清心細語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7-3 中文聖經註釋: 那鴻書 哈巴谷書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78-0 金蘋果裝在銀盤裡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6-5 時代的呼聲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3-4 中文聖經註釋: 新約概論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4-1 中文聖經註釋: 加拉太書  以弗所書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5-8 中文聖經註釋: 雅歌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7-2 周聯華回憶錄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8-9 平信徒神學. 初階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89-6 去: 如此主說

9902 周聯華, 蔡仁厚著 978-957-9186-90-2 會通與轉化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91-9 中文聖經註釋: 啟示錄

9902 康來斯德(Lester Korn)著; 978-957-9186-92-6 成功的角色

9902 周聯華著 978-957-9186-93-3 周聯華全集

9903 周聯華著 978-957-9186-94-0 我的一生

總計: 45種 84冊

臺灣麥克 連絡人:張采芹 電話:(02)87971168ext205 傳真:(02)8797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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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258巷50號5樓

 E-mail:wupolin@tma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艾德.安伯利文.圖; 余治瑩 978-986-203-240-4 走開,綠色大怪物!

9902 曹永先文; 金映坤圖; 金炫

辰譯

978-986-203-255-8 升國中前必讀的科學漫畫全攻略. 1, 力與運動

9903 曹永先文; 李永鎬圖; 金炫 978-986-203-256-5 升國中前必讀的科學漫畫全攻略. 2, 人體

9904 曹永先文; 金映坤圖; 曹玉 978-986-203-257-2 升國中前必讀的科學漫畫全攻略. 3, 地球

9904 曹永先文; 李永鎬圖; 姜林 978-986-203-258-9 升國中前必讀的科學漫畫全攻略. 4, 物質

9902 愛蜜莉.包蘭作 978-986-203-247-3 快樂的家

9812 李婉華主編 978-986-203-260-2 印象.映象

9812 李婉華主編 978-986-203-261-9 印象隨筆

9901 昔東妍撰文.繪圖; 陳安翻 978-986-203-276-3 升國中前必讀的漫畫英文教科書

9901 昔東妍撰文.繪圖; 陳安翻 978-986-203-275-6 升國中前必讀的漫畫英文教科書

9902 黃根基文; 李美羅圖; 曹玉 978-986-203-277-0 告別懶骨頭

9903 吳周英作; 柳仁珠, 李柳哲

繪; 陳安翻譯

978-986-203-214-5 叫我萬事通: 看透世界文化、政治、經濟、地理!

總計: 12種 13冊

臺灣培生教育 連絡人:劉珈利 電話:(02)23702337ext695 傳真:(02)23700287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47號5樓

 E-mail:judy.liou@pearso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Tirupathi R. Chandrupatla,

Ashok D. Belegundu

978-986-154-899-9 Introduction to finite elements in engineering

9809 Witold A. J. Kosmala 978-986-154-900-2 A friendly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single and

multivariable

9809 Donald P. Coduto 978-986-154-901-9 Foundati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9809 Robert Sedgewick, Kevin

Wayne

978-986-154-902-6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in Java: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9809 Morris M. Mano, Charles

Kime著; 江昭暟譯

978-986-154-903-3 數位邏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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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Anthony Bedford, Wallace

Fowler原著; 陳照忠, 楊琳

978-986-154-912-5 靜力學(公制版)

9901 Floyd A. Beams等原著; 林 978-986-154-914-9 高等會計學

9811 Dale H. Besterfield著; 黃川 978-986-154-921-7 品質管理

9812 Sheldon Ross原著; 朱蘊■翻 978-986-154-922-4 機率論

9901 Kenneth C. Laudon, Carol

Guercio Traver原著

978-986-154-932-3 電子商務

9901 Floyd A. Beams等著; 林文 978-986-154-944-6 高等會計學

9901 Lee J. Krajewski, Larry P.

Ritzman, Manoj K. Malhotra

978-986-154-949-1 生產與作業管理: 程序與供應鏈

總計: 12種 12冊

臺灣國際角川 連絡人:陳怡芬 電話:(02)27472433ext204 傳真:(02)27472547

郵遞區號:10560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光復北

路11巷46號5樓

 E-

mail:chen.sandy@kadokawa.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杉井光作; Overdose譯 978-986-237-272-2 離別的鋼琴奏鳴曲

9811 壁井ユカコ作; 劉珮瑄譯 978-986-237-312-5 琦莉. 9, 死者長眠於荒野

9811 貴志祐介作; 葉韋利譯 978-986-237-317-0 鬼火之家

9811 山本文緒作; 陳系美譯 978-986-237-318-7 14歲 櫻花 嬉春

9811 山本文緒作; 陳系美譯 978-986-237-319-4 14歲 椰子 戀夏

9811 あざの耕平作; 劉彥琳譯 978-986-237-323-1 Black blood brothers. s2

9812 シロガネヒナ漫畫; テイジ

イエル, アルケミスト原

978-986-237-331-6 青空下的約定: melody of the sun and sea

9812 晴瀨ひろき漫畫; 時雨

(zawa)惠一原作; 林思吟譯

978-986-237-333-0 艾莉森

9811 城爪草漫畫; 芝村裕吏原

作; 任天狗譯

978-986-237-341-5 吾乃劍王!!

9811 南崎いく; 楊學斌譯 978-986-237-359-0 女王之刃Hide & seek

9811 志水アキ漫畫; Lkh譯 978-986-237-360-6 魍魎之匣

9811 鳴子ハナハル漫畫; Connie 978-986-237-361-3 神樣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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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遠藤海成作; 北極熊譯 978-986-237-362-0 晶瑩之心

9811 天城れの作; 林莉雅譯 978-986-237-363-7 執事教師的戀愛授課

9811 北爪宏幸作; 孫禮成譯 978-986-237-364-4 機動戰士GUNDAM C.D.A.年輕彗星的肖像

9812 いのうえ空作; 吳端庭譯 978-986-237-365-1 零式戰鬥

9811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

畫; 大火星人譯

978-986-237-366-8 黑鷺屍體宅配便

9811 えすのサカエ作; 楊學斌譯 978-986-237-367-5 未來日記

9811 入江亞季作; 黃任遠譯 978-986-237-368-2 群青學舍

9811 谷川流作; 黃任遠譯 978-986-237-369-9 涼宮春日的憂鬱(漫畫版)

9811 水無月すう作; 志麻譯 978-986-237-370-5 天降之物

9811 犬威赤彥漫畫; 北極熊譯 978-986-237-371-2 Ratman

9811 十文字青作; 是美三■漫 978-986-237-372-9 薔薇的瑪利亞. 3, ai-meet-u

9811 鈴木大輔作; umon譯 978-986-237-373-6 節哀唷[]二之宮同學(漫畫版)

9811 桂明日香作; 北極熊譯 978-986-237-374-3 聖花女子宿舍青春物語

9811 雅樹里漫畫; 御影.鏡遊原

作; 鄭惠純譯

978-986-237-375-0 ef: a fairy tale of the two

9811 大和田秀樹作; 未央譯 978-986-237-376-7 暴走空姐

9811 矢立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吳端庭譯

978-986-237-377-4 機動戰士鋼彈00F

9811 貴島煉瓦作; 楊學斌譯 978-986-237-378-1 秋葉原浪漫史!

9811 日下皓漫畫; Navel原作; 林 978-986-237-379-8 Tick!tack!: never say goodbye

9811 森小太郎作; Gainax原作; 978-986-237-380-4 天元突破紅蓮螺巖

9812 中村春菊作; Connie譯 978-986-237-381-1 純情羅曼史

9811 吟鳥子作; 黃盈琪譯 978-986-237-382-8 凜空之音

9811 高城リョウ作; Connie譯 978-986-237-384-2 海賊[]遊戲

9812 吟遊詩人漫畫; 成田良悟原

作; 正樹七十譯

978-986-237-385-9 Baccano!大騷動!. 1, 1931 the grand punk railroad

9812 ■玉樹作; 志麻譯 978-986-237-386-6 晴空萬里天神商店街

9812 かなりあ由歌作; 北極熊譯 978-986-237-387-3 四季莊青春戀曲

9811 施性吉總編; 九流譯 978-986-237-388-0 幸運[]星 歡樂漫畫吧: Lucky spiral

9811 雪乃紗衣作; 由羅カイリ插

畫; 邱香凝譯

978-986-237-389-7 彩雲國物語: 黃梁一夢

第 562 頁，共 653 頁



9811 高橋彌七郎作; 呂相儒譯 978-986-237-390-3 灼眼的夏娜

9811 新井輝作; Kyo譯 978-986-237-392-7 ROOM NO.1301. 8, 樂觀開朗的妹妹!

9811 渡瀨草一郎作; 柳怡如譯 978-986-237-393-4 天空之鐘響徹惑星

9811 葉山透作; 邱鍾仁譯 978-986-237-394-1 9S memories

9811 橋本和也作; 莊湘萍譯 978-986-237-395-8 超人家族一家和樂!?. 4, 我親愛的小小姊姊

9811 細音啟作; 青心譯 978-986-237-396-5 黃昏色的詠使. 8, 莉莉絲向百億顆星星祈禱

9811 葵せきな作; 楚家聲譯 978-986-237-397-2 學生會的三振: 碧陽學園學生會議事錄. 3

9812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978-986-237-398-9 加速世界. 2, 紅色暴風公主

9812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978-986-237-399-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艾恩葛朗特

9812 山田真哉作; 林冠汾譯 978-986-237-400-9 女大學生會計師事件簿. DX.2, 不安寧的偵探與怪

盜們

9811 吉田直原作; 謝怡苓譯 978-986-237-401-6 聖魔之血Rage Against the Moon. VI, apocalypse now

9811 星野亮作; 朱紹萱譯 978-986-237-402-3 THE THIRD. 6, 異界森林的追夢人

9811 宮崎柊羽作; May譯 978-986-237-403-0 神與遊戲: 晴/陰/雨/虹

9811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梁恩嘉 978-986-237-404-7 鋼殼都市雷吉歐斯

9812 上月雨音作; 梁恩嘉譯 978-986-237-406-1 Shi-no. 7, 夢的盡頭

9812 岩井恭平作; 曹茹蘋譯 978-986-237-407-8 蟲之歌. 8, 夢想蓬勃的刻印

9812 入間人間作; kagamin譯 978-986-237-408-5 說謊的男孩與壞掉的女孩. 5, 慾望的主軸是羈絆

9812 福井晴敏作; 吳端庭譯 978-986-237-409-2 機動戰士鋼彈UC. 8, 宇宙與行星

9812 岩佐まもる作; Uya譯 978-986-237-410-8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stage-3-sword

9812 伏見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978-986-237-411-5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9812 相田裕作; 哈泥蛙譯 978-986-237-414-6 GUNSLINGER GIRL神槍少女

9812 賀東招二原作; 上田宏漫

畫; 劉彥琳譯

978-986-237-415-3 驚爆危機■

9812 瀨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978-986-237-416-0 食靈

9812 すたひろ作; D.G.譯 978-986-237-417-7 我的老爸是阿宅

9812 的良みらん作; 九流譯 978-986-237-418-4 守護貓娘緋鞠

9812 都築真紀原作; 長谷川光司

漫畫; 林星宇譯

978-986-237-419-1 魔法少女奈葉StrkerS the comics

第 563 頁，共 653 頁



9812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鄭 978-986-237-420-7 死囚樂園Deadman wonder land

9812 Comptiq編; 未央譯 978-986-237-421-4 Fate/stay night短篇漫畫精選集. 閃耀時光篇

9812 武田日向作; Connie譯 978-986-237-422-1 異國迷宮的十字路口

9812 小梅けいと; 支倉凍砂作; 978-986-237-423-8 狼與辛香料(漫畫)

9812 たくま朋正漫畫; 大河內一

■, 谷口悟朗原作; 林莉雅

978-986-237-424-5 Code geass娜娜莉的夢魘

9812 矢野建太郎漫畫; 矢立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林克鴻譯

978-986-237-425-2 BB戰士三國傳. 英雄激突篇

9901 ともぞカヲル漫畫; 大塚英

志原案; 華麗琥譯

978-986-237-426-9 逆走少女: 無盡的暑假

9812 ■みそホエホエ漫畫; 廖紫 978-986-237-427-6 夜明前的琉璃色

9812 葉賀ユイ作; umon譯 978-986-237-428-3 蘿黛的後宮玩具

9812 紫にゃ漫畫; 楊學斌譯 978-986-237-429-0 水色青春

9812 矢立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

978-986-237-430-6 機動戰士鋼彈00

9812 えすのサカエ作; 楊學斌譯 978-986-237-431-3 未來日記Mosaic

9812 まりお金田作; 未央譯 978-986-237-432-0 聖杯女學園

9812 比良■真琴漫畫; Connie譯 978-986-237-433-7 東方三月精Strange and bright nature deity

9812 吉崎觀音原作; 章澤儀譯 978-986-237-434-4 KERORO軍曹祕密超百科(全)

9812 松本手毬漫畫; 喬林知原

作; 莊湘萍譯

978-986-237-435-1 今天開始魔の自由業!

9812 高永ひなこ作; Connie譯 978-986-237-436-8 與你耽溺愛河

9812 島田フミカネ作; 咖比獸譯 978-986-237-437-5 島田フミカネART WORKS

9812 三立電視監製 978-986-237-438-2 下一站,幸福: 達拉星球 愛記事

9812 高木康政, 石橋かおり著; 978-986-237-439-9 超EASY的鬆餅粉點心

9812 竹宮ゆゆこ作; 黃薇嬪譯 978-986-237-441-2 TIGERxDRAGON SPIN OFF. 2, 秋高虎肥

9812 時雨■惠一作; 莊湘萍譯 978-986-237-442-9 學園奇諾: Gakuen kino

9812 櫂末高彰作; HT紳士譯 978-986-237-443-6 學校的階梯

9812 清家未森作; 珂辰譯 978-986-237-446-7 替身伯爵的決鬥

9812 葵せきな作; 楚家聲譯 978-986-237-448-1 學生會的日常: 碧陽學園學生會默示錄. 1

9812 秋月皓作; Miyako譯 978-986-237-449-8 日落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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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玉樹漫畫; オ一ガスト原

作; 蔡長弦譯

978-986-237-451-1 Fortune arterial

9812 桂明日香作; 莊弼任譯 978-986-237-452-8 歡樂餐廳Honey comb

9812 ホ一ムラン.拳作; Connie譯 978-986-237-453-5 靈魂之吻

9812 いとうのいぢ作; 谷川流原

作; 吳松諺譯

978-986-237-454-2 いとうのいぢ畫集: 春日主義

9901 風聆作 978-986-237-456-6 馬桶上的阿拉丁

9901 支倉凍砂作; 林冠汾譯 978-986-237-458-0 狼與辛香料

9901 細音啟作; 青心譯 978-986-237-459-7 黃昏色的詠使. 9, 索菲亞懷抱歌、羈絆及淚水

9901 葵せきな作; 楚家聲譯 978-986-237-461-0 學生會的四散: 碧陽學園學生會議事錄. 4

9901 有川浩作; 章澤儀譯 978-986-237-463-4 別冊 圖書館戰爭

9901 小松成美作; 賴庭筠譯 978-986-237-464-1 YOSHIKI/佳樹

9901 鎌池和馬作; 鄭淑慧譯 978-986-237-465-8 魔法禁書目錄

9901 成田良悟作; 正樹七十譯 978-986-237-467-2 BACCANO!大騷動!: 1933

9901 鈴木大輔作; 鄭人彥譯 978-986-237-469-6 節哀唷[]二之宮同學

9901 コンプエ一ス編輯部; Alata

譯

978-986-237-472-6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公式漫畫集queen

9901 如月弘鷹 作; Connie譯 978-986-237-473-3 兄弟限定!BROTHERxBROTHER

9901 武田弘光漫畫; 吳瑞庭譯 978-986-237-475-7 魔劍姬!

9901 よしづきくみち漫畫; 山田

典枝原案; 莊湘萍譯

978-986-237-476-4 魔法使的條件: 夏日天空

9901 喜久屋めがね漫畫; Cyber

Connect2原案; LKH譯

978-986-237-477-1 .hack//link

9901 天乃■哉漫畫; 櫻庭一樹

作; 洪嘉穗譯

978-986-237-479-5 Gosick

9901 杉基イクラ漫畫; 櫻庭一樹

作; 蔡毓玲譯

978-986-237-481-8 糖果子彈

9901 杉基イクラ漫畫; 櫻庭一樹

作; 蔡毓玲譯

978-986-237-480-1 糖果子彈

9901 吉崎觀音作; 章澤儀譯 978-986-237-483-2 KERORO軍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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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Gainax, Khara原作; 高橋脩

漫畫; Yves譯

978-986-237-485-6 新世紀福音戰士碇真嗣育成計畫

9901 夢唄漫畫; 吉崎觀音原作; 978-986-237-486-3 KERORO軍曹特別訓練戰國群星大戰鬥!

9901 皇ハマオ作; きゃんでぃそ

ふと原作; 北極熊譯

978-986-237-487-0 嬌蠻之吻

9901 綱島志朗作; 未央譯 978-986-237-488-7 魔偶女戰士蕾卡

9901 みなとそふと原作; 北極熊 978-986-237-489-4 妳是主人我是僕

9901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梁恩嘉 978-986-237-490-0 鋼殼都市雷吉歐斯(漫畫版)

9901 谷川流原作; 黃任遠譯 978-986-237-491-7 小涼宮春日的憂鬱

9901 日下皓作; 十兵衛譯 978-986-237-492-4 小魔女的秘密make miracle

9901 C-Show漫畫; 岩田洋季作; 978-986-237-493-1 獻上女神的祝福

9901 Fate/stay night(Type-Moon)

原作; 未央譯

978-986-237-494-8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女[]伊莉雅

9901 矢立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吳端庭譯

978-986-237-495-5 機動戰士鋼彈00F

9901 矢立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北極熊譯

978-986-237-496-2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 鋼鐵的7人

9901 影崎由那作; 廖紫伶譯 978-986-237-497-9 碧海Aion

9901 彭傑作 978-986-237-498-6 Story童話書裡的童話

9901 美水かがみ作; 九流譯 978-986-237-499-3 幸運[]星 迷你女孩口袋之旅

9901 如月弘鷹作; Connie譯 978-986-237-500-6 Gate

9901 マジコ!作; 思若譯 978-986-237-501-3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9901 吉村工漫畫; 宮崎柊羽作; 978-986-237-502-0 神之遊戲

9901 ■山ミカ作; Connie譯 978-986-237-503-7 Neo angelique新安琪莉可

9901 あすか編集部編; Alata譯 978-986-237-504-4 Code geass反叛的魯路修: 公式漫畫集knight

9901 CATWALK凱渥作 978-986-237-505-1 CATWALK凱渥夢幻之星TOPMODEL養成術

9901 戴禮婕等採訪撰文 978-986-237-506-8 艋舺: 精裝寫真與幕後紀實

9901 輔大猴作 978-986-237-508-2 居氏物語

總計: 136種 13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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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辦公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897907

郵遞區號:1005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

路一段7號5樓505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王獻極作 978-986-85932-0-6 臺灣憨囝的建國腳跡及內幕

總計: 1種 1冊

臺灣動物科研所 連絡人:林寶霞 電話:(037)585721 傳真:(037)585714

郵遞區號:35053 地址:苗栗縣竹南鎮頂埔里

科東二路52號

 E-mail:clsw1@ms2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109 顏宏達, 吳繼芳編 978-957-9069-44-1 養豬知識與永續經營

9210 顏宏達等編 978-957-9069-46-5 養豬知識與永續經營

總計: 2種 2冊

臺灣勞工陣線 連絡人:孫友聯 電話:(02)23115918 傳真:(02)23115901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漢口街

一段110號5樓518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進勇總編輯 978-957-98041-7-2 從花瓶到野地: 大同工會成立50週年特刊

總計: 1種 2冊

臺灣博物館 連絡人:顧潔光 電話:(02)23979511ext416 傳真:(02)23979514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館前路71號4樓  E-mail:sfwu@eden.tpm.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蘇憶如等作 978-986-02-0028-7 博物館國際展覽之研究: 以『波西米亞偶的家-捷

克懸絲偶戲展』為例

9810 黃淑芳主編 978-986-02-0324-0 挑戰與展望: 因應全球變遷自然史博物館的新角

色: 國際自然史博物館館 長論壇

9812 楊宜靜等作 978-986-02-1090-3 太陽底下的排灣王國

9811 戴寶村, 蔡承豪作 978-986-02-1091-0 縱貫環島.臺灣鐵道

9812 吳佰祿作 978-986-02-1503-8 采田福地: 臺博館藏平埔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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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蔡斐文等作 978-986-02-1649-3 修護揭密: 臺博館暨南藝大修護研究成果專輯

9812 林崇熙作 978-986-02-1757-5 跨域建構.博物館學

9812 陳其南, 王尊賢作 978-986-02-1758-2 消失的博物館記憶: 早期臺灣的博物館歷史

9812 雅凱編輯小組作 978-986-02-1902-9 此地無銀 有恐龍: 到古蹟看骨跡

9812 方建能編撰 978-986-02-1903-6 天旋地轉: 認識臺灣天然災害

總計: 10種 35冊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195403

郵遞區號:1054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

路363號11樓

 E-mail:tdcc@tdc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6 978-986-82353-9-7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年報. 九十七年度

9812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編印

978-986-85713-1-0 歐洲證券市場結算交割制度之發展與分析

9812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編印

978-986-85713-2-7 固定收益商品附條件交易結算交割制度之研究

總計: 3種 3冊

臺灣復文興業 連絡人:陳金順 電話:(06)3121830 傳真:(06)3127222

郵遞區號:70148 地址:臺南市東區新東里衛

國街36巷8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藍月素編著 978-986-6635-07-6 新世紀文化翻譯及翻譯倫理研究趨勢

總計: 1種 1冊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黃英玟 電話:(02)25708311 傳真:(02)25789673

郵遞區號:105 地址:臺北市南京東路四段

186號12樓之3

 E-

mail:taiwan.ncf@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佳和等作; 陳隆志, 陳文 978-986-80333-3-7 聯合國專門機構: 體制、功能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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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693875

郵遞區號:54154 地址:南投縣中寮鄉永福村

竹坑巷16號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羅山雲主講 978-986-85818-0-7 羅氏三合擇日宗鏡要訣

總計: 1種 2冊

臺灣愛思唯爾 連絡人:鄭碧華 電話:(02)25225929 傳真:(02)25221885

郵遞區號:10449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

路二段96號

 E-mail:pa.cheng@elsevier.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Susan P. Pilbeam, J. M. Cairo

原著; 彭逸豪, 李則平編譯

978-986-6538-51-3 呼吸器原理及應用

9812 Michelle H. Cameron原著;

游曉微編譯

978-986-6538-55-1 物理因子治療學

9812 萬芳醫院護理部, 臺北醫學

大學原著

978-986-6538-57-5 小兒發燒處置臨床照護指引

9812 萬芳醫學中心護理部, 臺北

醫學大學原著

978-986-6538-58-2 長期留置導尿管病人泌尿道感染臨床照護指引

9812 萬芳醫學中心護理部, 臺北

醫學大學原著

978-986-6538-59-9 成人住院病人跌倒預防臨床照護指引

總計: 5種 8冊

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

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9605237

郵遞區號:26841 地址:宜蘭縣五結鄉五濱路

二段20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禚洪濤等編輯 978-986-01-8273-6 民藝物語: 傳統工藝與民俗的對話

9805 禚洪濤等編輯 978-986-01-8349-8 行業與神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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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禚洪濤等編輯 978-986-02-0044-7 亞太傳統藝術節特展. 2009: 在水之湄: 湄公河流

域的生活與信仰

總計: 3種 6冊

臺灣經濟新報 連絡人:曹淑貞 電話:(02)27526993ext205 傳真:(02)27771436

郵遞區號:11070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東興路

57號11樓

 E-mail:carol.tej.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鍾俊文編著 978-957-98441-4-7 臺灣高齡少子化的影響與對策

總計: 1種 1冊

臺灣網路資訊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68832

郵遞區號:1009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二段9號4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企

劃執行

978-986-80910-6-1 www.奔馳無限.tw: 臺灣網路資訊中心十週年紀念

特刊

總計: 1種 2冊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聯盟 連絡人:謝仁郡 電話:(02)27098983 傳真:(02)27094482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一段165巷14號3樓

 E-mail:taedp.tw@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葉亭君, 羅秉成, 林欣怡作;

葉亭君等譯

978-986-85305-1-5 停止死刑: 死囚鍾德樹的故事

總計: 1種 1冊

臺灣學生 連絡人:陳小姐 電話:(02)23634156ext17 傳真:(02)23636334

郵遞區號:1064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75巷11號1樓

 E-

mail:student.book@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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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鄭燦山著 978-957-15-1478-9 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 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

暨太玄部之討論

總計: 1種 2冊

臺灣優奎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9701866

郵遞區號:80654 地址:高雄市前鎮復興四路

12號3樓之2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羅浩等編著 978-986-85543-1-3 信息安全原理與實驗(簡體字版)

9901 許永和等編著 978-986-85543-2-0 ZlgBee無線傳感器網絡: : 系統設計與應用實例(簡

體字版)

總計: 2種 2冊

臺灣藝大 連絡人:呂威瑩 電話:(02)22722181ext1151 傳真:(02)89659515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大觀路

一段59號

 E-

mail:t0301@mail.ntua.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12 羊文漪主編 978-986-00-8607-2 造形藝術學刊. 2006

9812 陳永賢策展 978-986-02-1141-2 『幻象之丘』: 臺灣新媒體藝術展

9811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著 978-986-02-1243-3 說文蹈舞. 2009: 海峽兩岸舞蹈教育研討會

9812 林伯賢總編輯 978-986-02-1251-8 工藝設計研討會論文集. 2009: 包浩斯90年的回顧

與展望

9812 羊文漪主編 978-986-02-1607-3 造形藝術學刊. 2009

9812 陳裕剛主編 978-986-02-1987-6 演奏與詮釋: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二■■九

總計: 6種 11冊

臺灣藝大造形藝研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722181

郵遞區號:220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大觀路

一段5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進忠主編 978-986-02-1575-5 造形藝術創作展. 九十八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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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龍學

會

連絡人:張志勝 電話:(04)22606022ext888 傳真:(04)22606011

郵遞區號:42051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雙龍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張志勝總編輯 978-957-29081-9-8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龍學會跨國際巡迴展. 2010

總計: 1種 1冊

臺灣蘭花產銷發展協會 連絡人:黃湘芝 電話:(06)6830304 傳真:(06)6830625

郵遞區號:73191 地址:臺南縣後壁鄉烏樹村

鳥樹林325號

 E-

mail:ivanlan.toga@msa.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禎宏主編 978-986-84221-5-5 臺灣國際蘭花研討會. 2009

總計: 1種 2冊

遠足文化 連絡人:傅新書 電話:(02)22181417ext207 傳真:(02)22181142

郵遞區號:23148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正路

506號4樓

 E-

mail:paula@sinobook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莊玉珍, 王惠芳著 978-986-6731-45-7 臺灣的濕地

9901 維.比安基著; 王汶譯 978-986-6731-46-4 禿鼻烏鴉從南方回來了

9901 李世榮, 吳立萍著 978-986-6731-47-1 臺灣的老鄉鎮

9902 楊建夫著 978-986-6731-48-8 臺灣的山脈

9902 木內勝文; 木內勝, 田中皓

也圖; 吳逸林譯

978-986-6731-41-9 玩藝圖鑑: 170種手創玩具完全指南

總計: 5種 5冊

遠東 連絡人:黃禮賢 電話:(02)23118740ext362 傳真:(02)23884354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66之1號10樓

 E-

mail:huang@mail.fareast.co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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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施玉惠, 林茂松編著 978-957-612-841-7 遠東基礎英文法概要

9804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48-6 遠東少年中文(西班牙語版). 2

9804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49-3 遠東少年中文作業本(西班牙語版). 2

9804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50-9 遠東少年中文教師手冊(西班牙語版). 2

9803 Jean de Brunhoff著; 遠東圖

書公司編審委員會改編

978-957-612-851-6 Babar the elephant

9803 Hans Christian Andersen著;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53-0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9806 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55-4 遠東天天中文教師手冊(西班牙語版)(繁體版). 1

9806 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56-1 遠東天天中文教師手冊(西班牙語版)(簡體版). 1

9807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57-8 遠東少年中文(student book). level 1

9807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58-5 遠東少年中文(student book). level 2

9807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59-2 遠東少年中文(student book). level 3

9807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63-9 活用句子學單字: 一定要學的英語4500字

9807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62-2 活用句子學單字: 一定要學的英語4500字

9807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61-5 活用句子學單字: 一定要學的英語4500字

9807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60-8 活用句子學單字: 一定要學的英語4500字

9807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64-6 遠東時事精選

9808 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65-3 遠東天天中文(西班牙語版)(繁體版). 2

9808 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66-0 遠東天天中文作業本(西班牙語版)(繁體版). 2

9808 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67-7 遠東天天中文作業本(西班牙語版)(簡體版). 2

9808 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68-4 遠東天天中文(西班牙語版)(簡體版). 2

9808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69-1 遠東少年中文(Student book). level 4

9809 Wei-ling Wu, Hai-lan Tsai 978-957-612-870-7 遠東少年中文(workbook). level 4

9809 Wei-ling Wu, Ph.D. 978-957-612-871-4 遠東天天中文(teacher's guide).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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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Wei-ling Wu, Ph.D. 978-957-612-872-1 遠東天天中文(teacher's guide)(簡體字版). level 2

9811 Dra. Wei-ling Wu, Hai-lan 978-957-612-873-8 你好,ㄅㄆㄇㄈ!

9811 Dra.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74-5 遠東天天中文(西班牙語版)(注音版). 1

9811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75-2 打開衣櫃(簡體字版)

9811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76-9 我是大胃王(簡體字版)

9811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77-6 水果派對(簡體字版)

9811 Dra.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78-3 遠東天天中文學生作業本(西班牙語版)(注音版). 1

9811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編著

978-957-612-879-0 遠東全民英檢最新初級聽力試題: 全真模擬聽力

試題

9811 Dra.Wei-ling Wu, Hai-lan 978-957-612-880-6 遠東少年中文(西班牙語版). 3

9811 Dra.Wei-ling Wu, Hai-lan 978-957-612-881-3 遠東少年中文作業本(西班牙語版). 3

9811 Dra.Wei-ling Wu 978-957-612-883-7 遠東天天中文教師手冊(西班牙語版)(繁體版). 2

9812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978-957-612-884-4 歡迎來我家(簡體字版)

9812 Dra.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85-1 遠東天天中文(西班牙語版)(注音版). 2

9812 Dra.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

978-957-612-886-8 遠東天天中文學生作業本(西班牙語版)(注音版). 2

總計: 37種 37冊

遠景 連絡人:潘治嘉 電話:(02)22542899 傳真:(02)22542136

郵遞區號:22044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松柏街

65號5樓

 E-

mail:books@vistpublishing.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蘇福欣著; 蘇香容繪圖 978-957-39-0882-1 福星花園: 臺灣野花採集錄. 草本篇

9901 蔡秀英作 978-957-39-0885-2 我和我的檳榔攤

9812 王國安等作; 應鳳凰主編 978-957-39-0886-9 但求不愧我心: 閱讀李魁賢

9902 曾心儀作 978-957-39-0887-6 福爾摩沙紅綠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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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路寒袖文.攝影 978-957-39-0888-3 陪我走過波麗路: 愛丁堡 倫敦 攝影 情詩

總計: 5種 7冊

聚財資訊 連絡人:林鳳祺 電話:(02)22523899ext11 傳真:(02)22525025

郵遞區號:22046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文化路

二段327號4樓

 E-mail:service@wear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萬瑞君著 978-986-6366-07-9 2012臺北.北京.上海黃金三角

9903 王仲麟著 978-986-6366-08-6 不好意思,我贏了: 掌握總經,點石成金投資法!

9903 劉富生著 978-986-6366-09-3 買進飆股不求人. 2, 如何在第一時間點買進初始

發動起漲的飆股

總計: 3種 3冊

輔大出版社 連絡人:王玉倩 電話:(02)29052227 傳真:(02)29053182

郵遞區號:24205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510號輔仁大學輔園餐廳內

 E-

mail:FJCUP@mail.fj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007 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 978-957-0439-22-9 愛情 生活 信仰

9403 陳瓊茶著 978-986-7587-49-7 大專運動員完美主義、目標取向及特質性焦慮對

競技倦怠之相關與預測研究

9404 李震著 978-986-7587-52-7 人與上帝. 卷一, 中西無神主義探討

9404 輔仁大學編著 978-986-7587-60-2 輔大建築景觀散步

9408 胡小萍總編輯 978-986-7587-68-8 十八世紀鋼琴音樂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412 吳瑞珠主編 978-986-7587-78-7 Notebook: 同學眼中的輔大

9412 劉佩容編輯.策劃 978-986-7587-82-4 超凡入聖

9412 天主教輔仁大學師資培育 978-986-7587-83-1 雲音雅集

9804 魏思齊(Zbigniew

Wesolowski)編輯

978-986-6922-72-5 <<華裔學志>>中譯論文精選: 文化交流和中國基

督宗教史研究

9811 趙德恕(Imre P. Zsoldos)著;

陳月卿譯

978-986-6922-85-5 迷彩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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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高龍鞶(Aug. M. Colombel)

作; 周士良譯

978-986-6922-87-9 江南傳教史

9811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所

主編

978-986-6922-88-6 紀念包浩斯90週年: 『設計歷史、風格與設計教

育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9812 張銀樹著 978-986-6922-89-3 大學國文: 單元主題課程設計

9901 劉俊業著 978-986-6922-90-9 輔仁大學男子籃球隊參加96學年度大專籃球聯賽

(UBA)競賽理論與實務

9902 林國棟著 978-986-6922-91-6 服裝設計之創意邏輯與實踐: 林國棟服裝設計作

品集

總計: 15種 18冊

輔大資管系 連絡人:羅淑貞 電話:(02)29052940 傳真:(02)29052182

郵遞區號:24205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林文修等執行編輯 978-986-6922-86-2 聯合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009: 第十一屆『網際空

間:資安、犯罪與法律 社會』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和第十屆產業資訊管理學術.....實務研討會

總計: 1種 1冊

爾雅 連絡人:彭碧君 電話:(02)23652555 傳真:(02)23657047

郵遞區號:1008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廈門街

113巷33-1號1樓

 E-mail:elitell3@ms1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魯蛟著 978-957-639-493-5 舞蹈

9902 愛亞著 978-957-639-494-2 是誰在天空飛?: 非童話

總計: 2種 2冊

睿煜 連絡人:潘錦燁 電話:(08)7703957 傳真:(08)7700631

郵遞區號:91247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興南村

育文路6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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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 蔡育佑著 978-957-8747-78-4 大學體育教師教育改革、工作價值、組織承諾與

工作投入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監察院 連絡人:徐淑華 電話:(02)23413183ext132 傳真:(02)23568588

郵遞區號:1005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孝東路  E-mail:lwp235@ms.cy.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監察院國際事務小組編譯 978-986-02-1933-3 非理性陳情行為處理作業手冊

9812 監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會編 978-986-02-2146-6 監察院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論文集. 第1屆

9812 監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會編 978-986-02-2147-3 監察院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論文集. 第2屆

總計: 3種 6冊

圖爾資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481400

郵遞區號:23556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福祥路  E-mail:hwh58@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5 陳億成著 978-986-83403-2-9 棒壘球擊球點揮棒速度即時回饋創新設計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種籽文化 連絡人:陳子文 電話:(02)27685812 傳真:(02)27685811

郵遞區號:11087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虎林街

46巷35號1樓

 E-

mail:w88.luck@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白全珍著 978-986-6546-13-6 決定你一生的68個想法: 什麼樣的想法,就會有什

麼樣的命運

9810 黃明陸著 978-986-6546-14-3 做人還是輕鬆一點好

9811 O. S. Marden著; 杜風譯 978-986-6546-15-0 個性影響一生的成敗: 你要成為環境的主人,而不

是環境的奴隸

9901 王偉峰著 978-986-6546-16-7 你不笨,為什麼沒有成長

9812 金志文著 978-986-6546-17-4 改變自己的價值

9902 陸明著 978-986-6546-18-1 這些道理都懂,只是你忘記了

總計: 6種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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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 連絡人:黃雅真 電話:(02)23272600ext2681 傳真:(02)28977749

郵遞區號:1005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5號15-17樓

 E-mail:blue@mail.oca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20-9 華文課本(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19-3 華文課本(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18-6 華文課本(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17-9 華文課本(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16-2 華文課本(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179-0 華文課本(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25-4 華文教師手冊(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24-7 華文教師手冊(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23-0 華文教師手冊(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22-3 華文教師手冊(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221-6 華文教師手冊(泰北版)

9812 羅秋昭主編 978-986-01-9180-6 華文教師手冊(泰北版)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67-7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教師手冊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66-0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教師手冊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65-3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教師手冊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64-6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教師手冊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63-9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教師手冊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6-9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5-2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4-5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3-8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2-1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81-3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學生作業

練習簿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80-6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學生作業

練習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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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9-0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學生作業

練習簿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8-3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學生作業

練習簿

9901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0377-6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簡化字對照版)學生作業

練習簿

9812 陳懷萱, 盧翠英撰寫 978-986-02-1018-7 快樂學華語: 僑教雙週刊快樂學華語合輯書

9812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編 978-986-02-1806-0 各國華人人口專輯. 第三輯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55-9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54-2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53-5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52-8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51-1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78-8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學生作業練習簿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71-9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學生作業練習簿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70-2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學生作業練習簿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69-6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學生作業練習簿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468-9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學生作業練習簿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533-4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532-7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537-2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學生作業練習簿

9903 柯遜添主編 978-986-02-2536-5 菲律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學生作業練習簿

總計: 43種 86冊

徹聖上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91519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久康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8507 空海大師原著; 徹聖上師唱 978-957-97157-7-5 空海語錄唱和

8606 (唐)寒山大士,拾得大士,豐

干禪師原著; 徹聖上師唱和

978-957-97217-1-4 天台三聖詩唱和

9601 (唐)李白原著; 徹聖上師唱 978-957-41-4288-0 沐恩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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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6 徹聖上師作 978-957-41-6398-4 秘窗 :英明.精明.聖明

總計: 4種 4冊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593887

郵遞區號:33348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同村

德明路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銘傳大學主編 978-986-6767-13-5 銘傳大學『去除校園霸凌-從跨領域觀點探討校園

霸凌因應模式』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 2009年

總計: 1種 2冊

銘傳大學數設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3593886

郵遞區號:33348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同村

德明路5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方惠光等作 978-986-6767-15-9 設計創意新紀元: 臺澳當代藝術交流展. 2010

總計: 1種 2冊

銘顯文化 連絡人:顧永明 電話:(04)22808565ext50 傳真:(04)22808569

郵遞區號:40150 地址:臺中市東區建成路700  E-mail:text@ezl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會飛的豬作 978-986-218-851-4 駭客禁區. 第二部

9807 醉蝠作 978-986-218-857-6 亡靈之眼

9808 Satz本文; 株式會社エスト

一ル設計; 依文譯

978-986-218-859-0 公主導航童話占卜

9808 曾威豪文字創作 978-986-218-860-6 喋喋不休的香雞排

9808 一株小草作 978-986-218-873-6 光環戰士

9808 狗狗執政官作 978-986-218-876-7 黃巾力士

9808 狗狗執政官作 978-986-218-875-0 黃巾力士

9808 撒加作 978-986-218-879-8 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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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明日葉作 978-986-218-886-6 星基因危機

9808 撒加作 978-986-218-887-3 異.龍. 第三部

9808 暮辰作 978-986-218-888-0 闇!!騎士. 外傳, 模範騎士的學院日誌

9808 橘花散里作 978-986-218-892-7 東方玄幻之喵喵喵

9808 石川作 978-986-218-894-1 鍊金方士

9808 懶獅子作 978-986-218-895-8 霸王的天空

9808 天衣有風作 978-986-218-897-2 西方奇幻之龍龍龍

9808 小蟲作 978-986-218-898-9 蟲狩

9808 閒臥聽雨作 978-986-218-900-9 敖家有隻噴火龍

9808 飯卡作 978-986-218-903-0 外星來的戀人

9808 白日幻夢作 978-986-218-904-7 穿越變蘿莉

9808 貓邏作 978-986-218-905-4 黃泉之狩

9808 醉蝠作 978-986-218-906-1 亡靈之眼

9808 貓邏原作 978-986-218-908-5 混亂學園 畢業紀念 完全公式畫集

9809 魔法使いをやある48手制

作委員■編; 小心脊椎譯

978-986-218-909-2 揮別童貞魔法師之48手

9808 Box等撰稿 978-986-218-910-8 武裝姬攻 超三國

9809 一株小草作 978-986-218-912-2 光環戰士

9809 一株小草作 978-986-218-911-5 光環戰士

9809 狗狗執政官作 978-986-218-916-0 黃巾力士

9809 狗狗執政官作 978-986-218-915-3 黃巾力士

9809 高森作 978-986-218-918-4 雷痕

9809 高森作 978-986-218-917-7 雷痕

9809 勝己作 978-986-218-920-7 仙境雷師

9809 勝己作 978-986-218-919-1 仙境雷師

9809 七星魚丸作 978-986-218-922-1 晶卡風暴

9809 七星魚丸作 978-986-218-921-4 晶卡風暴

9810 石川作 978-986-218-925-2 甲武聖徒

9809 石川作 978-986-218-924-5 甲武聖徒

9809 石川作 978-986-218-927-6 鍊金方士

9809 石川作 978-986-218-926-9 鍊金方士

9809 今非昔作 978-986-218-931-3 無敵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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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葉非衣作 978-986-218-932-0 彼岸花開

9809 橘花散里作 978-986-218-934-4 東方玄幻之喵喵喵

9809 金鷹, 香水梨作 978-986-218-935-1 須彌封神

9809 海風作 978-986-218-936-8 碑靈

9809 暮辰作 978-986-218-940-5 闇!!騎士. 外傳, 盜王VS.殺神

9809 天衣有風作 978-986-218-941-2 西方奇幻之龍龍龍

9809 夜色訪者作 978-986-218-943-6 唯武至尊

9809 豬王作 978-986-218-944-3 大咒師

9809 高森作 978-986-218-945-0 召喚千軍

9810 懶獅子作 978-986-218-946-7 霸王的天空

9809 白日幻夢作 978-986-218-948-1 穿越變蘿莉

9809 飯卡作 978-986-218-949-8 外星來的戀人

9809 閒臥聽雨作 978-986-218-951-1 敖家有隻噴火龍

9809 捉老鼠的狗作 978-986-218-952-8 妖精武裝

9809 衛風作 978-986-218-953-5 盤絲洞38號

9809 戴瑞肯作 978-986-218-954-2 獄雷之主

9809 晨尚作 978-986-218-955-9 落神

9809 醉蝠作 978-986-218-956-6 亡靈之眼

9809 撒加作 978-986-218-929-0 異.佛

9809 撒加作 978-986-218-928-3 異.佛

9809 卡農作 978-986-218-957-3 靈魂之輪

9810 三■志事典制作委員■編; 978-986-218-958-0 最萌的: 三國志事典

9810 撒加作 978-986-218-962-7 異.佛

9810 撒加作 978-986-218-961-0 異.佛

9810 高森作 978-986-218-966-5 雷痕

9810 高森作 978-986-218-965-8 雷痕

9810 七星魚丸作 978-986-218-968-9 晶卡風暴

9810 七星魚丸作 978-986-218-967-2 晶卡風暴

9810 石川作 978-986-218-970-2 鍊金方士

9810 狗狗執政官作 978-986-218-974-0 黃巾力士

9810 狗狗執政官作 978-986-218-973-3 黃巾力士

9810 白日幻夢作 978-986-218-976-4 穿越變蘿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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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閒臥聽語作 978-986-218-977-1 敖家有隻噴火龍

9810 衛風作 978-986-218-978-8 盤絲洞38號

9811 小蟲作 978-986-218-979-5 蟲狩

9810 夜色訪者作 978-986-218-980-1 唯武至尊

9810 捉老鼠的狗作 978-986-218-981-8 妖精武裝

9810 天衣有風作 978-986-218-982-5 西方奇幻之龍龍龍

9810 豬王作 978-986-218-984-9 大咒師

9810 石川作 978-986-218-985-6 甲武聖徒

9810 明日葉作 978-986-218-986-3 星基因危機

9810 煙酒生作 978-986-218-988-7 英雄轉生

9810 一寒呵作 978-986-218-989-4 山河永寂

9810 海風作 978-986-218-990-0 碑靈

9810 金鷹, 香水梨作 978-986-218-991-7 須彌封神

9810 橘花散里作 978-986-218-992-4 東方玄幻之喵喵喵

9810 天九作 978-986-218-995-5 異世之刺客傳奇

9810 暮辰作 978-986-218-997-9 闇!!騎士. 外傳, 騎士們不得不說的祕密

9810 晨尚作 978-986-218-998-6 落神

9811 腐れ女子の■作; 陳秀玫譯 978-986-260-001-6 腐女子使用說明書

9811 戴瑞肯作 978-986-260-032-0 獄雷之主

9810 戴瑞肯作 978-986-260-004-7 獄雷之主

9811 勝己作 978-986-260-006-1 仙境雷師

9811 勝己作 978-986-260-005-4 仙境雷師

9811 七星魚丸作 978-986-260-007-8 晶卡風暴

9811 撒加作 978-986-260-012-2 異.佛

9811 撒加作 978-986-260-011-5 異.佛

9811 今非昔作 978-986-260-014-6 無敵寂寞

9811 今非昔作 978-986-260-013-9 無敵寂寞

9812 一株小草作 978-986-260-017-7 光環戰士

9811 一株小草作 978-986-260-016-0 光環戰士

9811 煙酒生作 978-986-260-019-1 英雄轉生

9811 煙酒生作 978-986-260-018-4 英雄轉生

9811 卡農作 978-986-260-020-7 靈魂之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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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白日幻夢作 978-986-260-023-8 穿越變蘿莉

9811 閒臥聽語作 978-986-260-024-5 敖家有隻噴火龍

9812 展謙昂作 978-986-260-025-2 仙機傳承

9811 天九作 978-986-260-026-9 異世之刺客傳奇

9811 天風黑月作 978-986-260-027-6 深淵惡魔

9811 格式化了作 978-986-260-028-3 獸族狂想曲

9811 石川作 978-986-260-029-0 鍊金方士

9811 石川作 978-986-260-030-6 甲武聖徒

9811 衛風作 978-986-260-033-7 盤絲洞38號

9811 夜願作 978-986-260-034-4 眾靈

9811 金鷹, 香水梨作 978-986-260-035-1 須彌封神

9811 橘花散里作 978-986-260-036-8 東方玄幻之喵喵喵

9811 一寒呵作 978-986-260-037-5 山河永寂

9810 海風作 978-986-260-038-2 碑靈

9811 高森作 978-986-260-040-5 雷痕

9811 天衣有風作 978-986-260-041-2 西方奇幻之龍龍龍

9811 懶獅子作 978-986-260-042-9 霸王的天空

9812 小蟲作 978-986-260-043-6 蟲狩

9811 夜色訪者作 978-986-260-044-3 唯武至尊

9811 豬王作 978-986-260-045-0 大咒師

9811 ジュエリ■鑑制作委員■

編; 依文譯

978-986-260-046-7 最萌的: 寶石圖鑑

9811 天豪作 978-986-260-048-1 風流軍師

9811 天豪作 978-986-260-047-4 風流軍師

9812 勝己作 978-986-260-053-5 未來醫官

9812 勝己作 978-986-260-052-8 未來醫官

9811 勝己作 978-986-260-051-1 未來醫官

9811 勝己作 978-986-260-050-4 未來醫官

9812 撒加作 978-986-260-057-3 異.佛

9812 撒加作 978-986-260-056-6 異.佛

9812 金鷹, 香水梨作 978-986-260-069-6 須彌封神

9812 金鷹, 香水梨作 978-986-260-068-9 須彌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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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狗狗執政官作 978-986-260-070-2 黃巾力士

9812 閒臥聽語作 978-986-260-072-6 敖家有隻噴火龍

9812 衛風作 978-986-260-076-4 盤絲洞38號

9812 天衣有風作 978-986-260-080-1 西方奇幻之龍龍龍

9812 格式化了作 978-986-260-084-9 獸族狂想曲

9812 月光物語作 978-986-260-086-3 吸血迷情

9812 石川作 978-986-260-089-4 甲武聖徒

總計: 141種 179冊

銓■部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360857

郵遞區號:11603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銓■部編 978-986-02-0304-2 常用銓■法規彙編

總計: 1種 2冊

鳳凰希望工程教育基金

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6992656

郵遞區號:30442 地址:新竹縣新豐鄉中崙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張鵬, 游江濱作 978-986-84597-1-7 張鵬游江濱創作聯展畫集

總計: 1種 1冊

鳳新高中 連絡人:鄭伊璟 電話:0980119703 傳真:(07)7658586

郵遞區號:83075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新富路  E-mail:ejin804@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安, 陳思宇總編輯 978-986-02-1433-8 香格里拉: 國立鳳新高級中學美術班畫冊. 第14屆

總計: 1種 1冊

聞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2054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大昌街

51巷11號5樓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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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聞健編著 978-957-41-6789-0 黑瓦白牆鵝卵石: 歲月悠悠客家情

總計: 1種 1冊

閣林國際圖書 連絡人:呂佳蓉 電話:(02)82219822 傳真:(02)82217088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一路

137號6樓

 E-

mail:luchin3@ms17.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朴安羅等原著 978-957-440-634-0 童書奇想國

9801 朴安羅故事; 趙恩熙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35-7 胖叔叔的鄉村日記

9801 李朋故事; 徐淑善繪圖; 沙

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譯

978-957-440-636-4 裝著幸福的罐子

9801 Ko Susanna故事; 孫貞炫繪

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

978-957-440-637-1 搶錢的妖怪

9801 咸泳蓮故事; 李弼源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38-8 蟬的感謝曲

9801 俞孝貞故事; 趙秀珍繪圖 978-957-440-639-5 說夢話的老鼠

9801 金響二故事; 金旼[]繪圖; 沙

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譯

978-957-440-640-1 金豬最愛吃美食

9801 安善模故事; 金鍾浩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41-8 為你著想的心

9801 金響二故事; 申熙鎮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42-5 一步一步來

9801 Ko Susanna故事; 鄭賢兒繪

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

978-957-440-643-2 用心來數

9801 李在姬故事; 金仙淑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44-9 趕走蚯蚓的蒲公英

9801 朴安羅故事; Shin Na Na繪

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

978-957-440-645-6 幸福的破石缸

9801 禹賢玉故事; 吳政澤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46-3 迪克學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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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金楠中故事; 崔良淑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47-0 不聽話的奧利

9801 尹美英故事; 黃貞媛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48-7 小隆搬橡果

9801 貝民愛故事; 宋正花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49-4 不合作的恰克

9801 朴敏浩故事; 金美螺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0-0 布魯諾拉肚子

9801 金文起故事; 盧聖旭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1-7 送信到野花村

9801 安善模故事; 林正鎬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2-4 刻在石頭上的友情

9801 裴翊天故事; 朴鍾彩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3-1 愛嫉妒的白楊樹

9801 申貞敏故事; 金姮姃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4-8 吃不停的軟軟怪

9801 梁泰錫故事; 金炳灝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5-5 獅子東卡的煩惱

9801 李朋故事; 崔思英繪圖; 沙

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譯

978-957-440-656-2 加油!蘋果樹

9801 李知縣故事; 洪友里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7-9 四處奔波的奶奶

9801 宋在贊原著; 李真和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8-6 我喜歡現在的我

9801 宋在贊故事; 金賢娜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59-3 收到鮮花的腳

9801 裴翊天原著; 趙杏禧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0-9 綠色國王和四將軍

9801 蘇重愛故事; 李恩先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1-6 汪汪的夢想

9801 白承子故事; 李惠永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2-3 小不點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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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 金南吉故事; 趙俊志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3-0 膽小狐狸愛吹牛

9801 李庚惠故事; 李羲卓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4-7 貪玩的水妖怪

9801 金柄圭故事; 許秀鎮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5-4 搶著晒太陽

9801 元裕順故事; 李在淵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6-1 巧手地鼠蓋房屋

9801 李圭喜故事; 李石繪圖; 沙

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譯

978-957-440-667-8 最重要的寶物

9801 李庚惠文字; 韓承希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68-5 驕傲的方風箏

9801 申貞敏故事; 李花繪圖; 沙

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譯

978-957-440-669-2 蔬菜頭歷險記

9801 孔智熙故事; 金順英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70-8 愛說大話的四方形哥哥

9801 金柄圭故事; Yun Soem繪圖 978-957-440-671-5 一看就知道

9801 梁泰錫故事; 趙藝禎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72-2 哭泣的無名鳥

9801 金慧理故事; 申智修繪圖;

沙小雯, 孫淑英, 趙英辰翻

978-957-440-673-9 愛說話的布穀鳥

9808 任自彬等作 978-957-440-679-1 小小理財家

9808 文昌完故事; 洪雨利繪圖;

藍乾銘翻譯

978-957-440-680-7 阿毛上市場

9808 金玟婷故事; 鄭秉修繪圖;

藍乾銘翻譯

978-957-440-681-4 貝殼的祕密

9808 金玟婷故事; 金瑞英繪圖;

藍乾銘翻譯

978-957-440-682-1 阿德的心願

9808 李永慶故事; 鄭秀英繪圖;

藍乾銘翻譯

978-957-440-683-8 媽媽是殺價高手

9808 卞宇萬故事; 申慶善繪圖;

藍乾銘翻譯

978-957-440-684-5 藍色蝴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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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卞宇萬故事; 金恩智繪圖;

蔣重薇翻譯

978-957-440-685-2 小麗的聖誕禮物

9808 姜琇甄故事; 尹靜華繪圖;

蔣重薇翻譯

978-957-440-686-9 紙鈔的心聲

9808 金志洙故事; 金慶水繪圖;

蔣重薇翻譯

978-957-440-687-6 路燈爺爺

9808 文昌完故事; 全復純繪圖;

蔣重薇翻譯

978-957-440-688-3 會變魔法的叔叔

9808 金玄政故事; 申珍兒繪圖;

蔣重薇翻譯

978-957-440-689-0 錢幣精靈的問題

9808 金玄政故事; 金別繪圖; 陳 978-957-440-690-6 姊姊的祕密

9808 金玄政故事; 元有成繪圖;

陳品芳翻譯

978-957-440-691-3 愛炫耀的小袋鼠

9808 金玄政故事; 金弘列繪圖;

陳品芳翻譯

978-957-440-692-0 大方公主

9808 尹順壬故事; 金美善繪圖;

陳品芳翻譯

978-957-440-693-7 松鼠的倉庫

9808 辛熙南故事; 全守正繪圖;

陳品芳翻譯

978-957-440-694-4 極地動物銀行

9808 楊朱利故事; 金敏哲繪圖;

何品萱翻譯

978-957-440-695-1 石地裡的收成

9808 金玟婷故事; 張基石繪圖;

何品萱翻譯

978-957-440-696-8 蛋糕店失火了

9808 金智然故事; 全秉俊繪圖;

何品萱翻譯

978-957-440-697-5 章魚妹妹和小花貓

9808 李賢珠故事; 李京熙繪圖;

何品萱翻譯

978-957-440-698-2 工蜂的抱怨

9808 金智然故事; 文采英繪圖;

何品萱翻譯

978-957-440-699-9 小小蘋果樹

9808 金玟婷故事; 金品昌繪圖;

許乃云翻譯

978-957-440-700-2 小賢要搬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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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金志洙故事; 張①石繪圖;

許乃云翻譯

978-957-440-701-9 努力成為專家

9808 姜秀真故事; 鄭秉洙繪圖;

許乃云翻譯

978-957-440-702-6 三十年後的我

9808 姜恩真故事; 柳美宣繪圖;

許乃云翻譯

978-957-440-703-3 我想做的工作

9808 姜恩真故事; 薛恩庭繪圖;

許乃云翻譯

978-957-440-704-0 我的志願

9808 朴賢京故事; 全美英繪圖;

蔡易伶翻譯

978-957-440-705-7 一起蓋房子

9808 卞慧媛故事; 沈成曄繪圖;

蔡易伶翻譯

978-957-440-706-4 最棒的禮物

9808 卞慧媛故事; 尹靜華繪圖;

蔡易伶翻譯

978-957-440-707-1 彩色棉花糖

9808 林智斌故事; 文貞姬繪圖;

蔡易伶翻譯

978-957-440-708-8 河馬村的咕嚕教練

9808 卞慧媛故事; 韓甲洙繪圖;

蔡易伶翻譯

978-957-440-709-5 胡桃鉗人偶的舞會

9808 張慧卿故事; 金在卿繪圖;

吳宛芳翻譯

978-957-440-710-1 誰最厲害?

9808 張志允故事; 小溪繪圖; 吳 978-957-440-711-8 農場上的生日派對

9808 張慧卿故事; 金卿善繪圖;

吳宛芳翻譯

978-957-440-712-5 驕傲的芭蕾舞者

9808 金敏貞故事; 李大源繪圖;

巫倍甄翻譯

978-957-440-713-2 我是幸福的人

9808 尹順任故事; 李羽琳繪圖;

巫倍甄翻譯

978-957-440-714-9 多出的六角錢

9808 申希南故事; 沈尚正繪圖;

巫倍甄翻譯

978-957-440-715-6 老將軍的智慧

9808 姜秀真故事; 金順琴繪圖;

巫倍甄翻譯

978-957-440-716-3 往西!往西!

第 590 頁，共 653 頁



9808 金玟婷故事; 全相宇繪圖;

巫倍甄翻譯

978-957-440-717-0 特別的理由

9808 金民政故事; 朴秀真繪圖;

蔣重薇翻譯

978-957-440-718-7 小熊三兄弟的家

9808 尹順任故事; 朴閑貞繪圖; 978-957-440-719-4 松鼠一家人

9808 文昌浣故事; 金俊延繪圖;

陳品芳翻譯

978-957-440-720-0 這個月我當爸爸

9808 任自彬故事; 金慶熙繪圖;

林欣儀翻譯

978-957-440-721-7 星星精靈喜歡什麼?

9808 李英敬故事; 朴鐘蓓繪圖; 978-957-440-722-4 來買青蛙飼料

9808 金玟廷故事; 成恩繪圖; 陳 978-957-440-723-1 分享就會幸福

9808 李炫珠故事; 李書妍圖; 林 978-957-440-724-8 幸福禮堂

9806 Giorgio Ferrero等作; 林志都 978-957-440-725-5 世界古文明之旅

9806 Giorgio Ferrero作; 林志都譯 978-957-440-726-2 法老守護的埃及

9806 Stefano Vecchia作; 梁永安,

黃中憲, 鄭明萱譯

978-957-440-727-9 千佛長廊的高棉、吳哥窟

9810 Maria Angelillo作; 閻紀宇譯 978-957-440-728-6 神祕聖境的印度

9808 Davide Domenici作; 張淑伶,

李延輝譯

978-957-440-729-3 太陽神殿的馬雅

9808 Stefano Maggi作; 張寶梅譯 978-957-440-730-9 眾神殿堂的希臘

9808 Carolina Orsini作; 賴海清譯 978-957-440-731-6 太陽之子的印加

9810 Maria Teresa Guaitoli作; 李 978-957-440-732-3 世界帝國的羅馬

9808 Francesca Romana Romani作;

孫海鵬譯

978-957-440-733-0 古蘭穆民的伊斯蘭

9808 Alfredo Rizza作; 唐偉莉譯 978-957-440-734-7 文明曙光的兩河

9808 Stefania Stafutti作; 孫慶譯 978-957-440-735-4 漢唐神威的中國

總計: 97種 97冊

暨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910413

郵遞區號:54561 地址: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吳旭昀總編輯 978-986-02-1982-1 水煙紗漣文學獎: 拾羽. 第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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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暨大人類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9)2913414

郵遞區號:54561 地址:南投縣埔里鎮大學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家銘作 978-986-02-1197-9 金門田野印象. 2009: 藝術與人類學的交集

總計: 1種 2冊

綠色能源科技協會 連絡人:林芷伶 電話:(04)7232105ext7266 傳真:(04)7129180

郵遞區號:50074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師大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穎編著 978-986-85250-1-6 特殊教育歷屆考古題

總計: 1種 1冊

綠林寮 連絡人: 電話:(02)23631221 傳真:(02)23644595

郵遞區號:1067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三段106號2樓之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日京川作 978-986-85039-3-9 魔法學園. 肆, 心之聲

9902 日京川作 978-986-85039-4-6 花語工坊

總計: 2種 2冊

維京國際 連絡人:吳伯玲 電話:(02)87971168ext206 傳真:(02)87971169

郵遞區號:11491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258巷50號5樓

 E-mail:wupolin@tma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羅倫斯.安荷特作; 李坤珊

翻譯

978-986-7428-53-0 達文西與會飛的男孩: 李奧納多.達文西的故事

9902 蕾秋.羅德里奎茲文; 茱莉.

帕契琪絲圖; 朱恩伶翻譯

978-986-6310-01-0 跟歐姬芙一起去看世界: 喬琪亞.歐姬芙的故事

9901 羅倫斯.安荷特作; 柯倩華 978-986-6310-03-4 色彩之王: 馬蒂斯: 亨利.馬蒂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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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瓊恩.史坦娜(Joan Steiner)

作; 林怡君翻譯

978-986-6310-05-8 藝想城市尋寶趣

9902 瓊恩.史坦娜(Joan Steiner)文

案; 林怡君翻譯

978-986-6310-06-5 環遊世界尋寶趣

9903 瑞秋.羅德里奎茲(Rachel

Rodriguez)文; 朱莉.帕契琪

絲(Julie Paschkis)圖; 宋珮譯

978-986-6310-08-9 建築譜成的詩: 安東尼.高第的故事

9901 羅倫斯.安荷特(Laurence

Anholt)作; 柯倩華譯

978-986-6310-09-6 塞尚和蘋果男孩: 保羅.塞尚的故事

總計: 7種 7冊

緋色文化 連絡人:于筱芬s 電話:(02)89146405 傳真:(02)29107127

郵遞區號:23146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興路

二段218巷10號4樓之1

 E-mail:chou@elitebook.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周以德編 978-986-6754-09-8 中文常用五千字正楷 小篆 簡體 異體. 字形彙編

9810 李相健著 978-986-6754-18-0 有錢人的心理學

9810 劉祥亞著 978-986-6754-19-7 猶太大亨: 俄羅斯富豪『阿布』的金錢遊戲

9812 劉志鴻作 978-986-6754-25-8 33個不可不知的成功法則: 關鍵下一步!

9812 劉祥亞作 978-986-6754-26-5 世界富豪的傳奇故事: 加拿大首富肯尼斯.湯姆森

總計: 5種 5冊

澎湖風景管理處 連絡人:林靜玫 電話:(06)9216521ext245 傳真:(06)9216545

郵遞區號:88054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菜園里  E-mail:may@penghu-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李煌樟總編輯 978-986-02-0166-6 吉貝港區整體景觀風貌改善與發展策略細部規劃

9810 許耀彬撰稿 978-986-02-0249-6 澎湖之美(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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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董瑞祺總編輯 978-986-02-0599-2 澎湖國家風景區服務設施設置作業書圖規劃

9812 呂玉鉛, 商累仁執行編輯 978-986-02-1861-9 澎湖背包自助遊: 地圖澎湖秘點100

9812 蔡淑瑩總編輯 978-986-02-2089-6 澎湖國家風景區遊憩服務設施建築語彙暨適用材

料使用準則之研究規劃

總計: 5種 11冊

澎湖科大 連絡人:顏蕙瑜 電話:(06)9264115ext1072 傳真:(06)9277310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六合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文欽總編輯 978-986-02-0827-6 電力電子科技應用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9812 吳文欽總編輯 978-986-02-0828-3 綠色能源研討會論文集. 2009年

總計: 2種 2冊

澎縣七美鄉公所 連絡人:歐禾太 電話:(06)9971007ext21 傳真:(06)9972021

郵遞區號:88341 地址:澎湖縣七美鄉中和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978-986-02-2578-5 七美詩韻: 常民生活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2009

總計: 1種 2冊

澎縣大池國小 連絡人:鄭束未 電話:(06)9981179 傳真:(06)9983640

郵遞區號:881 地址:澎湖縣西嶼鄉大池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澎湖縣西嶼鄉大池國民小

學編輯

978-986-02-1173-3 推動『海洋小學』教學活動成果彙編. 98年度

總計: 1種 2冊

澎縣文化局 連絡人:吳巧惠 電話:(06)9261141ext158 傳真:(06)9276602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中華路

230號

 E-mail:cathy

wu168@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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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紀麗美總編輯 978-986-01-9553-8 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一屆

9811 顏美麗總編輯 978-986-02-0588-6 顏雍宗速寫畫集

9812 王國裕總編輯 978-986-02-0819-1 狂風烈■下的澎湖生活: 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論

文輯. 第八屆

9812 林世超計畫主持 978-986-02-0873-3 澎湖縣歷史建築馬公市合昌建材行修復工程工作

報告書

9812 呂嘉萍文.圖 978-986-02-0972-3 因為,我是澎湖的小孩

9812 張子樟撰 978-986-02-1104-7 細讀的滋味: 青少年文學賞析

9812 初惠誠作 978-986-02-1105-4 涉水記

9812 紀麗美總編輯 978-986-02-1240-2 望安花宅聚落老舊照片專輯

9812 渡也著 978-986-02-1293-8 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

9812 顏美麗總編輯 978-986-02-1403-1 澎湖地景藝術季. 2009

9812 洪瑞達, 顏良壹動作演示.

口述; 蔡愛清整理.撰寫

978-986-02-1724-7 傳統表演藝術文化紮根計畫. 98年: 踏涼傘文化薪

傳

9812 張悅玲專案執行 978-986-02-1945-6 樂活澎湖: 菊島文化之旅旅遊手冊

9901 楊博淵計畫主持 978-986-02-2242-5 望安花宅聚落基礎資料及擴大文化景觀登錄調查

研究計畫

總計: 13種 27冊

澎縣白沙鄉公所 連絡人:鄭全順 電話:(06)9931009 傳真:(06)9933279

郵遞區號:884 地址: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  E-mail:baisha2@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張詠捷撰文.攝影 978-986-02-2226-5 頂山歲時

總計: 1種 2冊

澎縣府 連絡人:黃玲萍 電話:(06)9274400ext212 傳真:(06)9279134

郵遞區號:88043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號

 E-

mail:fs20117@mail.penghu.gov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澎湖縣政府計畫室編輯 978-986-02-1874-9 澎湖縣政府研究發展選輯. 98年度

總計: 1種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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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縣前寮社區發展協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9275200

郵遞區號:88056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前寮里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鶯編著 978-986-86035-0-9 健康與活力: 媽宮內灣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活動成

果專輯. 2009

總計: 1種 1冊

澎縣風櫃國小 連絡人:鄭正綱 電話:(06)9951280 傳真:(06)9950487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風櫃里

66號

 E-

mail:fkps@mail.fkps.phc.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高美淳, 鄭正綱, 鄭維傑撰 978-986-02-2044-5 風櫃半島的海岸生態

9812 高美淳, 鄭正綱, 鄭維傑撰 978-986-02-2043-8 風櫃半島的海岸生態

總計: 2種 4冊

澎縣國教輔導團 連絡人:高玉玲 電話:(06)9272779 傳真:(06)9276147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光復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許素艷等作 978-986-02-1764-3 從生活出發精彩生活: 生活課程在地化教案甄選

優秀作品輯

總計: 1種 1冊

澎縣農漁局 連絡人:李尚屏 電話:(06)9262620ext121 傳真:(06)9275578

郵遞區號:88049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新營路

477號

 E-

mail:phaf0007@msl.gsn.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昭吟, 林詩琦著 978-986-02-2114-5 望安.將軍嶼的故事

9903 陳仁和等撰文.攝影 978-986-02-2420-7 ■■石的智慧

總計: 2種 6冊

澎縣龍門安良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8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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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88543 地址:澎湖縣湖西鄉龍門村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洪瑞達撰文.主編 978-986-02-2674-4 澎湖炫風在龍門: 安良廟龍門文化誌

總計: 1種 1冊

澎縣環保局 連絡人:曾馨慧 電話:(06)9221778ext120 傳真:(06)9221785

郵遞區號:880 地址:澎湖縣湖西鄉大城北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方祥權總編輯 978-986-02-2156-5 送給水環境的一句話

總計: 1種 4冊

廣達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邱惠儀 電話:(02)28821612ext66692 傳真:(02)28826349

郵遞區號:11170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後港街

116號9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熊思婷, 廖靜如撰文 978-986-84245-4-8 擁抱『梵谷』探索生命的調色盤: 校園巡迴展兒

童導覽手冊

總計: 1種 1冊

養魚世界雜誌 連絡人:鄭石勤 電話:(02)23036255 傳真:(02)23098929

郵遞區號:1007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汀州路

一段316號6樓

 E-mail:pitaya@ms2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史建華等編著 978-957-97654-7-3 水產動物用藥問答300題

總計: 1種 1冊

鄭中醫診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529887

郵遞區號:30251 地址:新竹縣竹北市博愛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鄭阿乾著 978-986-85657-0-8 中醫保健經絡自療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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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藥學文教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12114

郵遞區號:11157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天母北

路64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John Mponda, David H.Cheng 978-986-85965-0-4 馬拉威本草綱目

總計: 1種 1冊

寬域工作室 連絡人:江美慧s 電話:(02)27207702 傳真:(02)27208252

郵遞區號:11049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勤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Flora主編; 馬小得, Maruko 978-986-85794-1-5 福樂彈唱鋼琴教程: 鋼琴教本

9811 Flora主編; 馬小得, Maruko 978-986-85794-0-8 福樂彈唱鋼琴教程: 鋼琴教本

9811 Flora主編; 馬小得, Maruko 978-986-85794-3-9 福樂彈唱鋼琴教程: 鋼琴樂理

9811 Flora主編; 馬小得, Maruko 978-986-85794-2-2 福樂彈唱鋼琴教程: 鋼琴樂理

總計: 4種 4冊

慧伊科技 連絡人:李琇瓊 電話:(02)22861493 傳真:(04)22860249

郵遞區號:40249 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路

1201號1樓

 E-

mail:wei.i168@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85641-3-8 Research of self-care abilities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9902 Wen-Ke Wang, Hsin-Shu

Huang

978-986-85641-4-5 Helping process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總計: 2種 2冊

慧炬 連絡人:孫治明 電話:(02)27031014ext16 傳真:(02)27085054

郵遞區號:1065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

路一段270巷10號

 E-mail:tow@ms2.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沈家楨著 978-957-518-178-9 金剛經的研究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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蓮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03305

郵遞區號:1007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寧波西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天白編述 978-986-85975-0-1 仙真轉語<<甲卷>>

總計: 1種 1冊

蔡東榮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5)2775330

郵遞區號:60074 地址:嘉義市博東路169巷1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978-957-41-6763-0 蔡東榮書畫創作集

總計: 1種 1冊

蔡秋蘭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5720260

郵遞區號:30053 地址:新竹市武陵路271巷3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秋蘭作 978-957-41-6745-6 畫語寄情: 蔡秋蘭作品選集

總計: 1種 1冊

蔡朝陽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6945 地址:宜蘭縣冬山鄉鹿安路

宏慶巷53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蔡朝陽, 曾炳榮作 978-957-41-6989-4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技術士技能檢定丙級題解

總計: 1種 1冊

蔡靖彥 連絡人:蔡靖彥 電話:(05)2276950 傳真:(05)2275950

郵遞區號:600 地址:嘉義市崇文街175巷1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蔡靖彥, 蔡百欣, 蔡百榮編 978-957-41-6747-0 常用藥品手冊. 民國99年版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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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墩銘 連絡人:林月麗 電話: 傳真:(02)23314416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懷寧街92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蔡墩銘編著 978-957-41-6938-2 社區與法律

9901 蔡墩銘編著 978-957-41-6937-5 社區與法律

總計: 2種 2冊

鞋類暨運動科研中心 連絡人:孫淑卿 電話:(04)23590112ext514 傳真:(04)23593326

郵遞區號:40755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八路11號

 E-mail:0194@bestmotio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財團法人鞋類暨運動休閒

科技研發中心編著]

978-986-85999-0-1 鞋業文化廊道

總計: 1種 1冊

模糊學會 連絡人:溫思怡 電話:(02)27714193 傳真:(02)27518845

郵遞區號:10608 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三段  E-mail:cmlee@ntut.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周至宏等作 978-986-81596-2-4 中華民國模糊理論及其應用研討會會議手冊. 第

十七屆

總計: 1種 1冊

樓觀臺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442691

郵遞區號:23159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永安街

92巷14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少園編審 978-986-85341-1-7 關聖夫子靈籤

9903 詹石窗, 于國慶, 蔣朝君編 978-986-85341-2-4 東王公傳記與經典

總計: 2種 2冊

歐洲暨新修辭研究室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863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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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97401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

大學路二段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鏡羽主編 978-986-85692-0-1 幻奇文學六講

總計: 1種 3冊

墨刻 連絡人:張芸 電話:(02)25007008ext2112 傳真:(02)25007796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9樓

 E-

mail:yvonnek@mook.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李

育萱, 許懷文, 羅淑慧譯

978-986-6500-51-0 印度

9812 周治平作.攝影 978-986-6500-59-6 讓世界定格的旅行攝影攻略: 在旅行途中必學的

拍照密技300招

9812 Mook編輯部作 978-986-6500-60-2 聰明省錢玩亞洲: 東京香港曼谷大阪首爾北京峇

里島北海道普吉島新加坡

9901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林

安慧, 郭展毓, 黃文玲譯

978-986-6500-62-6 澳洲

9901 墨刻編輯室作; 墨刻攝影組 978-986-6500-64-0 新加坡5天4夜自由行地圖隨身go

9901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影組 978-986-6500-65-7 日本東北自由行

總計: 6種 12冊

數位典藏拓展臺灣數位

典藏計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68834

郵遞區號:11529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二段1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Howard Besser作; 林彥宏譯 978-986-01-9670-2 影像製作入門

總計: 1種 1冊

數位典藏與學習推廣計

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5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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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1605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路

二段64號

 E-

mail:iprclearance2@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常本照樹等作; 劉靜怡, 邱

澎生, 黃居正主編

978-986-01-9992-5 傳統智慧與公共領域: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

護論文集

總計: 1種 2冊

數位典藏數位核心平臺

計畫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881638

郵遞區號:11529 地址:臺北市南港區研究院

路二段128號 中研院資訊所

 E-

mail:catalog@gates.cinnica.edu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陳怡璇總編輯 978-986-02-2313-2 創作集. 2010: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成果入口網導

覽專刊. 第3期

總計: 1種 2冊

數位壹零壹網路科技 連絡人:林湘穎 電話:(04)22979877 傳真:(04)22979876

郵遞區號:10355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一段66號11樓

 E-mail:vip-service@58168.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黃文彬總編輯 978-986-82052-7-7 國民旅遊卡優良特約商店年鑑. 2010

總計: 1種 1冊

稻田 連絡人:謝昭儀 電話:(02)29262805ext11 傳真:(02)29249942

郵遞區號:23448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中正路

660號5樓

 E-

mail:dowtien@ms4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稻田編輯部編 978-986-6749-56-8 中小學生成語升級趣味遊戲

9812 白永傳編著 978-986-6749-59-9 1分鐘職場早課

9901 楊瑞春著 978-986-6749-60-5 國特風雲: 中國國民黨大陸工作秘檔(195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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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3冊

稻鄉 連絡人:劉素美 電話:(02)22566844 傳真:(02)22564690

郵遞區號:22041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漢生東

路53巷2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李永熾著 978-986-6913-49-5 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

9806 金中樞著 978-986-6913-50-1 宋代的學術和制度研究

9806 <<張忠棟文集>>編輯委員 978-986-6913-51-8 張忠棟文集. 三, 鄉土.民族.國家

9806 <<張忠棟文集>>編輯委員 978-986-6913-52-5 張忠棟文集. 四, 政治批評與知識份子

9806 <<張忠棟文集>>編輯委員 978-986-6913-53-2 張忠棟文集. 五, 一年一年又一年

9807 宋德熹編 978-986-6913-55-6 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料典籍研讀會成果論文集

9806 <<張忠棟文集>>編輯委員 978-986-6913-57-0 張忠棟文集. 一, 胡適五論

9808 宋德熹著 978-986-6913-58-7 唐史識小: 社會與文化的探索

9808 陳秀芬著 978-986-6913-63-1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9812 吳修安著 978-986-6913-64-8 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 沿海與內陸的地域差異

9811 李永熾著 978-986-6913-67-9 切腹與心中: 日本文化與思想論

9811 劉柏宏著 978-986-6913-68-6 開創與影響: 王肅禮學義理及中古傳播歷程

9812 侯坤宏, 林蘭芳主編 978-986-6913-69-3 社會經濟史的傳承與創新: 王樹槐教授八秩榮慶

論文集

9903 石田浩著; 石田浩文集編譯

小組譯

978-986-6913-75-4 共同幻想的『中華』: 經濟學者論述 海峽兩岸的

形勢

總計: 14種 14冊

黎時國 連絡人: 電話:(02)23259904 傳真:(02)23250144

郵遞區號:114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金湖路

367巷3弄16號

 E-mail:luly@ms3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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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黎時國作 978-957-41-6488-2 話說天地方圓普洱茶. 參, 談茶喜

9812 黎時國作 978-957-41-6731-9 話說天地方圓普洱茶. 肆, 賞茶悅

9812 黎時國作 978-957-41-6795-1 一定瘦問答集

9812 黎時國作 978-957-41-6794-4 一定瘦問答集

總計: 4種 4冊

德威國際文化 連絡人:曹小姐 電話:(02)89147746 傳真:(02)89147426

郵遞區號:23175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興路

45巷6弄9號3樓

 E-

mail:theway.a1688@msa.hinet.

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魏忠漢作 978-986-6498-38-1 管理學的10大黃金法則

9810 李鈺明作 978-986-6498-47-3 簡單道理

9811 陳榮吉作 978-986-6498-48-0 最新英文法大全

9811 莎士比亞(shakespeare)原著;

陳書凱編著

978-986-6498-51-0 莎士比亞的人生智慧

9812 諾瓦爾.霍金斯(Norval

Hawkins)作; 劉偉譯

978-986-6498-53-4 世界最成功的銷售聖經

9812 李魏作 978-986-6498-54-1 做最好的自己

9812 黃明達作 978-986-6498-55-8 圖解彭祖養生寶鑑

9812 蘇勝宏作 978-986-6498-56-5 有趣的成語接龍

9812 克里.摩斯(Kelly Morth)作;

譚春虹編著

978-986-6498-57-2 情商EQ的智慧

9901 吳郁書作 978-986-6498-58-9 心靈小故事

9901 蘇勝宏作 978-986-6498-59-6 有趣的數字成語遊戲

9901 蔣光宇編著 978-986-6498-60-2 成長的禮物

9901 潘維宗編著 978-986-6498-61-9 世界最偉大的成長書

9901 尼可洛.馬基維利(Niccolo

Machiavelli)原著; 李漢昭編

978-986-6498-62-6 君王論

9902 薛如雲作 978-986-6498-63-3 心靈圓舞曲

9902 白波作 978-986-6498-64-0 輕鬆解讀博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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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威廉.沃克.阿特金森原著;

張亞楠編譯

978-986-6498-65-7 世界最偉大的吸引力法則

9901 岸川善光原著; 許中南譯 978-986-6498-66-4 經營戰略

總計: 18種 18冊

德豪國際管理顧問 連絡人:宋筑玲 電話:(07)5372589 傳真:(07)5373589

郵遞區號:80661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

路91號13樓之2之3

 E-mail:bdo.kh@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德豪國際管理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978-986-82113-4-6 租稅法令寶典

9901 德豪國際管理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編著

978-986-82113-5-3 工商財經寶典

總計: 2種 2冊

衛生署 連絡人:張碩媛s 電話:(02)85906579 傳真:(02)85906055

郵遞區號:10441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林森北  E-mail:pl750916@doh.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石崇良總編輯 978-986-02-2018-6 初級救護技術員訓練教科書

9812 石崇良總編輯 978-986-02-2019-3 中級救護技術員訓練教科書

總計: 2種 4冊

衛生署中央健保局中區

分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025834

郵遞區號:40709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北

一路6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中區分局編

978-986-02-1285-3 全民健保故事書

總計: 1種 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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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中央健保局南區

分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6)22442924

郵遞區號:70006 地址:臺南市公園路9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南區分局著

978-986-02-1984-5 高山青紀實

總計: 1種 2冊

衛生署中醫藥會 連絡人:翁碧苑 電話:(02)25872121ext254 傳真:(02)23914897

郵遞區號:1045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雙城街  E-mail:ykuo@ccmp.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Tseng-Chieng Huang et.al 978-986-02-0930-3 The illustration of common medicinal plants in Taiwan

9812 張賢哲著 978-986-02-0935-8 高血壓中醫典籍彙編

9812 張賢哲著 978-986-02-0936-5 消渴中醫典籍彙編

9812 羅淑慧編著 978-986-02-1166-5 中草藥產業年鑑. 2009

9812 黃林煌主編 978-986-02-1693-6 中醫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中英文摘要彙編. 九十

七年度

9812 林恭儀編著 978-986-02-1799-5 筋骨疾患養生復健之探討

9812 呂鴻基, 蘇奕彰主編 978-986-02-1859-6 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對話論壇專輯. 十六, 傳統醫

學與現代醫學在腸胃內科診療的對話

9812 張永勳, 何玉鈴總編輯 978-986-02-2194-7 中藥彩色圖鑑

9901 呂鴻基, 蘇奕彰主編 978-986-02-2251-7 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對話論壇專輯. 十七, 傳統醫

學與現代醫學在老人醫學的對話

總計: 9種 18冊

衛生署疾管局 連絡人:陳倩君 電話:(02)27850513ext223 傳真:(02)26511851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林森南  E-mail:libchien@cdc.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0122-2 人畜共通傳染病臨床指引

9811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0345-5 防疫檢體採檢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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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0362-2 登革熱/屈公病教戰手冊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120-7 結核病怎麼辦?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300-3 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346-1 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384-3 傳染病防治法規彙編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558-8 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559-5 您不可不知的結核病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753-7 追疾線索

981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78-986-02-1848-0 後山戰疫

總計: 11種 22冊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連絡人: 電話:(04)22251141ext407 傳真:(04)22291403

郵遞區號:242 地址:臺北縣新莊市長青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劉潔心總編輯 978-986-02-1275-4 愛與生命的觸動: 健康促進學校心情故事集

9812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978-986-02-1446-8 控糖達人故事集

9812 孔憲法, 胡淑貞, 吳玉成主 978-986-02-1974-6 臺灣健康城市獲獎案例專刊. 2009

總計: 3種 6冊

衛生署嘉南療養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2797659

郵遞區號:717 地址:臺南縣仁德鄉中山路

870巷80號

 E-mail:d88904@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李建德等作 978-986-02-0398-1 失智症非藥物治療手冊

總計: 1種 2冊

衛生署管制藥品局 連絡人:李建德R 電話:(02)23975006ext2122 傳真:(02)23952279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林森南路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簡俊生主編 978-986-02-1963-0 下一站遇見幸福: 藥物濫用實際案例探討手冊. 九

十八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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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2冊

衛武營藝文中心籌備處 連絡人:廖曉菁 電話:(07)7638808ext107 傳真:(07)7633948

郵遞區號:83079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南京路

449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朝號等著 978-986-83841-2-5 藝起南方: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建實錄

總計: 1種 2冊

劉秀寶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64644 地址:雲林縣古坑鄉麻園村

平和2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吳泰佑著 978-957-41-6862-0 光陰拾遺

總計: 1種 1冊

劉則忠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475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龍江路

415巷2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梵慧作 978-957-41-6977-1 藥師十二大願實用法門

總計: 1種 3冊

劉泰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36841 地址:苗栗縣西湖鄉四湖村

大竹圍9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泰祥編著 978-957-41-6720-3 撬冬: 客家七字諺語. 第三輯

總計: 1種 1冊

劉逸凡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7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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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457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吉林路

12巷16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劉宗炘作 978-957-41-6888-0 九鯉夢回: 劉宗炘文集

總計: 1種 2冊

編譯館 連絡人:鄧淑靜 電話:(02)33225558ext612 傳真:(02)23629256

郵遞區號:10644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179號

 E-mail:sue@mail.nict.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國立編譯館主編 978-986-02-0826-9 化學命名原則

總計: 1種 2冊

樂果文化 連絡人:曾敏英s 電話:(02)25453977 傳真:(02)25457773

郵遞區號:10542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民權東

路三段144號223室

 E-

mail:minying@hvstpublishing.c

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珍娜.沃爾斯(Jeannette

Walls)著; 許晉福譯

978-986-85508-3-4 玻璃城堡

9812 天野敦之著; 張欣綺譯 978-986-85508-4-1 讓人幸福的旅店: 走出工作困境的心法

9901 姚筱涵文圖 978-986-85508-5-8 拐哪個巷。巴黎

9901 米井嘉一著; 張欣綺譯 978-986-85508-6-5 這樣生活,讓你不變老: 延遲老化就從避免糖化開

始

9902 姚筱涵文.攝影 978-986-85508-7-2 拼貼創意.瑪黑: 必逛50家創意小舖

總計: 5種 5冊

樂活文化 連絡人:黃清泰 電話:(02)27036108 傳真:(02)27014807

郵遞區號:1069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延吉街

233巷3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Loho編輯部編; 蔡依倫譯 978-986-85239-8-2 美味蔬果育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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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澳門商科海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978835

郵遞區號:11492 地址: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358巷38弄1號

 E-mail:ting@globalgrc.or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環球博彩研究中心編輯團 978-986-6295-00-3 骰寶實戰教學手冊 Sic Bo如臨實境

9901 環球博彩研究中心編輯團 978-986-6295-01-0 輪盤實戰教學手冊 Roulette如臨實境

總計: 2種 2冊

親親文化 連絡人:黃素泱 電話:(02)22397890ext15 傳真:(02)22392790

郵遞區號:11653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萬和街

8號9樓

 E-

mail:patricia5898@ms44.url.co

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李季篤作 978-986-6801-59-4 天牛

9902 林瑞崑, 沈彩芳作.攝影 978-986-6801-61-7 賞蛛趣味多

9902 林瑞崑, 沈彩芳作.攝影 978-986-6801-60-0 賞蛛趣味多

總計: 3種 3冊

龍文 連絡人:周先生 電話:(02)22728092 傳真:(02)22721671

郵遞區號:22054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中正路

341巷32號1樓

 E-

mail:sue0917@ms23.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3 桂齊遜著 978-957-2006-63-4 國法與家禮之間: 唐律有關家族倫理的立法規範

9812 [龍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整理編印

978-986-6429-09-5 臺灣時人誌

9812 [龍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整理編印

978-986-6429-08-8 臺灣時人誌

9812 [龍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整理編印

978-986-6429-07-1 臺灣時人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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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種 4冊

龍岡數位文化 連絡人:徐瑞彩 電話:(02)22238815 傳真:(02)22229911

郵遞區號:2358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建六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釋聖境作 978-986-85567-5-1 達摩祖師論集現代文譯

9812 蔡景睿編著 978-986-85567-6-8 病由心生 還從心滅

9812 釋聖境法師作 978-986-85567-7-5 佛遺教三經現代文譯

9812 [(姚秦)鳩摩羅什譯] 978-986-85567-8-2 妙法蓮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手抄本

總計: 4種 4冊

龍馬文化 連絡人:黃柔溱s 電話:(05)6626659 傳真:(05)6620867

郵遞區號:63363 地址:雲林縣土庫鎮大荖里

31號

 E-

mail:ps02613.w851124@msa.h

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1 Apple著 978-986-6685-64-4 吉星高照之勇者逗餓龍

9801 藍剎著; 流沙漫捲繪 978-986-6685-65-1 吉星高照之昏君

9803 Apple著 978-986-6685-70-5 愛上天才臥底

9802 困倚危樓著 978-986-6685-73-6 入骨相思知不知

9810 困倚危樓著 978-986-6685-76-7 繞指柔

9806 樊落著 978-986-6685-79-8 焉知非狐

9807 公子歡喜著 978-986-6685-82-8 眉目如畫

9806 梨花著 978-986-6685-83-5 多情卻似總無情

9812 珂笙著 978-986-6685-84-2 天降寶狐

9807 藍剎著 978-986-6685-85-9 貢品

9808 Apple等人著 978-986-6685-86-6 醉憶花語. 6

9807 香品紫狐著 978-986-6685-87-3 育神之果別冊

9807 香品紫狐著 978-986-6685-88-0 育神之果

9808 風之羽著 978-986-6685-89-7 情挑冷情護衛

9807 梨花著 978-986-6685-90-3 恨到歸時方始休

9807 莫心傷著 978-986-6685-91-0 千金不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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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樊落著 978-986-6685-92-7 騙中情緣

9809 朱雀恨著 978-986-6685-94-1 買來的王子

9808 梨花著 978-986-6685-95-8 身分系列之殺手

9811 紫荊著 978-986-6685-96-5 逝水無聲

9808 Zzz左右著 978-986-6685-97-2 熱病

9809 湖水幽藍著 978-986-6685-98-9 激情旋律

9809 Zzz左右著 978-986-6685-99-6 被動態

9810 晏環著 978-986-6349-00-3 我們的爸爸戀愛了

9812 風過無痕著 978-986-6349-01-0 風流英雄

9810 風之羽作 978-986-6349-02-7 仙帝的心肝魔童

9810 梨花著 978-986-6349-03-4 魔主的寶貝仙童

9811 棄婦A著 978-986-6349-04-1 愛情偽裝中

9810 棄婦A著 978-986-6349-05-8 愛情嘿咻中

9811 莫心傷著 978-986-6349-06-5 世界支架

9811 公子歡喜著 978-986-6349-07-2 降魔塔

9812 Zzz左右著 978-986-6349-08-9 滿足感

9812 藍剎著 978-986-6349-11-9 噩夢來襲

總計: 33種 33冊

龍華科大電機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2099728

郵遞區號:33306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萬壽路

一段30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龍華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編輯

978-986-85705-3-5 中華民國電力工程研討會論文集. 第三十屆

9812 龍華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編輯

978-986-85705-2-8 中華民國電力工程研討會論文集. 第三十屆

9812 龍華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編輯

978-986-85705-1-1 中華民國電力工程研討會論文集. 第三十屆

9812 龍華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編輯

978-986-85705-0-4 中華民國電力工程研討會論文集. 第三十屆

總計: 4種 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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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華科大藝文中心 連絡人:樊智銘 電話:(02)82093211ext6770 傳真:(02)82092818

郵遞區號:33306 地址:桃園縣龜山鄉萬壽路

一段300號

 E-mail:art@mail.l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盧大為, 王允懿編輯 978-986-84267-4-0 龍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展覽合集. 2006-2008

9811 顏貽成作 978-986-84267-5-7 向自然: 顏貽成2009個展

總計: 2種 5冊

龍騰文化 連絡人:楊思柔 電話:(02)22999063ext387 傳真:(02)22995311

郵遞區號:24890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股工

業區五權七路1號

 E-

mail:slo_ya@lungten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吳秀香編著 978-986-217-189-9 經濟與商業環境課堂講義(教師用本). II

9812 邱明瀚等作 978-986-217-191-2 英文(乙版). 2

9811 劉明怡等編著 978-986-217-199-8 地理科奪分週記: 指考週複習

9812 匡德勳等編著 978-986-217-207-0 領航高中英文. 2

總計: 4種 4冊

諦聽文化 連絡人:孫聖雲 電話:(07)3848088ext130 傳真:(07)3879754

郵遞區號:80768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壯路  E-mail:asiareco@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悟明長老作 978-957-8818-39-2 觀音老人.慈航百渡

總計: 1種 1冊

羲之堂文化 連絡人:蘇珊平 電話:(02)87807958 傳真:(02)87807960

郵遞區號:11071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逸仙路

42巷10號

 E-mail:sjttw@ms1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李小可作; 陳筱寧譯 978-986-80851-5-2 水墨家園: 李小可作品集

9809 李小可作; 陳筱寧譯 978-986-80851-6-9 藏地不滅的記憶: 李小可版畫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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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李松等專文撰稿 978-986-80851-7-6 古萃今承: 近現代名家精選. 圖版篇

總計: 3種 3冊

螢火蟲 連絡人:游雅惠 電話:(02)29650677 傳真:(02)29681062

郵遞區號:22055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明德街

3巷7號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賴慶雄主編 978-986-6372-04-9 美德加油站. 低年級

9809 賴慶雄主編 978-986-6372-01-8 美德加油站. 低年級

9809 賴慶雄主編 978-986-6372-02-5 美德加油站. 中年級

9809 賴慶雄主編 978-986-6372-03-2 美德加油站. 高年級

9809 王玉芬編著 978-986-6372-05-6 基測考點大觀

9901 鄭依琳編著 978-986-6372-06-3 從感覺學作文

9809 賴慶雄主編 978-986-6372-07-0 美德加油站. 中年級

9809 賴慶雄主編 978-986-6372-08-7 美德加油站. 高年級

9811 賴慶雄, 葉安琪編寫 978-986-6372-09-4 寓言的智慧

9901 賴慶雄, 賴冠樺編寫 978-986-6372-10-0 寓言的智慧: 故事像小橋一樣短,寓意卻像大海一

樣深

9902 張曉風文; 龔雲鵬圖 978-986-6372-11-7 我希望我的房間是......

9902 林世仁文; 梁淑玲圖 978-986-6372-13-1 小白還是小黑?

9902 王淑芬文; 廖健宏圖 978-986-6372-14-8 紅紅的.圓圓的.香香的

總計: 13種 13冊

憲業企管 連絡人:陳美珠 電話:(02)27620162 傳真:(02)27620377

郵遞區號:10563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四段36巷60號2樓

 E-mail:tp9099@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章威鵬編著 978-986-6421-26-6 品牌成功關鍵步驟

9811 任賢旺編著 978-986-6421-30-3 商業網站成功密碼

9811 李智淵, 任賢旺編著 978-986-6421-31-0 客戶服務部門績效量化指標

9811 丁元■編著 978-986-6421-32-7 搞懂財務當然有利潤

9811 秦建成編著 978-986-6421-33-4 部門績效考核的量化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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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張宏明編著 978-986-6421-34-1 店員銷售口才情景訓練

9812 章煌明編著 978-986-6421-35-8 經營分析

9812 張立鵬編著 978-986-6421-36-5 生產主管工作日清技巧

9812 李河源編著 978-986-6421-37-2 人力資源部流程規範化管理

總計: 9種 9冊

寰宇 連絡人:滕智康 電話:(02)27218138ext363 傳真:(02)27113270

郵遞區號:1068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四段109號13樓

 E-mail:jacky@ifcc.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David Sokolin, Alexandra

Bruce著; 陳澄和譯

978-986-6320-01-9 葡萄酒投資

9811 Peter D. Schiff, John Downes

著; 黃嘉斌譯

978-986-6320-02-6 金融風暴求勝術

9812 Michael E. Edleson著; 黃嘉 978-986-6320-03-3 定期定值投資策略

9901 Max Gunther著; 俞濟群譯 978-986-6320-04-0 蘇黎士投機定律

總計: 4種 4冊

駱駝 連絡人:李麗娟 電話:(07)3393400 傳真:(07)3394980

郵遞區號:1004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博愛路

25號312室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2 皮述民等著 978-957-9549-58-5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

總計: 1種 1冊

靜宜大學西文系 連絡人:簡瑞玲 電話:(04)26328001ext12031 傳真:(04)26334646

郵遞區號:43301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中棲路  E-mail:pu20520@p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蔡淑惠主編 978-986-7482-87-7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語言暨文學國內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 西語世界的文化、藝術與電影論文集. 第十

屆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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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社工兒福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6317973

郵遞區號:43301 地址:臺中縣沙鹿鎮中棲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紀金山編著 978-986-7482-88-4 華人社會工作與兒少權益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靜觀精舍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666961

郵遞區號:23663 地址:臺北縣土城市裕民路

67巷4弄2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4 釋惟誠著 978-986-85663-0-9 靜觀齋詩聯集

總計: 1種 2冊

蕙風堂 連絡人:洪能仕 電話:(02)82214695 傳真:(02)82214697

郵遞區號:1064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

路一段77之1號

 E-mail:topline@cwin.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黃瑞南著 978-986-7678-95-9 書道會通

9811 吳鴻鵬編 978-986-7678-96-6 顏真卿楷書集春聯

9811 吳鴻鵬編 978-986-7678-97-3 蘭亭序入門

總計: 3種 4冊

翰林 連絡人:吳嘉雯 電話:(06)2631188ext211 傳真:(06)2911270

郵遞區號:70248 地址:臺南市南區新樂路76  E-mail:joewen@hanli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江世真, 房昔梅, 蕭雅霜編

撰

978-986-123-802-9 國民小學數學備課用書. 第十冊(五年級下學期)

9902 江世真, 房昔梅, 蕭雅霜編 978-986-123-803-6 國民小學數學課本. 第十冊(五年級下學期)

9902 江世真, 房昔梅, 蕭雅霜編 978-986-123-804-3 國民小學數學習作(教用版)(五年級下學期)

9902 江世真, 房昔梅, 蕭雅霜編 978-986-123-805-0 國民小學數學習作. 五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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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種 4冊

翰蘆圖書 連絡人:孫麗珠 電話:(02)23821120 傳真:(02)23314416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21號5樓之11

 E-mail:hanlu@hanl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曾淑瑜著 978-986-7522-58-0 企業財經法律

總計: 1種 1冊

樹德科大兒家系 連絡人:賴誠斌 電話:0910558147 傳真:(089)340804

郵遞區號:82445 地址:高雄縣燕巢鄉橫山路  E-mail:david@mail.st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賴誠斌, 李淑惠, 許秀萍主

編

978-986-7013-37-8 兒童與家庭研究學報: 教保專業困境與生命敘說

總計: 1種 1冊

橡樹林文化 連絡人:李君宜s 電話:(02)25007696ext2709 傳真:(02)25001955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二段213號11樓

 E-mail:jennie@cite.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竹慶本樂著; 藍星譯 978-986-6409-11-0 離死之心

9902 邢肅芝口述; 張健飛, 楊念 978-986-6409-12-7 雪域求法記: 一個漢人喇嘛的口述史

9903 一行禪師(Thich Nhat Hanh)

著; 姚怡平譯

978-986-6409-13-4 生命真正的力量

9903 馬修.約翰史東(Matthew

Johnstone)著.繪圖; 祁怡瑋

978-986-6409-14-1 你的心是否也住著一隻黑狗?: 牠名叫憂鬱

總計: 4種 5冊

橘子文化 連絡人:廖紫伶 電話:(02)23774155ext23 傳真:(02)23774355

郵遞區號:10679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安和路

二段213號4樓

 E-

mail:jylie1038@sanyau.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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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 胡惠君編著 978-986-6890-61-1 西式鹹點輕鬆做

9811 美食編輯企劃小組作 978-986-6890-62-8 怎麼做蒸最好吃

9812 美食編輯小組企劃作 978-986-6890-63-5 怎麼做蛋最好吃

9811 美食編輯企劃小組作 978-986-6890-64-2 怎麼做肉最好吃

9901 程安琪作 978-986-6890-65-9 歡喜團圓做年菜

9812 閔言樂作 978-986-6890-67-3 法式甜品教室

9812 郭月英, 陳麗玲著 978-986-6890-68-0 電鍋最補湯

9901 許玉蘭著 978-986-6890-69-7 愛哭的女中豪傑

9901 美食編輯小組企劃作 978-986-6890-70-3 第一次煲湯

9902 美食編輯小組企劃 978-986-6890-44-4 第一次做飯煮麵

9903 王素涼作 978-986-6890-72-7 木棉樹的囍宴

9902 美食編輯小組企劃 978-986-6890-73-4 煮炒醬料大公開

總計: 12種 12冊

橙慶興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080516

郵遞區號:40461 地址:臺中市北區育德路218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廖偵旭主編 978-986-85526-0-9 哈比特超輕土的天空

總計: 1種 1冊

賴英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14778

郵遞區號:100 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一段  E-mail:yi-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賴英照作 978-957-41-6659-6 最新證券交易法解析: 股市遊戲規則

總計: 1種 1冊

醒吾技術學院觀光餐旅

學群

連絡人:戈家仁 電話:(02)26015310ext2138 傳真:(02)26017593

郵遞區號:24452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粉寮路

1段101號

 E-mail:h111@mail.hwc.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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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劉天明等著 978-957-28315-9-5 跨文化國際論壇: 伊斯蘭文化與經濟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盧正崇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956482

郵遞區號:244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粉寮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盧正崇著 978-957-41-5616-0 國內、外男子優秀羽球運動員比賽結構與得分規

律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曉明社福基金會 連絡人:李幼範 電話:(04)22974225ext146 傳真:(04)22918556

郵遞區號:40449 地址:臺中市北區漢口路四

段21號

 E-

mail:cscmmoth@ms19.hinet.n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李玫芬, 王婉如, 黃芳照編 978-957-28534-4-3 太平長青學苑十週年作品成果集

總計: 1種 2冊

曉園 連絡人:方小姐 電話:(02)23679123 傳真:(02)23679122

郵遞區號:1008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三段333巷20號

 E-

mail:ufaf0130@ms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胡萬炯編著 978-957-12-0674-5 電荷相對論及萬有理論

總計: 1種 2冊

戰略學會 連絡人:劉榮傳 電話:(02)23416614 傳真:(02)23215419

郵遞區號:1005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南

路一段23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中華戰略學會及大陸山東

孫子研究會集體創作; 李啟

978-957-98684-8-8 孫子兵法與和平發展

總計: 1種 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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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 連絡人:鍾欣怡s 電話:(02)25007696ext2729 傳真:(02)25001965

郵遞區號:10483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

路二段141號5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葉李華譯

978-986-6651-79-3 艾西莫夫機器人故事全集

9809 波特(Lawrence Potter)著; 楊 978-986-6651-83-0 數學沒什麼好怕的

9809 小野洋子著; 謝儀霏翻譯 978-986-6651-86-1 我心中的約翰藍儂

9809 徐玲明, 蔣慕琰著 978-986-6651-88-5 臺灣草坪雜草圖鑑

9809 Stan Chang著 978-986-6651-89-2 一機一鏡走天下: DSLR出國這樣拍就對了

9811 泰勒(David Taylor)著; 張大 978-986-6651-91-5 貓奴小學堂: 可以教貓咪握手嗎?

9811 三貓媽媽作 978-986-6651-92-2 三貓Live秀

9811 小山薰堂作; 歐凱寧譯 978-986-6651-93-9 太可惜了!創意這樣想就對了: 打造『送行者』的

小山薰堂創意學

9812 向高世, 楊懿如, 李鵬翔著 978-986-6651-95-3 臺灣兩棲爬行類圖鑑

9901 加莫夫(George Gamow), 史

坦納德(Russell Stannard)作;

978-986-6651-96-0 物理奇遇記: 湯普金斯先生的新世界

9812 珍奧爾(Jean M. Auel)著; 何 978-986-6651-99-1 石造庇護所

9812 珍奧爾(Jean M. Auel)著; 何 978-986-6651-98-4 石造庇護所

9812 珍奧爾(Jean M. Auel)著; 何 978-986-6651-97-7 石造庇護所

9812 柯森(Trevor Corson)著; 林 978-986-262-000-7 壽司與肚臍環

9901 郭喜斌著 978-986-262-001-4 聽!臺灣廟宇說故事

9901 潘強森.班奈特(Pam

Johnson-Bennett)著; 龐元媛

978-986-262-002-1 警告:內有惡貓: 貓咪行為學講座

9901 傅學海作 978-986-262-005-2 天文觀測的第一本書

9901 小山薰堂著; 歐凱寧譯 978-986-262-006-9 創意不是用ㄍ一ㄥ的

9901 麥克勞德(Kevin McCloud)

著; 克羅克特(Michael

Crockett)攝影; 陳系 貞翻譯

978-986-262-009-0 頂尖設計師到你家: 42個歐風裝潢祕技

9901 瑞德(Lori Reid)作; 章敏譯 978-986-262-007-6 看懂手相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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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沈在紅(Zaihong Sara Shen)

著; 鄭大行譯

978-986-262-008-3 風水開運好簡單: 城市空間的佈局指南

9901 黎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作; 吳亞光譯

978-986-262-010-6 『一定用得上!』: 螺絲、起子演化史

總計: 22種 23冊

積木文化 連絡人:陳志峰 電話:(02)23560933ext364 傳真:(02)23979992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二段213號11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艾維.提斯(Herve This)作; 梁

曼嫻, 蒲欣珍譯

978-986-6595-19-6 認識分子廚藝: 顛覆傳統美食體驗的料理革命

9812 陳慶祐著; 張瓊文繪 978-986-6595-32-5 好好拜拜

9812 王宣一, 韓良露, 嚴長壽作 978-986-6595-33-2 總統上菜; 嚴長壽與亞都的飲食美學

9902 休.強生(High Johnson)著; 汝 978-986-6595-34-9 Hugh Johnson葡萄酒隨身寶典

9901 鄭明進著 978-986-6595-36-3 鄭明進與20個插畫家的秘密通訊

9901 安娜.卡卓(Anne Cazore); 克

麗絲汀.雷納(Christine

lienard)合著; 朱立安.阿諾

978-986-6595-38-7 創新前衛的分子料理: 20種容易理解的技法、40

道顛覆味蕾的食譜

總計: 6種 9冊

興大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857329

郵遞區號:402 地址:臺中市國光路250號  E-

mail:pudi@dragon.nchu.edu.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楊正澤作 978-986-02-0370-7 臺灣昆蟲誌: 直翅目:蟋蟀科,鉦蟋蟀科,地蟋蟀科,

螻蛄科

9812 Man-Miao Yang, Daniel

Burckhardt, Shan-Jen Fang

978-986-02-1425-3 Psylloidea of Taiwan. volume 1

總計: 2種 4冊

興大園藝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86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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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402 地址:臺中市國光路2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朱建鏞主編 978-986-02-1737-7 植物品種權授權與管理研討會專刊

總計: 1種 1冊

興大農資學院林管處 連絡人: 電話:(04)22840398 傳真:(04)22861455

郵遞區號:250 地址:臺中市國光路25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彥學, 王志強撰文 978-986-02-1620-2 惠蓀林場植物解說手冊

總計: 1種 1冊

學生文摘文化 連絡人:黃玉鈴 電話:(02)89512121ext352 傳真:(02)89531545

郵遞區號:22069 地址:臺北縣板橋市三民路

二段37號23樓之1

 E-mail:editor@chung-s.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陳惠民編著 978-986-6539-07-7 搶分雙計畫: 數學科

9812 陳惠民編著 978-986-6539-08-4 國中資優數學. 6

總計: 2種 2冊

學習 連絡人:洪淑敏 電話:(02)27045525 傳真:(02)27079095

郵遞區號:10682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山路

二段327巷7號4樓

 E-

mail:learnbook@learnbook.com

.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劉毅主編 978-986-231-053-3 英語圖畫故事. 2

9810 劉毅主編 978-986-231-054-0 英語圖畫故事. 3

9901 劉毅主編 978-986-231-067-0 國中常用2000字

9812 陳怡平編著 978-986-231-068-7 學習兒童美語讀本. 4

9812 劉毅修編 978-986-231-071-7 最基本1000字分類記憶

總計: 5種 5冊

學貫行銷 連絡人:楊素蘭 電話:(02)23936329ext12 傳真:(02)2322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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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54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杭州南

路一段27號3樓

 E-

mail:service@mail.xbook.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陸瑞漢作 978-986-6800-86-3 天線設計與應用實務

9810 程榮祥等著 978-986-6800-88-7 NS2網路模擬實驗

9811 林安琪, 于冠雲著 978-986-6800-89-4 數位媒體設計: 影音電子書製作

9811 陳會安著 978-986-6800-90-0 C/C++程式設計範例教本

9812 酆士昌, 余俊杰著 978-986-6800-91-7 Linux新觀念教本: 邁向LPIC專業認證

9812 粘添壽著 978-986-6800-92-4 Unix/Linux作業系統原理與管理實務

9812 陳會安著 978-986-6800-93-1 PHP與MySQL網頁設計範例教本

9812 楊豐瑞, 楊豐任作 978-986-6800-94-8 網路概論與實務

9812 張瑋倫著 978-986-6800-96-2 顧客關係管理: 理論與實務

9812 呂崇富著 978-986-6800-97-9 網路規劃與管理實務

9812 吳聲毅著 978-986-6800-98-6 數位學習觀念與實作

9812 陳會安著 978-986-6800-99-3 新觀念資料庫系統: 理論與設計實務

9901 陳會安著 978-986-263-000-6 C語言程式設計範例教本

總計: 13種 13冊

學園國際企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40652 地址:臺中市北屯區安順東

十街98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978-986-6646-09-6 精彩實例全彩Namo WebEditor 2008

9805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978-986-6646-10-2 資訊教育自由軟體

9805 資訊教育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6-11-9 同班同學全彩Impress

9805 資訊教育工作室編著 978-986-6646-13-3 同班同學全彩Writer

總計: 4種 4冊

儒雅水墨畫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7554792

郵遞區號:11160 地址:臺北市士林區文昌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黃西河總編輯 978-986-85612-0-5 儒雅堂廖賜福師生展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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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錸富企業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2198018

郵遞區號:23142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自立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王一山著 978-986-85919-0-5 中統論述

總計: 1種 1冊

錫安國際會議顧問 連絡人:龍若蘭 電話:(02)25866717 傳真:(02)25968569

郵遞區號:10452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權西

路11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繕璦等作; 郭瑋芬, 黃繕 978-986-85879-0-8 阿拉斯加打工度假學習之旅

總計: 1種 2冊

膳書房文化 連絡人:王心怡 電話:(02)27077487 傳真:(02)22441903

郵遞區號:10653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新生南

路一段141-8號9樓

 E-

mail:gourmand@ms24.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春慧作 978-986-6868-43-6 客家媽媽教你做粿: 米食的在地美味

9812 陳志昇著 978-986-6868-44-3 吃遍臺灣在地好料

9901 梁瓊白作 978-986-6868-45-0 精選100道必學中菜

9902 買富源作 978-986-6868-46-7 教你如何熟食切盤

9902 許燕斌作 978-986-6868-47-4 法式風尚甜點

總計: 5種 5冊

濤石文化 連絡人:邱琦娟 電話:(05)2714478 傳真:(05)2714479

郵遞區號:60081 地址:嘉義市台斗街57-11號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迎新著 978-986-84387-4-3 多元模式認知訓練對憂鬱大學生自尊與憂鬱效果

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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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順印刷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7)3162247

郵遞區號:80746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中峰街

19號

 E-

mail:qq.hopeson@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美珍編著 978-957-28149-7-0 貍貓換太子

總計: 1種 2冊

鴻儒堂 連絡人:邱詩婷 電話:(02)23113810 傳真:(02)23612334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街

一段19號2樓

 E-mail:hjt903@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陳山龍主編 978-957-8357-99-0 鴻儒堂新日華外來語辭典

總計: 1種 1冊

謝泳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4162 地址:臺北縣三重市中正北

路208巷3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謝泳編 978-957-41-6753-1 儲安平和他的時代: 紀念儲安平誕辰一百周年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

總計: 1種 1冊

麋研筆墨 連絡人:楊淑凌 電話:(02)23776648 傳真:(02)23776573

郵遞區號:1008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晉江街

50號4樓

 E-

mail:midabook@pchome.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黃明理著 978-986-7836-33-5 集王羲之行書聖教序暨心經硬筆臨寫: 行書. 4

9810 黃明理著 978-986-7836-34-2 集王羲之行書心經含簽字筆硬筆臨寫: 行書. 5

總計: 2種 2冊
第 625 頁，共 653 頁



邀月文化 連絡人:胡月嬌 電話:(02)29301211ext229 傳真:(02)29304655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二段22巷7弄2號1樓

 E-mail:order@crescent.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志藍著 978-986-143-472-8 排球社的祕密之炎夏的君王

9811 牧羊人著 978-986-143-475-9 霸王圖騰

9812 青宮羽著 978-986-143-477-3 夜王的誘惑

9812 辛嘉芬著 978-986-143-478-0 皇上的叛臣

9811 王子面著 978-986-143-481-0 天罰

9812 酒聖著 978-986-143-482-7 色情事務所

9901 異仙著 978-986-143-485-8 圓命師. 鬥鬥龍篇

9901 笭菁著 978-986-143-486-5 萬節不復之勾魂夜

9812 水晶餃著 978-986-143-487-2 作弊大法師

9901 風夜昕著 978-986-143-488-9 赤色攻略

9901 若兮著 978-986-143-489-6 文攻武略之姻緣刺

9901 千舞著 978-986-143-490-2 少爺與獵人之親王的審判

9901 牧羊人著 978-986-143-494-0 霸王圖騰

9812 牧羊人著 978-986-143-491-9 霸王圖騰

9812 酒聖著 978-986-143-492-6 色情事務所

9812 王子面著 978-986-143-493-3 天罰

9901 王子面著 978-986-143-495-7 天罰

9901 潛龍著 978-986-143-497-1 用毒高手在現代

9901 潛龍著 978-986-143-496-4 用毒高手在現代

9901 善水著 978-986-143-498-8 史上第一妖. 報效老闆篇

9901 異仙著 978-986-143-499-5 圓命師. 忍著龜篇

9902 青宮羽著 978-986-143-500-8 野貓馴養法

9902 綠光著 978-986-143-501-5 笨羊調教法則

9902 風夜昕著 978-986-143-502-2 名醫改造處方

9902 千舞著 978-986-143-503-9 少爺與獵人之最後的夜晚

9903 志藍著 978-986-143-505-3 危險快遞關係

9903 長夜著 978-986-143-506-0 獵愛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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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笭菁著 978-986-143-508-4 萬節不復之情人餐

9902 善水著 978-986-143-509-1 史上第一妖. 博物館驚魂篇

9902 異仙著 978-986-143-510-7 圓命師. 藏蛇公篇

9902 潛龍著 978-986-143-511-4 用毒高手在現代

9902 唐十六著 978-986-143-512-1 異世武皇

9902 牧羊人著 978-986-143-513-8 霸王圖騰

9902 酒聖著 978-986-143-514-5 色情事務所

9903 夜九郎著 978-986-143-518-3 操靈師

9903 夜九郎著 978-986-143-517-6 操靈師

9903 潛龍著 978-986-143-519-0 用毒高手在現代

總計: 37種 37冊

營建署 連絡人:吳金鈴 電話:(02)87712384 傳真:(02)87712399

郵遞區號:10556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二段342號3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李碧英等撰稿.攝影 978-986-02-0312-7 都會綠寶石

總計: 1種 2冊

賽尚圖文 連絡人:蔡淑芬 電話:(02)27388115 傳真:(02)27388191

郵遞區號:10676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臥龍街

267之4號1樓

 E-mail:mhtsai@tsais-

idea.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6 陳明烽作 978-986-81976-6-4 主菜新經典: 義式五星料理

9804 方敏作 978-986-6527-04-3 大熊貓史詩: 被放逐的天神

9806 張水田, 顏永裕, 謝榮譽作 978-986-6527-06-7 省錢美味家常菜

9806 費奇作 978-986-6527-08-1 費奇的馬來西亞食在玩味

9808 蕭遙作 978-986-6527-09-8 環遊世界非夢事: 『蕭遙』旅行去

9809 黃橙圖.文 978-986-6527-10-4 傾城美味

9811 朱建忠作 978-986-6527-11-1 川味河鮮料理事典

9810 邱秀堂作; 王澤漫畫.插圖 978-986-6527-12-8 老夫子香港采風: 香港道地私房景點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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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向風友著.攝影 978-986-6527-13-5 跨越世界屋脊的生命勇士: 萬里壯遊喜馬拉雅山

南北及甘新藏青

總計: 9種 9冊

賽斯文化 連絡人:藍淑修 電話:(02)22190400 傳真:(02)22193778

郵遞區號:23150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中央七

街26號3樓

 E-

mail:teresa16888@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見了法師作 978-986-6436-08-6 直了成佛: 禪說心靈成長八部曲

9901 Ya-Jen Chang 978-986-6436-09-3 Reborn at the end of the road: Dr. Hsu spirtual

prescriptions of healing cancer

總計: 2種 4冊

環宇餐旅顧問 連絡人:張嘉真 電話:(04)22659668 傳真:(04)22657669

郵遞區號:40245 地址:臺中市南區工學一街

167巷22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Jack D. Ninemeier原著; 林智

芳, 陳國勝譯

978-986-84229-2-6 餐飲營運管理

總計: 1種 1冊

環保署 連絡人:陳靜容 電話:(02)23117722ext2270 傳真:(02)23754262

郵遞區號:10042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中華路

一段4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張晃彰總編輯 978-986-02-2258-6 全國資深績優清潔人員優良事蹟表揚專輯. 98年:

環保家族的榮耀: 疼惜環境 呵護大地

總計: 1種 3冊

環輿 連絡人:何孟勳 電話:(02)66208181ext157 傳真:(02)66206585

郵遞區號:10852 地址:臺北市萬華區廣州街

189號5樓

 E-

mail:mangshun@ema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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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1 環輿採訪編輯部編輯 978-986-6825-27-9 玩樂臺灣

9809 環輿編輯部文字編輯 978-986-6825-55-2 雲嘉南

9809 陳昶文, 曾家鳳, 何惠鈴採 978-986-6825-56-9 SHOW臺灣: 秋季賞

9810 陳昶文等文字編輯 978-986-6825-57-6 周休二日: 臺灣旅遊達人

9810 環輿編輯部文字編輯 978-986-6825-12-5 臺北 基隆

9811 陳昶文等採訪編輯 978-986-6825-58-3 Show臺灣: 冬季賞

9812 曾家鳳等文字編輯 978-986-6825-60-6 臺灣悠遊旅圖. 2010

9901 陳昶文等文字編輯 978-986-6825-61-3 臺灣超級玩家旅行團

總計: 8種 8冊

薪橋 連絡人:張雅嵐 電話:(02)23719128 傳真:(02)23117485

郵遞區號:10047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街

一段20號7樓

 E-

mail:shichya.com@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2-4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數學科(甲組)

98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3-1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98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4-8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數學乙

98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5-5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98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6-2 歷屆公立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理科

98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7-9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理科

9810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8-6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歷史科

98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69-3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98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70-9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理科

98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71-6 近五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98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72-3 近十年聯考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9811 薪橋編輯部編著 978-986-6728-73-0 近五年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總計: 12種 12冊

薇閣文化 連絡人:趙培珍 電話:(02)23960337 傳真:(02)2396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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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新生南

路一段148號6樓之1

 E-mail:laoku@ms3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209 Jennifer Bloom作 978-986-7720-09-2 薇閣小學基礎英文教材系列

9209 Jennifer Bloom作 978-986-7720-08-5 薇閣小學基礎英文教材系列

9209 Jennifer Bloom作 978-986-7720-07-8 薇閣小學基礎英文教材系列

9209 Jennifer Bloom作 978-986-7720-06-1 薇閣小學基礎英文教材系列

9209 Jennifer Bloom作 978-986-7720-05-4 薇閣小學基礎英文教材系列

9209 Jennifer Bloom作 978-986-7720-04-7 薇閣小學基礎英文教材系列

總計: 6種 6冊

薛川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957613

郵遞區號:22180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康寧街

169巷21號12樓之3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薛川流[著] 978-957-41-6887-3 薛川流玉山.同心圓. 2010

總計: 1種 2冊

薛聰賢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8324632

郵遞區號:510 地址:彰化縣員林鎮東西里

浮圳路一段219巷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薛聰賢, 楊宗愈編著; 薛聰

賢, 楊宗愈攝影

978-957-41-6819-4 臺灣景觀植物大圖鑑. 2, 觀賞樹木680種

總計: 1種 1冊

聯合文學 連絡人:蔡佩錦 電話:(02)27666759ext5102 傳真:(02)27491208

郵遞區號:11006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一段180號10樓

 E-

mail:green.tsai@udngroup.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劉大任著 978-957-522-858-3 遠方有風雷

9901 林文義著 978-957-522-865-1 邊境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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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孫大川著 978-957-522-867-5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 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

治

9902 張讓作 978-957-522-868-2 旅人的眼睛

9902 謝顗著 978-957-522-869-9 雙鶩: 粟耘與我

9901 孫大川著 978-957-522-870-5 山海世界: 臺灣原住民心靈世界的摹寫

總計: 6種 6冊

聯經 連絡人:黃舜賢 電話:(02)87876242ext357 傳真:(02)87876219

郵遞區號:11005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

路四段561號

 E-

mail:toyselephant@g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金蘭珠著; 林芳瑜譯; 克莉

絲汀娜.思瓦娜繪圖

978-957-08-3461-1 馬汀的一天

9812 塞西爾.金著; 黃瑋琳譯; 艾

爾莎.輝繪圖

978-957-08-3462-8 真正老森林

9812 金禮思著; 陳貞吟譯; 布萊

恩.克拉斯繪圖

978-957-08-3463-5 快樂喬伊

9812 張知■著; 林家鵬譯; 譚軍 978-957-08-3464-2 爸爸的路

9812 趙銀晶著; 劉貞吟譯; 賓巴.

蘭德門繪圖

978-957-08-3465-9 大鬍子爺爺的桌子

9812 徐菁亞著; 丁美琳譯; 艾爾

莎.輝繪圖

978-957-08-3466-6 陸地的秘密

9812 塞西爾.金著; 楊金龍譯 978-957-08-3467-3 芙蘿莉卡的冬天

9812 南晶慧著; 陳若慈譯; 安娜.

拉德卡繪圖

978-957-08-3468-0 綠色節

9812 鄭素因著; 琳達譯; 凱瑟琳.

史塔克繪圖

978-957-08-3469-7 我的朋友黑眼淚

9812 江尚恩著; 周明[]譯; 莎莉. 978-957-08-3470-3 水牛與小牧童

9901 陳惠惠等著 978-957-08-3475-8 在地食材36

9901 孫效智等著 978-957-08-3487-1 打開生命的16封信: 給自己一份成長的禮物

9812 周婉窈著 978-957-08-3489-5 臺灣歷史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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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田浩編 978-957-08-3490-1 文化與歷史的追索: 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論文集

9812 陳鈴美著 978-957-08-3491-8 成語故事

9812 龔秀容著 978-957-08-3492-5 心結

9812 劉靜宜著 978-957-08-3493-2 西遊記: 齊天大聖孫悟空前傳

9812 甯怡改寫 978-957-08-3494-9 中國笑話

9812 冷步梅作 978-957-08-3495-6 矮小的大人物: 晏子

9812 麥荷(Heather Mcnaught)著 978-957-08-3496-3 你愛我嗎?: 愛莉在臺灣的故事

9901 金浩玄著; 謝蘭.約納科維

奇繪圖; 黃瑋琳譯

978-957-08-3501-4 黑牛妮娜

9901 李孝珍著; 克莉絲汀娜.利

普卡-札巴羅繪圖; 羅婕譯

978-957-08-3502-1 小維京人

9901 李銀景著; 杜加.邦赫繪圖;

陳英哲譯

978-957-08-3503-8 我的外公

9901 南晶慧著; 彼得.霍拉賽克

繪圖; 胡佑熹譯

978-957-08-3504-5 卡倫堡五人幫

9901 李惠達著; 珊卓.史翠藍繪

圖; 劉貞吟譯

978-957-08-3505-2 舞動擦鞋童

9901 申惠恩著; 伊蕊.克拉爾繪

圖; 陳介祜譯

978-957-08-3506-9 九分鐘

9901 塞西爾.金著; 珊卓.普娃特

繪圖; 羅婕譯

978-957-08-3507-6 我的爸爸是寶礦

9901 申惠恩著; 吉賽兒.波特繪

圖; 周明玔譯

978-957-08-3508-3 孩子之國班波斯塔

9901 金景華著; 巴布索姐妹繪

圖; 楊照, 蘇珊玉譯

978-957-08-3509-0 皮鞋查理

9901 姜成銀著; 賈彼.史威特考

斯卡繪圖; 劉力銘譯

978-957-08-3510-6 星期四小孩

9812 陳小雀著 978-957-08-3511-3 魔幻古巴: 陳小雀的古巴故事十三則

9812 丁仁傑著 978-957-08-3514-4 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 論述、認同與社會再生

產

9812 李家同著; 皮菏繪圖 978-957-08-3515-1 三個孩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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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霍玉英主編; 高佩聰繪圖 978-957-08-3516-8 水上人家: 香港生活故事選

9812 朱玖輝著 978-957-08-3517-5 早稻田之約

9812 詹慧君, 林庭妃著; 郭定原 978-957-08-3518-2 薰衣草森林手記

9812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

著; Gill Tavner改寫; 鄭彥谷

978-957-08-3519-9 艾瑪

9812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

著; Gill Tavner改寫; 洪瑞恬

978-957-08-3520-5 傲慢與偏見

9812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

著; Gill Tavner改寫; 鄭彥谷

978-957-08-3521-2 理性與感性

9812 林世仁著; 劉宗慧繪圖 978-957-08-3522-9 十一個小紅帽

9812 馮輝岳著; 曹俊彥繪圖 978-957-08-3523-6 阿公的八角風箏

9812 林世仁著; 朱美靜繪圖 978-957-08-3524-3 愛搶第一的轟轟樹

9812 謝沅瑾著 978-957-08-3525-0 謝沅瑾老師教你改好運發大財

9901 徐清著; 安致林繪圖 978-957-08-3526-7 無法遺忘的太陽餅

9901 張放之故事.漫畫 978-957-08-3527-4 鄰犬來喜

9901 太田文著; 王麗芳譯 978-957-08-3528-1 考上第一志願的筆記本: 東大合格生筆記大公開

9901 李泉編著 978-957-08-3529-8 一本就通: 中國史

9901 閻連科著 978-957-08-3531-1 夏日落

9901 鄭宗弦著; 曹俊彥圖 978-957-08-3532-8 阿公的紅龜店

9901 聯合報編輯部企劃 978-957-08-3533-5 我們以你為傲: 向臺灣國民英雄致敬

9901 黃容著; 謝孟穎繪圖 978-957-08-3534-2 天生好腳

9901 李潼著 978-957-08-3535-9 瑞穗的靜夜

9901 伶姬著 978-957-08-3536-6 梅花的故鄉: 我與阿扁的因果輪迴

9901 伶姬著 978-957-08-3537-3 牡丹花的印章: 財運三部曲

9901 張之路著; 林崇漢繪圖 978-957-08-3538-0 非法智慧

9901 大學國文教材編輯室著 978-957-08-3539-7 大學國文魔法書

9901 沃夫岡.諾克(Wolfagang

Nocke)著; 渝月譯

978-957-08-3540-3 寓言遊戲

9901 哈金(Ha Jin)著; 明迪譯 978-957-08-3542-7 在他鄉寫作

9901 蕭袤著; 李春苗, 張彥紅繪 978-957-08-3543-4 西西

9901 周翔著.繪圖 978-957-08-3544-1 荷花鎮的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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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 思想編委會編著 978-957-08-3545-8 臺灣的日本症候群

9902 曹文軒著 978-957-08-3546-5 山羊不吃天堂草

9902 李家同著; 利曉文繪圖 978-957-08-3547-2 鐘聲又再響起(繪本)

9902 趙衛民著 978-957-08-3548-9 莊子的風神: 由蝴蝶之變到氣化

9902 李潼著; 曹俊彥繪圖 978-957-08-3549-6 蔚藍的太平洋日記

9902 梅子涵著; 季青繪圖 978-957-08-3550-2 十二個淘氣的故事

9901 于宗先, 王金利著 978-957-08-3551-9 臺灣經濟的浴火重生

9902 富蘭德林事業群著 978-957-08-3553-3 中國外資銀行法律實務: 從銀行角度掌握『融

資』與『外匯』法律規定

9902 富蘭德林事業群著 978-957-08-3554-0 中國涉外財稅會計實務: 優惠政策.海關.外匯.出口

退稅.關聯交易.投資 架構

9903 馬世力, 陳光裕編著 978-957-08-3556-4 一本就通: 世界史

9903 常新港著 978-957-08-3557-1 青春的十一場雨

9903 孫晴峰著 978-957-08-3558-8 甜雨

9903 沈石溪著; 李永平繪圖 978-957-08-3559-5 狼王夢

9903 吳宏一著 978-957-08-3560-1 詩經與楚辭

9903 張之路著 978-957-08-3566-3 有老鼠牌鉛筆嗎?

9903 林玫伶著; 曹俊彥繪圖 978-957-08-3567-0 我家開戲院

總計: 76種 77冊

檔案管理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921807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伊通街59巷10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黃俊夫撰文; 檔案管理局編 978-986-02-0872-6 硫金歲月: 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

高雄硫酸錏股份有限公司印記三

9812 劉士永撰文; 檔案管理局編 978-986-02-1093-4 榮藥濟世: 臺灣產業經濟檔案數位典藏專題選輯:

行政院退輔會榮民製藥廠: 印記四

總計: 2種 4冊

嶺東科大財法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4527119

郵遞區號:40852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嶺東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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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 楊敏華著 978-986-81141-6-6 公司法論

總計: 1種 2冊

嶺東科大視覺傳達系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848226

郵遞區號:40852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嶺東路

1號

 E-

mail:ltu3830@teamail.ltu.edu.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符逸群作 978-986-81141-3-5 設計之風: 符逸群設計之路的七年回顧

9902 符逸群作 978-986-85788-3-8 開韻識物: 以漢字及國旗的再設計為例

總計: 2種 2冊

嶺東科大圖資處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3860142

郵遞區號:40852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嶺東路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呂宗麟編著 978-986-85788-1-4 訴願法論

9901 呂敦偉著 978-986-85788-2-1 電影編劇與電影行銷

9902 呂敦偉著 978-986-85788-4-5 電腦動畫製作流程與管理

總計: 3種 3冊

繁星多媒體 連絡人:胡惠君 電話:(02)22995000ext2947 傳真:(02)22983311

郵遞區號:24890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股工

業園區五工五路37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5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02-2 世界十大必訪古城

9806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06-0 世界十大博物館

9807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08-4 西洋十大童話故事

9808 樊志虹, 蔡文宜, 林美吟特 978-986-6414-13-8 不花錢親子英文

9809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14-5 不花錢學韓文

9808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16-9 看日劇學日文. 娛樂篇

9808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17-6 西洋十大奇幻小說

9809 陳紫瑜, 海老名宏明作 978-986-6414-18-3 不花錢打工度假

第 635 頁，共 653 頁



9809 美國生活雜誌<<Life>>編

輯群作; 楊語芸譯

978-986-6414-19-0 MICHAEL: 1958-2009

9810 哈米貓等作 978-986-6414-20-6 不花錢學攝影

9809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21-3 西洋十大音樂家

9810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22-0 不花錢學西文

9812 珍.史庫凡納(Jane Scrivner)

作; 袁世珮譯

978-986-6414-24-4 零負擔千杯不醉

9811 黃智成總編輯; 彭鏡禧譯 978-986-6414-26-8 智慧101

9811 黃智成總編輯; 彭鏡禧譯 978-986-6414-25-1 智慧101

9810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27-5 西洋十大畫家

9812 理察.麥特森(Richard

Matherson)作; 夏荷立譯

978-986-6414-28-2 百萬殺人實驗

9811 文斯.凱博(Vince Cable)作;

許瑞宋譯

978-986-6414-29-9 石油、糧食、中國崛起: 經濟危機背後的轉機

9811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30-5 小筆電玩購誌

9811 張秀雄作 978-986-6414-31-2 平凡邁向不平凡: 分享回饋的滋味

9811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32-9 EE+E娛樂學習誌

9811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33-6 世界十大發明家

9901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35-0 不花錢學德文

9902 大衛.格林史東(David

Grimstone)作; 舒靈譯

978-986-6414-36-7 神鬼青戰士. 1, 英雄歷險

9902 大衛.格林史東(David

Grimstone)作; 舒靈譯

978-986-6414-37-4 神鬼青戰士. 2, 奴隸起義

9811 標準語文作 978-986-6414-38-1 新標準國中英語閱讀測驗

9901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39-8 零負擔國考狀元

9902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40-4 不花錢親子日文

9901 黃智成總編輯 978-986-6414-41-1 不花錢學義文

9812 Hope Works作 978-986-6414-44-2 世界十大探險家

9901 李春政等作 978-986-6414-46-6 兩個人去旅行

9902 奧登.山德勒(Auden

Schendler)作; 洪世民譯

978-986-6414-51-0 綠能經濟學: 企業與環境雙贏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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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班.

溫特斯(Ben Winters)作; 謝

978-986-6414-52-7 理性與感性與海怪

9901 葉敏明, 簡立言, 朱曉蕾撰 978-986-6414-53-4 看日劇學日文EE+J娛樂誌

9902 奧兒維爾.皮爾森(Orville

Pierson)作; 劉復苓譯

978-986-6414-54-1 我是求職必勝客: 高效能人脈求職術

9902 胡家榮著 978-986-6414-55-8 練劍不如練英文: 英文新貴胡家榮超有效讀書方

法大公開

9902 標準語文作 978-986-6414-57-2 決戰NEW TOEIC閱讀滿分破解: 商務生活

總計: 37種 37冊

鍾正宏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6597115

郵遞區號:11073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松勇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徐彩秋主編 978-957-41-6973-3 情誼永續: 國立臺灣大學經濟學系1969年畢業班40

週年專輯

總計: 1種 1冊

臉譜 連絡人:陳玫潾s 電話:(02)25007696ext2716 傳真:(02)25001952

郵遞區號:10061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二段213號11樓

 E-

mail:meilin_chen@hmg.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8 雨揚居士作 978-986-235-036-2 雨揚開運姓名學: 取個好名字,發達一輩子

9807 William Bernstein著; 黃逸華

譯

978-986-235-037-9 投資金律: 建立獲利投資組合的4大關鍵和14個關

卡

9807 kaorin, keporin文字編輯;

anita日文翻譯

978-986-235-040-9 友達的手做布包

9806 栗本薰著; 王蘊潔譯 978-986-235-041-6 我們的無可救藥

9807 傅雷著 978-986-235-042-3 傅雷音樂講堂: 認識古典音樂

9808 James W. Pickens, Joseph L.

Matheny作; 朱道凱譯

978-986-235-043-0 1分鐘結案高手: 抓住人心,用對話術,顧客自然會

買單

9807 比爾.索尼(Bill Sones), 李奇.

索尼(Rich Sones)著; 莊靖譯

978-986-235-044-7 盲人在夢中看得見嗎?: 107個連老師也嚇一跳、信

不信由你的科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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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 Terry Burnham著; 朱道凱譯 978-986-235-045-4 蜥蜴腦賺錢術; 哈佛學者的最新研究,結合神經經

濟學與非理性科學的聰 明理財術

9901 丹尼斯.勒翰(Dennis Lehane)

著; 王娟娟譯

978-986-235-046-1 神祕河流

9808 約翰.哈威(John Harvey)著; 978-986-235-047-8 惡夢

9808 羅勃.伊斯威(Rob Eastaway)

著; 陳品秀譯

978-986-235-050-8 幾隻襪子湊一雙?: 生活中超級有趣的12個數學謎

題

9809 Peter F. Drucker著; 蕭富峰,

李田樹譯

978-986-235-051-5 創新與創業精神: 管理大師彼得.杜拉克談創新實

務與策略

9810 淺田晴之, 上西基弘, 池田

晃一共著; 林欣儀譯

978-986-235-052-2 站著開會比坐著好!: 打造知識創造型辦公室的50

個提案

9809 吳映蓉作 978-986-235-053-9 你吃對營養了嗎?: 營養學博士告訴你不可不知的

營養迷思

9901 近藤誠著; 小張巖譯 978-986-235-054-6 癌症別急著開刀

9810 Rita Pohle著; 吳春諭譯 978-986-235-055-3 最好的決定就是做出決定; 從老鼠身上學到的人

生智慧

9810 高橋正明編著; 蔡青雯譯 978-986-235-056-0 說.建築: 10位頂尖建築師、設計師、創意人的10

項簡報

9809 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著; 嚴韻譯

978-986-235-057-7 撒旦之屋

9810 艾德格.愛倫.坡(Edgar Allan

Poe)與二十位推理小說大

978-986-235-059-1 大師的身影

9810 勞倫斯.卜洛克(Lawrence

Block)著; 蘇瑩文譯

978-986-235-060-7 我的英雄譚納

9812 谷崎潤一郎著; 李尚霖譯 978-986-235-061-4 陰翳禮讚

9810 馬婭, 顏炘編 978-986-235-062-1 求醫不如求己,體質調理自己來; 調好體質才能健

康不生病!

9810 Rob Goffee, Gareth Jones著;

莊惠晶譯

978-986-235-063-8 如何讓人願意被你領導?; 做好主管的第一課

9811 瑪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 莉莎.卡萊特(Lisa

Cartwright)著;  陳品秀譯

978-986-235-064-5 觀看的實踐; 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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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 許培鴻作; 廖薇真口述文字 978-986-235-065-2 張望180[]的天空: 一個攝影師在蒙大拿遇見的人

生

9811 不知火京介作; 邱振瑞譯 978-986-235-066-9 擂臺化妝師

9810 雨揚居士作 978-986-235-067-6 開運大預言. 2010

9811 伊恩.史都華(Ian Stewart)著;

陳品秀譯

978-986-235-068-3 數學可以救羅馬?!: 20個數學世界裡的奇妙謎題

9811 Douglas B. Holt著; 王承志

譯

978-986-235-069-0 從Brand到Icon文化品牌行銷學; 看世界頂尖企業

如何創造神話,擦亮招牌

9811 Joseph A. Covello, Brian J.

Hazelgren作; 高子梅譯

978-986-235-070-6 經營企畫書完全手冊

9812 凱琳.史勞特(Karin

Slaughter)作; 王瑞徽譯

978-986-235-071-3 蘿莉的祕密

9812 David W. Young著; 王詠心

譯

978-986-235-072-0 這樣做一定能Cost Down!: 181招你想都想不到的

降成本法

9901 Akin著; 杜韻如, 陳秀麗文 978-986-235-075-1 AKIN's神奇髮藝微整形

9812 約翰.巴羅(John D. Barrow)

著; 蔡承志譯

978-986-235-076-8 無限大的祕密: 突破科學與想像極限的『無限』

簡史

9812 Steven D. Strauss著; 劉孟華

譯

978-986-235-077-5 完全創業聖經: 成功創業必知的關鍵訣竅、技巧

與案例

9812 中里巴人(鄭幅中)著 978-986-235-078-2 求醫不如求己

總計: 36種 37冊

彌勒皇教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926748

郵遞區號:10468 地址:臺北市中山區民權東

路二段90號

 E-

mail:ivylee421@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彌勒皇佛作; 開慧神譯 978-986-6752-13-1 麥田圖騰啟世錄: 二■一二新文明

總計: 1種 1冊

謳馨 連絡人:林雅君 電話:(02)23955600 傳真:(02)23224812

郵遞區號:10641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信義路

二段72號2樓

 E-mail:ocea@ocinf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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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黃瑞榮著 978-986-6931-62-8 臺北市市民運動中心教練對工作價值觀與組織公

民行為之研究

總計: 1種 1冊

顏貽成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89681784

郵遞區號:1069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

路560巷6-1號7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顏貽成作 978-957-41-6978-8 顏貽成草花圖錄創作的思維與實踐

總計: 1種 1冊

豐年社 連絡人:陳建智 電話:(02)23628148ext36 傳真:(02)23636724

郵遞區號:1064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溫州街

14號

 E-

mail:h3628148@ms1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填(陳武雄), 王鵬欽作 978-957-9157-47-6 田園詩畫

總計: 1種 2冊

■巨書局 連絡人:侯榮芳 電話:(06)2753939 傳真:(06)2381383

郵遞區號:70142 地址:臺南市東門路二段179  E-mail:jungfang@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1 (清)李光地編著 978-986-80100-8-6 新校本御纂周易折中

9807 林坤和著 978-986-80100-9-3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代表隊學生休閒參與、涉入程

度、幸福感與再參與意願影響之研究

9806 李建霖著 978-986-85576-0-4 大專體育課程學習動機、學習滿意度與再修課意

願之相關研究: 以排球課程為例

9808 黃瑞臻著 978-986-85576-1-1 不同恢復方式對高中排球員激烈運動後心跳率及

血壓之研究

9808 黃淑玲著 978-986-85576-2-8 合作學習教學法對排球技能學習成效、學習動機

及學習滿意度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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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江特忠編著 978-986-85576-3-5 步出迷途: 四四方陣研究

9901 孫鳳吟著 978-986-85576-4-2 運用故事戲劇的成人教學研究

總計: 7種 11冊

藍海創意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127111

郵遞區號:23141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民權路

77號5樓

 E-

mail:yulu007007@hotmail.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曾國安著 978-986-85562-3-2 永不失業的技術

9901 劉玉增著 978-986-85562-5-6 佛學小百科

9902 王苓安著 978-986-85562-6-3 5分鐘光鮮亮麗

總計: 3種 3冊

藍海製作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9304655

郵遞區號:11687 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二段22巷7弄2號1樓

 E-

mail:contact@oceanbluetw.com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輔天著 978-986-6284-00-7 朱門三少. 卷一, 家門變

9901 輔天著 978-986-6284-01-4 朱門三少. 卷二, 青雲路

9902 輔天著 978-986-6284-02-1 朱門三少. 卷三, 試鋒芒

9903 輔天著 978-986-6284-03-8 朱門三少. 卷四, 春雷動

總計: 4種 4冊

藍蝶文化 連絡人: 徐肖鳳 電話:0929613211 傳真:(07)2268986

郵遞區號:83143 地址:高雄縣大寮鄉後庄村

民光街5號9樓

 E-

mail:shiafenq@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Joy Shyu 978-986-81676-4-3 Letter party

總計: 1種 1冊

醫位資訊 連絡人:林懿娟 電話:(02)25594692 傳真:(02)25594698

郵遞區號:10356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太原路  E-mail:gl@e-we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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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林懿娟[著] 978-986-85624-0-0 一官畫冊: 從單純出發

總計: 1種 1冊

簡單 連絡人:徐子婷 電話:(02)23684938ext140 傳真:(02)23688929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四段60號3樓

 E-mail:iris@bookm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607 廖本瑞, 梁淑芳編著 978-986-83441-0-5 英文句型文法大補帖

9806 James St. Andre, 蘇正隆編著 978-986-6508-02-8 英語的對與錯

9810 郭慧敏編著 978-986-6508-04-2 全民英檢初級聽力模擬測驗

總計: 3種 3冊

魏茂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3762778

郵遞區號:402 地址:臺中市民生路46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3 魏茂, 陳勝美編著 978-957-41-6992-4 臨床藥品手冊

總計: 1種 1冊

雙元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283巷19弄5-1號1樓

 E-

mail:acem.taiwan@msa.hinet.n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7 賀倫(Are Holen)著; 于曉星 978-986-85410-0-9 享受寧靜: 雅肯靜坐心理學

總計: 1種 1冊

歸主 連絡人:黃麗珍 電話:(02)86671657ext240 傳真:(02)82191611

郵遞區號:23553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連城路

236號3樓

 E-mail:jane@cclm.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朱韜樞著; 美地出版社編輯 978-986-6769-20-7 詩篇中的生命見證

9810 朱韜樞著; 美地出版社編輯 978-986-6769-21-4 詩篇中的生命見證(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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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2種 2冊

證券期貨基金會 連絡人:李運萱 電話:(02)23971222ext350 傳真:(02)23224302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路  E-mail:alice@sfi.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978-986-6684-29-6 證券交易相關法規與實務(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

驗)

9812 978-986-6684-30-2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9812 978-986-6684-31-9 投資學(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

測驗)

9812 978-986-6684-32-6 財務分析(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

格測驗)

9812 978-986-6684-33-3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

9812 978-986-6684-34-0 期貨交易法規(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9812 978-986-6684-35-7 期貨交易理論與實務(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9812 978-986-6684-36-4 證券交易相關法規與實務(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

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

9812 978-986-6684-37-1 『白文正ETF金文獎』得獎論文集. 第一屆

9901 978-986-6684-38-8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試題彙編. 98年度

總計: 10種 10冊

藝文 連絡人:蔡明芳 電話:(02)23626012 傳真:(02)23660977

郵遞區號:10647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福

路三段253號4樓之3

 E-mail:yeewen@ms9.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0 高誘註 978-957-520-146-3 呂氏春秋

9811 郝懿行撰 978-957-520-147-0 山海經箋疏

9811 高誘註 978-957-520-148-7 戰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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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種 3冊

藝風堂 連絡人:張惠如 電話:(02)23632535 傳真:(02)23622940

郵遞區號:10645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泰順街

44巷9號1樓

 E-mail:yft@ms2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湯素雲編著 978-986-6524-17-2 我的馬賽克生活拼貼

9902 彭莉娟編著 978-986-6524-18-9 手作布包的26堂課

總計: 2種 2冊

藝軒 連絡人:傅秀惠 電話:(02)29182288ext14 傳真:(02)29172266

郵遞區號:23144 地址:臺北縣新店市寶高路

7巷3號2樓

 E-mail:cat_fuh@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褚佩瑜編著 978-957-616-954-0 醫學寄生蟲學

9903 李慶孝, 王欣凱編著 978-957-616-956-4 臨床血液學與血庫學

總計: 2種 2冊

藝術家 連絡人:許如銀s 電話:(02)23719692 傳真:(02)23896655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147號6樓

 E-mail:artvenue@seed.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劉令華繪畫; 梁國揚主編; 978-986-6565-68-7 中國國粹油畫藝術精品兩岸三地展: 畫冊

總計: 1種 4冊

藝術館 連絡人:胡雅娟 電話:(02)23965102ext236 傳真:(02)23578706

郵遞區號:1006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南海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蕭炳欽總編輯 978-986-02-0974-7 臺灣本土音樂教材: 高中合唱曲

9812 蕭炳欽總編輯 978-986-02-0975-4 臺灣本土音樂教材: 國中合唱曲

9812 蕭炳欽總編輯 978-986-02-0976-1 臺灣本土音樂教材: 國小合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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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張素卿等編著; 鄭明憲主編 978-986-02-1708-7 高中藝術領域課程輔助教學參考手冊. 1: 美術

9812 吳舜文等編著 978-986-02-1709-4 高中藝術領域課程輔助教學參考手冊. 2: 音樂

9812 林麗雲等編著 ;蘇振明主編 978-986-02-1710-0 高中藝術領域課程輔助教學參考手冊. 3: 視覺應

用藝術

9812 呂鈺秀等編著; 陳曉雰主編 978-986-02-1711-7 高中藝術領域課程輔助教學參考手冊. 4: 音樂應

用藝術

9812 吳素芬等編著; 張曉華主編 978-986-02-1712-4 高中藝術領域課程輔助教學參考手冊. 5: 表演藝

術

9812 林小玉等編著 978-986-02-1713-1 藝術與人文第一階段教學參考手冊

9812 吳淑玲等編著; 陳仁富主編 978-986-02-1714-8 藝術與人文第二階段教學參考手冊

9812 孔淑美等編著; 張全成主編 978-986-02-1715-5 藝術與人文第三階段教學參考手冊

9812 李玉美等編著; 趙綺芳主編 978-986-02-1716-2 藝術與人文第四階段教學參考手冊

總計: 12種 33冊

藝騋圖書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7266990

郵遞區號:8027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

路149-8號

 E-mail:elaela@giga.net.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306 趙鴻中主編 978-957-28919-2-6 捷運下的菩提樹

總計: 1種 2冊

麗文文化 連絡人:李麗娟 電話:(07)2236780ext204 傳真:(07)2249298

郵遞區號:80252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

路57號2樓之2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周伯翰著 978-957-748-329-4 銀行法與金融控股公司法

9806 薛清江著 978-957-748-338-6 電影與道德推理

9806 張秀瓊編著 978-957-748-339-3 時間領導術: 甩掉拖拖拉拉的惰性

9808 丁旭輝等合編 978-957-748-347-8 歷代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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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大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編

978-957-748-352-2 古典文學精選

9809 應用中文編著委員會編著 978-957-748-353-9 應用中文

9811 楊錦富著 978-957-748-364-5 王船山禮學研究

9812 江寶釵, 辛金順, 郝譽翔等 978-957-748-365-2 榮耀之路: 中正大學創校二十週年紀念集

9812 張偉嶠著 978-957-748-368-3 情繫牛津

9901 毛蓓雯編著 978-957-748-371-3 臺灣西語學習者中介語中之動貌研究: 以簡單過

去式和未完成過去式為例

9901 王雪卿著 978-957-748-376-8 從太虛即氣到致學成聖: 論張載的天人合一之學

9902 朱耀明著 978-957-748-383-6 國中科技概念知識評量工具發展與現況研究

總計: 12種 13冊

懷德居文化基金會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4448 地址:臺北縣林口鄉文化二

路一段260巷12號4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郝美玫主編 978-986-85785-0-0 懷德居木工年鑑. 2009

總計: 1種 1冊

鯨安 連絡人:李碧珍 電話:(06)2800301 傳真:(06)2506438

郵遞區號:70949 地址:臺南市府安路七段10  E-mail:service@king-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陳煥才編著 978-957-29191-2-5 國小速學數學(三年級全學年)

9809 陳煥才編著 978-957-29191-3-2 國小速學數學(四年級全學年)

總計: 2種 2冊

關稅總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5508043

郵遞區號:10341 地址:臺北市大同區塔城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林樹吉總編輯 978-986-02-0993-8 海關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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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 財政部關稅總局編 978-986-02-1647-9 關務法規彙編

總計: 2種 3冊

寶瓶文化 連絡人:張純玲 電話:(02)27634300ext5158 傳真:(02)27495072

郵遞區號:11006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一段180號8樓

 E-

mail:muse.chang@udngroup.co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徐超斌著 978-986-6745-94-2 守護4141個心跳

9901 聯合健康版著 978-986-6745-96-6 節氣養生: 老祖宗的保健智慧

9901 葛蘭.史威夫特(Graham

Swift)著; 張琰譯

978-986-6745-95-9 天堂酒吧

9902 吳寶春, 劉永毅合著 978-986-6745-97-3 柔軟成就不凡: 奧林匹克麵包師吳寶春

9902 聯合報教育版策劃撰文 978-986-6745-98-0 新聞中的科學. 5: 指考搶分祕技

9902 TJ老師著 978-986-6745-99-7 愛要剛剛好: 新好爸媽的48堂行動教養課

9903 娜吉瑪(Nedjma)著; 黃琪雯 978-986-6249-00-6 蕾拉

9903 盧蘇偉著 978-986-6249-02-0 你是光芒: 盧蘇偉的15堂愛自己

總計: 8種 8冊

蘋果屋 連絡人:紀欣怡 電話:(02)29228181ext28 傳真:(02)29295132

郵遞區號:23575 地址:臺北縣中和市中和路

400巷31號2樓

 E-

mail:singing@booknews.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麻球作 978-986-6444-09-8 超手感森林女孩創意布包包: 30款麻球的環保,創

意,幸福手作包

9811 糖亞(Tonya)作 978-986-6444-17-3 自己做100%無添加洗顏,沐浴,洗髮精60款草本天

然液體皂全收錄

9901 謝東奇作 978-986-6444-19-7 安心蔬菜自己種: 28種適合都市栽種的有機蔬菜

9902 林碧霞作 978-986-6444-20-3 恐怖的家庭有毒物質; 橘博士教你55個救地球救

自己的無毒生活方式

9902 綠精靈工作室作 978-986-6444-21-0 堆肥變沃土真簡單: 盆栽老是種不活?自己做堆肥,

種菜種花一次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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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種 5冊

勸學齋 連絡人:張淑惠 電話:(02)25639887 傳真:(02)22261010

郵遞區號:23867 地址:臺北縣樹林市三德街

30巷19弄1號

 E-mail:sulau.ks@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勸學齋主編著 978-986-80041-4-6 紫微高階. 三, 四化洩天機

總計: 1種 1冊

警政署 連絡人:吳麗珍 電話:(02)23217020 傳真:(02)23419302

郵遞區號:10058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忠孝東

路一段7號

 E-mail:lyemb@npa.gov.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內政部警政署編 978-986-02-0074-4 警察實用法令. 中華民國98年版

總計: 1種 2冊

警政署基隆港警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4256763

郵遞區號:20248 地址:基隆市中正路5-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2 王建中總編輯 978-986-02-2050-6 海港警察-鷹飛揚

總計: 1種 2冊

警專 連絡人:楊栗娟 電話:(02)22309827 傳真:(02)22307515

郵遞區號:116 地址:臺北市興隆路三段153  E-mail:a44182@yahoo.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2 施慶瑞撰著 978-986-01-7727-5 警察倫理學. 規範篇

9801 田豊, 張慶東編著 978-986-01-7743-5 綜合逮捕術

9809 施慶瑞撰著 978-986-01-9851-5 警察倫理學. 總論篇

總計: 3種 6冊

嚴華勝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2345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得和路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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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蘇國慶作 978-957-41-6787-6 蘇國慶的水彩日記

總計: 1種 2冊

釋淨瀚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83068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中和街

264巷1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釋淨瀚編撰 978-957-41-6890-3 真心本性與唯識人生

總計: 1種 1冊

釋紫覺 連絡人:鄭國玉 電話:(06)2317318 傳真:(06)2146238

郵遞區號:73050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健康路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釋紫覺編 978-957-41-6840-8 正法眼藏

總計: 1種 2冊

覺風佛藝基金會 連絡人:黃錦珍 電話:(02)29321306 傳真:(02)25316252

郵遞區號:300 地址:新竹市境福街141巷10  E-mail:malee@ms21.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107 李崇峰作 978-957-98434-5-4 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較研究: 以塔廟窟為中心

9012 馬世長著 978-957-98434-6-1 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文集

9506 古正美主編 978-957-98434-8-5 唐代佛教與佛教藝術

9602 塚本善隆作; 林保堯譯 978-986-82638-5-7 魏書釋老志研究

9806 林保堯編著 978-986-82638-8-8 印度聖蹟山奇大塔. 門道篇

9901 李靜杰編著 978-986-82638-9-5 定州石佛

總計: 6種 6冊

護理師護士公會全聯會 連絡人:林小惠 電話:(02)25502283 傳真:(02)25502249

郵遞區號:10668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

路二段128號8樓之4

 E-mail:nurse@nur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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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3 盧美秀主編 978-957-28942-1-7 護理向前行: 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全國聯合

會二十周年成果紀實

9811 盧美秀主編 978-957-28942-2-4 攜手齊心度天災: 莫拉克颱風救護紀實

總計: 2種 2冊

櫻桃 連絡人:張麗芳 電話:(02)66329168ext162 傳真:(02)66329771

郵遞區號:10090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羅斯福

路四段60號3樓

 E-mail:judy@bookman.com.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508 Amy Huang 978-986-7126-12-2 Funbook K. book 1

9508 Amy Huang 978-986-7126-13-9 Funbook K. book 2

9508 Amy Huang 978-986-7126-15-3 Funbook K. book 4

總計: 3種 3冊

攝陽企業 連絡人:許淳偉 電話:(02)22992509 傳真:(02)22992509

郵遞區號:24889 地址:臺北縣五股鄉五工三

路105號6樓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攝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編 978-986-83588-3-6 三菱可程式控制器: FX3G/FX3U/FX3UC程式設計

手冊

總計: 1種 1冊

攝影家手札科技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2)23611198

郵遞區號:10043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延平南

路31號2樓

 E-

mail:service@photosharp.com.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陳漢榮總編輯 978-986-6380-06-8 Canon EOS 7D完全攻略

9901 攝影家手札編輯小組作 978-986-6380-07-5 我的夢幻人像鏡

總計: 2種 2冊

蘭之馨文化音樂坊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3)215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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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23854 地址:臺北縣樹林市佳園路

三段406號5樓

 E-

mail:lan7236.lan7236@msa.hin

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2 王友蘭著 978-986-82320-1-3 說唱文學與說唱音樂

總計: 1種 2冊

蘭臺 連絡人:林育文s 電話:(02)23311675 傳真:(02)23826225

郵遞區號:10046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開封街

1段20號4樓

 E-mail:lt5w.lu@msa.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陳錦玉著 978-986-7626-67-7 臺灣文學與語言論集

總計: 1種 1冊

讀品文化 連絡人:林宗明 電話:(02)86473663ext16 傳真:(02)86473660

郵遞區號:22103 地址:臺北縣汐止市大同路

三段194號9樓之1

 E-

mail:yungjiuh@ms45.hinet.net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元)許名奎原著; 司馬常忍 978-986-6906-59-6 解讀忍經. 5, 高擎挑戰挫折的意志利劍

9811 吳麗娜著 978-986-6906-60-2 職場3缺1: 你真的很重要!

9811 靜濤編著 978-986-6906-61-9 我就是比你行!: 職場上的競爭優勢

9812 胡曉梅著 978-986-6906-62-6 軟能力: 你的職場致勝法寶

9812 郝文譽編著 978-986-6906-63-3 我的第一本能力培養書: 從競爭中勝出

9901 趙寧編著 978-986-6906-64-0 聰明人都在玩的94個推理遊戲

9901 盛樂編著 978-986-6906-65-7 每天都會用到的生活經濟學

9902 趙寧編著 978-986-6906-66-4 聰明人都在玩的115個邏輯遊戲

9902 蕭然編著 978-986-6906-67-1 你就是博弈高手: 選擇決定勝敗

9902 靜濤編著 978-986-6906-68-8 沒有最好,只有更好: 銷售成功法則

9902 于黎■編著 978-986-6906-69-5 會虧錢,沒道理丫!: 虧錢真的就這麼可怕嗎?

9902 趙寧編著 978-986-6906-70-1 聰明人都在玩的135個益智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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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 靜濤編著 978-986-6906-71-8 銷售達人快速成交筆記: 60個銷售成功故事

總計: 13種 13冊

體委會 連絡人:林敏鈺 電話:(02)87711834 傳真:(02)27520200

郵遞區號:104 地址:臺北市朱崙街20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11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編著 978-986-02-1058-3 運動法規彙編. 98年11月版

總計: 1種 2冊

靈鷲山般若出版 連絡人:李筱喻 電話:(02)82316789ext1569 傳真:(02)22321010

郵遞區號:23444 地址:臺北縣永和市保生路  E-mail:joycelee@ljm.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靈鷲山出版中心編製 978-986-84796-9-2 金剛般若波羅蜜經(簡體字版)

9811 范旭丹主編 978-986-6324-01-7 迴響: 回佛對談紀實. 2

9902 釋法昂, 陳坤煌主編 978-986-6324-04-8 轉動.慈悲.觀自在: 靈鷲山弘法紀要. 2009

總計: 3種 5冊

鑫健 連絡人: 電話: 傳真:(04)22399010

郵遞區號:41283 地址:臺中縣大里市爽文路

618巷1號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12 許吉越著 978-957-28141-8-5 柔道選手情緒智力、身體自我概念與運動員滿意

度間關係之探討: 結構性模式之構建與臺灣地區

之例證

總計: 1種 1冊

觀念力文化 連絡人: 電話: 傳真:

郵遞區號:10680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文昌街  E-mail: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809 顏福榮著 978-986-85525-0-0 觀念決定一生的財富: 租屋賺大錢、人生逆轉勝

的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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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種 1冊

觀錦達文化 連絡人: 電話:(04)22931007 傳真:(04)22931008

郵遞區號:40460 地址:臺中市北區北平二街  E-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707 黃■憲著 978-986-83356-6-0 應用跨背景模式於不同運動型態運動行為之研究:

以嘉義市政府公務人員為例

總計: 1種 1冊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連絡人:楊士慧 電話:(02)23825789 傳真:(02)23825810

郵遞區號:10045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

路一段86號12樓

 E-mail:eco@wildatheart.org.tw

出版年月 著者 ISBN 書名

9901 黛安威爾森(Diane Wilson)

作;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

所筆譯組, 賴慈芸譯

978-986-81439-1-3 卯上臺塑的女人

總計: 1種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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