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778 臺灣地區橄欖選手休閒態度、休閒效益及社會支持之相關研究蘇榮裕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807785 手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與自發性行為之關係研究: 以選手滿意度為中介變項張簡坤明著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0497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左側通信模組中文使用手冊. 乙太網路通信篇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編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6704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MELSOFT Navigator iQWorks入門手冊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編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6179 臺灣學術期刊引文分析報告. 2010年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309 Bench 886 : Ten contemporary jewellery artists from Taiwan林玉萍文字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3054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李承鵬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276 大陸臺商轉型升級: 策略、案例與前瞻 陳德昇主編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23344 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 魏貽君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429 盡頭 唐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Airiti Pres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ench 886 studio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30101~10303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全部

靝巨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象貿易



9789865823436 旋轉摩天輪 李芙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467 那麼熱,那麼冷 王定國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3474 最後一杯酒: 董事長樂團的年少輕狂 吳永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481 破解毛澤東晚年之謎 李唯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511 臺商轉型升級與兩岸產業合作: 策略、實務與案例陳德昇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23542 浮生記行 蔣友梅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3573 少女媽祖婆 邱祖胤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580 童話故事 童偉格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597 環: 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二0一三 劉孟禛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03 中央社區 朱國珍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10 小兒子 駱以軍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27 黑暗森林: 一個太監的皇帝夢 李希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3696 黑暗森林: 一個太監的皇帝夢 李希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3641 大學的教養與反叛 黃榮村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41 大學的教養與反叛 黃榮村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58 煮海時光: 侯孝賢的光影記憶 白睿文編訪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58 煮海時光: 侯孝賢的光影記憶 白睿文編訪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65 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 張國立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65 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 張國立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689 幸福之葉 陳玉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02 場域與景觀: 臺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 林淇瀁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02 場域與景觀: 臺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 林淇瀁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498 權證小哥完全公開:權證暴賺勝經 權證小哥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504 蔡璟柏聰明買房術 蔡璟柏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Waterfall Ltd.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6

Smart智富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537 Sleeping through an earthquake Brendan Baker, Daniel Evans[編]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800 幼兒園藝術課程. 第一集 徐怡君編著 2014-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4632 狐狸與我 盛正德圖.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649 那些殺死你的都並不致命 沈意卿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513 聊心療心.佛教心理治療的起點 懷海圓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800 布農族祭典儀式與民間知識的傳承: 屬於卓溪Panitaz的故事蘇美琅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0416 臺南市一府畫會會員作品集. 100 陳國進主編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8600423 一府畫會會員作品集. 103年 陳泰元等編輯 2014-03-00 平裝 3

9789868600409 一府藝象: e府畫會會員作品集. 2010 陳國進主編 2010-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串小米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府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切智智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ㄚ泥藝術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396 公文寫作技巧 張甫任, 楊安城編 2013-11-00 三版 平裝 2

9789865994419 法院組織法論 呂丁旺作 2014-02-00 修訂八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451 他們熱愛的生活,我嚮往的創意人生 鄧緻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203 幸福的道理: 聖典的啟示 林榮澤講述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04210 一貫道藏.義理之部. 7, 天人之學 林榮澤主編 2013-11-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904227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25冊 1

9789865904234 菩提妙智慧: 六祖無相頌淺譯 林榮澤編著; 書苑編輯室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9209 一貫道藏隨身典. 史傳 林榮澤主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3312 羅馬、米蘭、拿坡里、翡冷翠、威尼斯: 義大利5都市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賴惠玲翻譯2013-11-00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3329 神戶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張雲清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336 福岡小伴旅: 門司港懷舊區.柳川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周葶葳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343 箱根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著; 張雲清譯 2013-11-00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350 札幌.小樽小伴旅: 二世古.旭山動物園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翻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367 箱根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莊仲豪翻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人人

送存冊數共計：5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起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470 實用解剖實習指引 柯妙華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7934 森林系健康輕食廚房 王怡之, 林芳如編著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19081 活用番茄罐頭 做出無與倫比的美味醬汁 浜內千波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104 超人氣美女進階彩妝術 朵琳出版整合行銷編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227 超實用韓語!哈韓貨這本就GO 滕家瑤總編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234 挑對時間喝果汁 別在早上空腹喝果汁 滕家瑤總編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296 越來越年輕 誰都可以! Krisada Siramput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364 漫畫用素描講座 柯思睿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395 職場A咖不告訴你, 你要偷學的51個商用法則 中野明著; 廖慧淑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01 說不寂寞是騙人的! ZEN大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18 幸福小女人!甜美花漾提袋輕鬆作 滕家瑤總編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25 勇敢, 讓愛變得簡單! 翁文娜著; 黃艷欣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32 變身職場鐵咖, 換你選老闆! 廖慧淑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49 不景氣時代 股票這樣買, 才會賺! 林康尼著; 譚華德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56 醫生告訴你: 別再吃藥了! Krisada Sirampuch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63 7日見效!清透白 深呼吸洗顏術 今野華都子著; 黃瓊仙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70 365道每天都想吃的過癮川菜經典保存版 張恕玉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87 韓語40音練習帳: 韓國小學生這樣學 滕家瑤總編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94 超手感幸福甜點 石田佳子著; 程蘭婷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500 變美, 變瘦了!史上最完整精采美容療程體驗營 山琦多賀子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517 光療立體噴槍彩繪 辰巳出版編輯部作; 林昕韻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548 能量石與空間裝飾 豐原匠志著; 王慧娥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555 就是這一味!經典辣油自己做 竹內Hiromi作; 李詩涵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562 芳香女王交你聰明用精油! 健.美.瘦.輕鬆按出來王爰懿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579 好好説再見!24個暖心系失戀情書, 陪你勇敢走出分手卡羅(Taro)著; Evan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9789866019586 你一定做得到!擺脫天天一事無成的高效率時間活用術吉田Takayoshi作; 王慧娥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593 因為有你, 我很幸福! 潘瓦琳.努塔拉翁著; 璟玟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609 美女不說, 卻默默在做 芝岡起世著; 羅怡蘋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623 拿起筆就能畫!手繪時尚人物插畫 羅安琍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647 不責罵開心教育法 尾木直樹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654 一吃就愛!川味鍋 張恕玉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685 令人戰慄的終極警告-人類大滅絕 王聰霖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692 看韓流感學韓語 滕家瑤總編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08 別怕!你可以的!看不到未來更要挺自己! 童格拉.奈娜著; 李敏怡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15 可愛巴黎輕旅行 潘妮達.妍席莉諾帕昆著; 陳惠玲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39 可愛首爾小旅行 潘妮達.妍席莉諾帕昆著; 璟玟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46 給愛情按個讚 蘇帝朋.松巴敬拉著; 黃竹嬿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53 鬼姬恰妲 帕奇那著; 馬健健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60 藝術美甲的瑰麗世界 歐玟利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77 只要10分鐘!料理革命 彥摩呂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84 屍靈高跟鞋 帕奇那著; Evan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791 容易實踐! 高血壓28天最佳飲食計畫 林泰兼修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07 瘋韓流感學韓語 滕家瑤總編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19821 食在泰好吃!在地人也說讚!曼谷小吃250家 泰國D+Plus編輯部著; BOBO HAN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38 令人戰慄的暗黑世界神話 王聰霖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45 泰酸泰辣泰好吃 涼拌料理&沙拉 阿琵亞.瑪娜洛著; Huang.TT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52 營養滿點!美味至極!普通日子裡"一顆蛋"的料理CUISINE出版社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69 療癒甜點幸福時光 荻田尚子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76 老闆最想知道的財務報表實戰Q&A 窪田真之著; 李友君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83 下班,你的人生才開始! Ochi Masato, 本田直之著; 夏淑怡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890 可愛倫敦輕旅行 潘妮達.妍席莉諾帕昆著; 林利琬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06 大師級光療彩繪聖典 ブティック社作; 王慧娥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13 幸福首爾 午茶食光 金希珍, 宋定恩著; 廖佩玲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20 鏡咒學園 帕奇那著; Huang T.T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37 惡靈病棟 帕奇那著; Evan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44 美肌美人營養學 蒲池桂子監修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51 不能告訴男朋友的100個小秘密 Knock Knock magazine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68 天生好手!永遠流行髮款編髮聖經 戴美瑩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75 不要被太在乎打敗!不完美,就是最讚的自己 彤南著; 璟玟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982 365天型男保養 KOK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09 陰間玩伴 帕奇那著; Evan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16 令人戰慄的殘虐美魔女 島崎晉著; 王聰霖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030 浪漫首爾: 純飲食光 李知垠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08 現在的你很好 派森.威沙羅著; 璟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15 主管交辦的工作一次就OK! 不出錯比能力更重要藤井美保代著; 陳欣怡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53 做越少越成功! 關鍵時刻不做的45件事, 決定你的職場高度中島孝志著; 伊之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160 365流行日語 陳櫻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45 鬼還怨 帕奇那著; Somsak Hsu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290 曼谷.芭堤雅: 一路玩到天亮!! 泰國D+ Plus Guide Team著; Bobo han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0306 天啊!我居然相信他!: 同是太假掰, 上司太難搞, 一定要活得更好的職場成功術!八方出版 2014-01-00 初版 0 1

9789866487293 早上3分鐘搞懂會計學 柴煥欣, 葉冰婷編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7323 心の色鉛筆塗繪: 可愛狗狗 徐筱婷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7361 早上3分鐘搞懂商業經典 廖慧淑, 葉冰婷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7484 香港小吃掃街王 蔡象文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7521 全世界都穿UNIQLO: 不景氣也能大賣!揭開日本首富柳井正一勝九敗的祕密片山修著; 廖慧淑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7590 圖解中高齡保命防跌!跌倒骨折預防術 家之光協會作; 蔡姿淳譯 2011-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624 桃太郎哈臺記之我是這樣長大滴 吉岡桃太郎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6235 這樣吃苦瓜,糖尿病來也不怕 宇文靖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242 你的心事永遠比你還要寂寞:世上沒過不了的事情,只有過不了的心情陳默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5

送存冊數共計：75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本自然文化



9789574706259 人生就像摩天輪,沒有低落哪有高峰? : 你不可能永遠在高峰,也不會永遠在低潮Sphinx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0848 英文句子五大基本句型 李任瑜主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508 一隻貓の生活意見之不要和地球人一般見識 魏棻卿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7501 高齡健康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鎰明主編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7522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167539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167546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167591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60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751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6167768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6167775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6167782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6167799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805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佳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九兆元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字星球創意實驗室



9789866065101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5118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167836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167928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65095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167867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6167898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6167904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6065057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6065064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6065071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6065088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6065002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65019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65026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65224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6065316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6065323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6065248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534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65361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65279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65286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65293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65309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65408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65415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65729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65736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065743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6065750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6065446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6065453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6065460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6065477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6065767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6065774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6065781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6065798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6065507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5910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5644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5651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65668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65675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65484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65491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65576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65583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65804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65811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65828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65941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65965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65972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65989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65996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22050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602206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6022074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6022029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6022036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6022043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6022128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22135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22159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22210 獸心仁醫 五志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2227 獸心仁醫 五志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223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2241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2258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22265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22272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22289 偷天 血紅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2296 偷天 血紅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2302 偷天 血紅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22319 偷天 血紅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22326 偷天 血紅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22364 獸心仁醫 五志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22388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2418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22425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22432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22449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22456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22470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6022487 叱吒風雲 神邦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6022555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22562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22579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022586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6022593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6022609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6022616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6022623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6022630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6022647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6022654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6022661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2678 獸心仁醫 五志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22685 神印王座 唐家三少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2715 戰魂天下 美食獵人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2722 戰魂天下 美食獵人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2739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0147 君臨九天 不樂無語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22814 偷天 血紅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22821 偷天 血紅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22838 偷天 血紅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22852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22845 無法無天 乾拾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22883 獸心仁醫 五志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22890 獸心仁醫 五志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22944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6022951 符鎮天下 石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6022968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22975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22982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22999 終極警察 靜夜寄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30086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0093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0154 戰神變 小刀鋒利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30048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30055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30062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30079 神火風暴 開陽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3000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3001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3002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30031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30109 神印王座 唐家三少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30116 神印王座 唐家三少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0123 神印王座 唐家三少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008 法海點滴 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集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502 百萬火鍋王 姜蜜作; 高智能繪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0712 玩跑人生: 汗水淚水作伙流的生命進行曲 曾文祺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0729 經典魚料理: 阿倡師的五十種烹魚藝術 李旭倡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0736 古早味 陳文榮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0743 把拔的廚房食譜 楊寒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0767 臺灣牛肉麵評鑑 二魚文化編輯部編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093 滇味到龍岡 焦桐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5813093 滇味到龍岡 焦桐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13116 蚊之色變 蕭孟芳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130 私想 林沛理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143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個果子圖書工作室



9789865813147 自然甜: 食在安心低糖點心 廖敏雲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154 野有蔓草 方梓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161 從今往後 楊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185 山居, 鹿小村 楊麗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192 節約快烹食堂 溫國智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208 兩代廚房 方秋停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7509 魯迅死因之謎 靳叢林, 劉中樹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660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1, 短篇小說卷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677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2, 詩歌卷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684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3, 散文卷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691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4-5, 報導文學卷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777707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4-5, 報導文學卷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120 紅樓夢識簡書正: 紅樓夢后妃爭寵記 中國著 2009-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6202 猜一猜是什麼?交通工具 葉天達總編輯 2010-12-00 精裝 1

9789866256219 猜一猜是誰?可愛動物 葉天達總編輯 2010-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人間



9789865842161 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 喬埃.斯塔威爾(Joe Studwell)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48920 在碧綠的夏色裡 廖玉蕙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8999 為阿嬤做傻事: 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1 楊富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019 我的媽媽欠栽培: 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2 楊富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118 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 1. 自然、社會篇 李元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125 唐詩三百首新編今讀. 2 . 人生、藝術篇 李元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156 落跑這一家 陳維鸚著; 李月玲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163 人生困惑問莊子. 第二部 傅佩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00 孤獨在一起: 我記得那些可愛的人 王正方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17 臺灣現代詩手抄本 張默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24 我的爸爸上電視 花格子著; 王淑慧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31 機車生活 吳億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48 相思月娘 李潼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55 熱地圖 吳鈞堯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62 與春光嬉戲 廖玉蕙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79 創作課 周芬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86 散文課 周芬伶著 2014-02-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35974 蔬果汁排毒養生 陳冠廷著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490 成語猜謎100題 呂思樺作; 游景源繪圖 2012-05-00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136575 火車小百科 王保華作 2012-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582 船艦小百科 王保華作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650 愛發脾氣的三角龍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圖 2012-07-00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667 愛哭的雷龍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圖 2012-07-00 修訂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歌



9789864136674 這樣調醬汁涼麵超好吃 李建軒食譜示範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6681 霸王甲蟲小百科 黃仕傑作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728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羅門繪圖 2012-10-00 修訂再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136735 三字經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6742 弟子規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6759 狗狗小百科 陳雅純撰文 2012-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766 野生動物小百科 黃健琪, 陳蕙欣撰文 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773 豆腐料理這樣做超好吃 郭泰王, 呂永順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6780 用蛋做料理就是這麼好吃 陳彥志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6797 後山小手印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策畫 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803 湯王: 120道滋補好湯,美味湯頭自己做 郭泰王食譜示範 2012-11-00 精裝 1

9789864136810 誰啟發故事中的機智 陳湄玲, 黃建堯, 張明薰作; 阿LON繪圖 2012-11-00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6827 三國演義赤壁之戰 道思文字; 阿LON繪圖 2012-11-00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6834 走進寶島看臺灣: 文化藏寶圖 陳馨儀作; 珈米, 奇兒繪圖 2012-11-00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6841 小朋友最愛看的中國民間故事 禹田編著; 張浩等繪圖 2012-11-00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6858 任性的暴龍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圖 2012-11-00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865 成語故事 蔡欣穎文字編輯;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872 唸唐詩 蔡欣穎文字編輯;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889 動物寶寶小百科 陳瑩榛撰文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902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羅門繪圖 2013-01-00 修訂再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136919 ㄅㄆㄇ數來寶 朱阿莉作; 劉鵑菁繪圖 2013-01-00 修訂再版 其他 1

9789864136926 恐龍尋寶圖 鍾玉芳執行主編;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933 交通尋寶圖 鍾玉芳執行主編;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6964 睡前5分鐘童話: 品德培養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6971 睡前5分鐘童話: 助人為樂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6988 睡前5分鐘童話: 保護自己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6995 睡前5分鐘童話: 成長學習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7015 ㄅㄆㄇ結合韻數來寶 朱阿莉作; 劉鵑菁繪圖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7022 世界探索大百科: 恐龍來了 鍾玉芳執行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046 世界探索大百科: 戰機.軍艦 王保華, 謝露靜, 杜富中撰文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053 世界探索大百科: 動物王國 鍾玉芳執行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060 大自然童謠: 吟唱三字歌 蒼弘萃執行主編;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繪圖 2013-04-00 修訂再版 其他 1

9789864137077 生活童謠: 吟唱三字歌 蒼弘萃執行主編;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繪圖 2013-04-00 修訂再版 其他 1

9789864137084 好習慣童謠: 吟唱三字歌 蒼弘萃執行主編;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繪圖 2013-04-00 修訂再版 其他 1

9789864137091 恐龍百科圖鑑 黃淑慧文字改寫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107 超震撼甲蟲王 黃仕傑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138 世界探索大百科: 海洋生物 池奕諠, 陳愷禕撰文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145 世界探索大百科: 鳥類.昆蟲 陳愷禕, 謝露靜, 杜富中撰文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152 特殊車小百科 楊克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7176 格林童話 格林兄弟原著; 唐炘炘, 黃淑姿, 吳佩珊改寫 2013-08-00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7183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黃淑慧改寫 2013-08-00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7190 我的驚奇大百科: 超級汽車 朱旻序撰文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7206 我的驚奇大百科: 動物王國 謝露靜, 杜富中撰文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7213 我的驚奇大百科: 海洋生物 陳愷禕, 池奕諠撰文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7220 我的驚奇大百科: 鳥類.昆蟲 陳愷禕, 謝露靜, 杜富中撰文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7244 危險動植物 洋洋兔編.繪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251 交通時光機 洋洋兔編.繪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268 超神奇物理 洋洋兔編.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275 飛鳥的祕密 洋洋兔編.繪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7305 寶寶隨身小書: 日常生活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孫基榮繪 2013-09-00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137312 寶寶隨身小書: 123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孫基榮繪 2013-09-00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137329 寶寶隨身小書: 顏色形狀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孫基榮繪 2013-09-00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7846 我就要一個精采的人生 劉偉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7877 1995年舊金山會議祕密決議: 消滅「劣等人種」何新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137884 李建軍傳. II, 皈依之路 皇甫森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7907 富人想的跟窮人有什麼不一樣 錢圖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7914 再怎樣都要讓你月薪破8萬 人類智庫編輯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137938 神祕共濟會: 掌控世界的黑色心臟 何新著 2012-09-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人類智庫



9789866137952 我在地球旅行: 眭澔平的世界小學堂 眭澔平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7969 平民投資王 劉鳳和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6137976 iPhone全球供應鏈大解析 曾航著 2013-04-00 精裝 1

9789866137983 那一夜,我們聊阿飄 司馬中原, 眭澔平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866722806 航空母艦歷險記 姜一錫作; 李永鎬繪圖; 王慧琳翻譯 2010-04-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7233950 自信力,改變自己成功定位: 信心是「吸引力法則」的關鍵鄭令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4000 排骨料理炸滷蒸燉 郭泰王, 張華通著 2012-04-00 精裝 1

9789865954017 贏在工作態度 朱榮躍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024 方法用對了,教孩子就不累 林格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031 不可思議神祕生物 江晃榮著 2012-06-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54048 不可思議神祕現象 人類智庫編輯部著 2012-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54055 坐月子補氣調養 梁慧敏著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54062 降低高血壓特效食譜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2012-06-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4079 瘦身排毒特效食譜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2012-06-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4086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093 鬆開手,讓孩子自己走 徐國靜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109 世界真正首富 羅特希爾德家族 陳潤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116 孩子偏食,怎麼辦? 黃瑽寧等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123 涼拌麵爽口醬汁 李建軒著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54130 拉筋疏通經絡治百病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147 寫給佛陀的27封信 羅迥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154 江河日月 馮俊科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161 哈佛名醫 活化健康的營養三寶 康景軒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54178 請你跟我這樣過 養瘦變美超簡單 超級電視台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185 蛋料理美味訣竅 陳彥志作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54208 坐月子調理保健食譜 陳世峰, 李婉萍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215 豆腐料理大廚絕活 郭泰王, 呂永順著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5954222 第一次寫英文日記 陳幸琦, 黎天曌作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4239 母乳&配方奶 育兒錦囊 主婦之友社作; 蕭照芳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246 免疫力強化大作戰 石原結實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54253 100種健康食物排行榜 趙濰企劃主編 2012-09-00 修訂三版 精裝 1

9789865954260 神奇蔬果汁自然養生法 陳冠廷食譜示範 2012-09-00 精裝 1

9789865954277 12生肖運勢大公開. 2013年 李晟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284 12星座運勢大公開. 2013年 李晟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291 圖說歷史未解之謎 楊欣倫, 李清課主編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07 小沙彌看世界: 幸福難?不難! 滄浪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14 產後媽咪健康美窈窕瘦 主婦之友社作; 蕭照芳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21 腸道戰爭 這樣吃最通便 焦耐芳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38 生肖運程每天幫你解運勢. 2013年 李晟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45 星座運程每天幫你解運勢. 2013年 李晟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52 就是要玩創意!公關達人行銷術大公開 徐健麟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76 0-3歲寶寶越玩越聰明145種益智遊戲 高潤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390 手足對症按摩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06 本草綱目對症食療藥膳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13 對症按摩消病痛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20 按摩足療治病強身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37 生肖運勢大預測. 2013年 卡羅等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44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傳奇 史蒂芬妮.柏薇琪妮(Stephanie Bonvicini)著; 蘇啟鴻譯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954451 正義的前身: 道德 道格.藍尼克(Doug Lennick), 佛瑞德.基爾(Fred Kiel)著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54468 致富寶典招財開運祕笈 王學典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75 圖說歐洲史 任德山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82 圖說日本史 任德山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499 圖解寶典 居家風水祕笈 王學典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505 圖說美國史 任德山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512 不可思議外星人神祕檔案 江晃榮著 2012-10-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5954529 對症藥膳養生事典 洪尚綱, 郭威均, 紀戊霖著 2012-12-00 修訂三版 精裝 1

9789865954536 孩子不好好吃飯,媽媽怎麼辦? 杰瑞.維科夫, 芭芭拉.優內爾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543 12時辰養生時間表 王彤著 2012-12-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4550 你應該要怕三星 高承禧等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567 請你跟我這樣過 食物安全吃健康 超級電視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574 孩子調皮又好動媽媽怎麼辦? 梁素英, 梁希旭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581 孩子動不動就哭鬧,媽媽怎麼辦? 奧德麗.瑞克, 卡洛琳.克勞德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598 蔬果食療圖典 李健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604 拉筋拍打神奇效果 吳世楠著 2012-12-00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5954611 最新癌症救命書: X線電腦刀神奇療法 陳光耀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5954628 中醫祖傳養腎祕訣 沈志順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54659 美國移民政策的發展 謝立功等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642 按摩養骨力 許美陸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54666 降低高血壓保健食譜 何一成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54673 0-6歲全腦開發祕密 徐國靜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680 降低高血壓特效食譜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2013-01-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4697 降低高血糖特效食譜 康鑑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4703 懷孕養身特效食譜 林禹宏編著 2013-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4710 孩子任性不聽話,媽媽怎麼辦? 蘇.比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727 居家風水這樣做好運才會來 李建軍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54734 居家風水傢俱擺對好運來 李建軍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4765 從頭到腳超級按摩法 曲黎敏, 陳震宇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789 廚房冰箱清潔收納術 顧詠妍, 林嘉祺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819 桃花運桃花劫 李建軍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833 8週改善糖尿病食療事典 何一成著 2013-04-00 修訂三版 精裝 1

9789865954857 腸道排毒這樣吃效果佳 陳彥甫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54864 Facebook看不見的力量 林志共, 王靜著 2013-04-00 精裝 1

9789865954871 吃對食物健康100分 趙濰企劃主編 2013-04-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4888 蔥薑蒜神奇食療法 蕭千祐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954895 腎臟病調理特效食譜 陳彥成著 2013-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954925 8週降低膽固醇食療事典 何一成著 2013-04-00 修訂三版 精裝 1

9789865954956 孩子發展遲緩,媽媽應該這樣做. 幼兒篇 杉山登志郎, 辻井正次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4970 這樣料理最健康 蘇曉音著 2013-04-00 精裝 1

9789865954987 兒童英語圖典. 名詞篇 韓國文朵朵出版社作; 陳莉苓譯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954994 兒童英語圖典. 動詞.形容詞篇 韓國文朵朵出版社作; 陳莉苓, 林銘偉譯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855017 傳統市場買什麼吃什麼 人類智庫編輯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024 肝病調理特效食譜 莊福仁, 洪尚綱作 2013-04-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5031 秋冬養生特效食譜 洪尚綱著 2013-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5048 止咳潤肺特效食譜 洪尚綱著 2013-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5055 春夏食療特效食譜 洪尚綱著 2013-04-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5062 我在地球旅行: 遇到的那些人 那些動物 那些事 眭澔平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55079 3分鐘笑到翻的日本史 櫻雪丸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55086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 尹建莉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1集 1

9789865855109 懷孕坐月子480個疑惑解答 林禹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116 老中醫教你體質調理不生病 劉靜賢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123 我們都忘了,幸福就在身邊 亞莉珊卓.史達德爾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147 孩子發展遲緩,媽媽應該這樣做. 學童篇 杉山登志郎, 辻井正次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154 你沒看懂的後宮甄嬛傳 Rosy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161 這本書說透中醫養生 樊正倫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55178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 尹建莉作 2013-03-00 二版 其他 第2集 1

9789865855185 成功父母必修58堂課 盧勤作 2013-03-00 2版 平裝 1

9789865855192 3分鐘笑到翻的日本史 櫻雪丸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55208 原來門當戶對是這麼回事 孫德剛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215 5色蔬果這樣吃最健康 蕭千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222 超級防癌食物排行榜 陳彥甫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246 圖解式降糖全書 看得懂糖尿病自療法 劉令儀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253 學會基本動詞,考試完全搞定 E&C作; 千太陽譯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5260 生理期調養特效食譜 林禹宏著 2013-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5277 腸道排毒特效食譜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2013-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5284 吃素養生特效食譜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2013-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55291 培育資優生女兒 史生榮作 2013-05-00 2版 平裝 1

9789865855307 瘦飲食 李婉萍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55314 暗河 雷米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338 金錢魔術師: 猶太人喜歡小魚吃大魚 柯君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321 求職大作戰: 沒有人教你的面試技巧 楊萃先等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55345 20幾歲一定要懂厚黑: 上班族職場人際關係 李宗吾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352 跟著老外說英語: 不用出國,零時差學習 人類智庫編輯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5390 IQ決定成績,EQ決定成功 陳添富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406 圖解式細說女性醫學 趙慶新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413 就愛青花魚教練: 5分鐘在家打造完美身材 崔誠兆作; 許葳翻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55451 3分鐘笑到翻的日本史: 日本野心,夢碎 櫻雪丸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55468 20000單字,搞定英檢、新多益、托福、GRE 李政純特約編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5475 3分鐘笑到翻日本史. 4: 江戶時代,來臨 櫻雪丸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482 學會基本動詞,考試完全搞定 E&C作 ; 千太陽譯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5505 很老很老的老偏方. 4, 中老年病痛一掃光 朱曉平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55512 出國打工度假6000句英語會話 蘇秦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5529 嬰幼兒健康飲食 李婉萍, 葉庭吉, 鍾碧芳聯合著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536 蔬食料理精華: 22位頂級大廚教您輕鬆料理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55543 跟著美國小學課本學單字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5550 瘦身養顏蔬果汁 李健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567 人生從此不一樣 戴晨志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574 神奇對症蔬果汁 陳冠廷食譜製作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5581 李建軍風水常識100問 李建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598 一起狗日子: 網路人氣狗的心情告白 人類智庫出版社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55604 水草小盆栽: 上班族水草心情物語 郭毓仁, 王勝弘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611 生肖運勢大預測. 2014年 卡羅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628 淑麗氣象趴趴GO: 全台60個私房景點任你玩 王淑麗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55635 高血壓就要這樣吃 武強, 何一成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精裝 1

9789865855642 防癌就要這樣吃 謝瑞坤著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55659 坐月子就要這樣吃 林禹宏著 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55666 減肥5公斤就要這樣吃 林禹宏著 2013-09-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55680 腦育智力遊戲 広木克行作; 蕭照芳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697 春夏秋冬24節氣養生法 唐博祥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703 居家風水88條禁忌 湯鎮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710 今生一定要去!全球最美夢幻度假樂園 三好和義作; 洪玉樹, 李伊芳, 劉亭均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727 圖解英文句子結構 蘇秦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734 青城太極 劉綏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741 很老很老的老偏方. 5, 寶寶小兒病一掃光 柴小姝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55758 糖尿病就要這樣吃 何一成著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5855772 中藥材養生就要這樣吃 葉翹著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5855789 星座運程每天幫你解運勢. 2014年 李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796 生肖運程每天幫你解運勢. 2014年 李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802 多肉植物這樣玩: 新手必備多肉養護大全 二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819 一句禪語,悟出人生: 讓煩惱轉眼消失的心靈解藥木升野俊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826 跟著美國小學課本學閱讀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5833 補氣補血這樣做最有效 孫立彬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55871 壽司圖鑑321+: 隨身必備的速查寶典 藤原昌高作; 洪玉樹, 鍾瑞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888 蔡上機大開運. 2014 蔡上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895 阿湯哥開運農民曆. 2014 湯鎮瑋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5932 100美元住豪華度假酒店 增島實, 桑野貴子, 鈴木さちこ著; 李伊芳翻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2365 晚安,寶貝 方素珍譯寫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401 一定要出發的臺灣風情小鎮.村莊 東方食宿網,環島夢想家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425 日本慢慢嚼: 找店、點菜、道地吃法吃遍日本好料三絕招正樹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432 首爾就該這樣慢慢玩. 2: 玩遍首爾跟著小梨準沒錯!小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95644 一枝不聽話的筆 法蘭克.杜墨(Frank W. Dormer)文.圖; 劉清彥翻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大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9

送存冊數共計：159

上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18615 土地登記實務突破 大日出版社編著 2013-03-00 第1版 平裝 1

9789578418622 不動產估價學 游適銘編著 2014-02-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515 浮萍歌聲 戴之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2522 雲的联想 戴宗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915 閱讀與寫作課程教學內容析論: 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為研究範例李蓬齡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2866 我的愛在我身邊: 有狗不寂寞 影山直美著; 楊明綺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030 把鬼點子送給你 NHK「工作學的建議」制作班著; 陳惠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047 賈伯斯抓住人心簡報力: 25個讓聽眾為之瘋狂的說話技巧鄭碩教著; 林侑毅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054 去紐約上設計課 Loonie Park, 金善美, 張旻著; 陳品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061 鬼騎士 柯奈莉亞.馮克(Cornelia Funke)著; 鄭納無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085 我愛做家事,小家很有FU: 生活品味,從照顧家的細節開始,找到家的好感覺,從享受做家事開始!李蕙先著; 曾晏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092 北海道我真的冷到: 澎湃野吉旅行趣. 3 澎湃野吉著; 張秋明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08 我這麼有魅力,為何還單身? 任基良著; 林文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15 寫給自己的讚美日記 手塚千砂子著; 詹慕如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22 13年不上班還沒餓死的秘密 米果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立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屯



9789861793139 我這樣教出創意滿分的孩子 韓潔瑪著; 賈蕙如, 高俊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53 第一次出國就去義大利: 澎湃野吉旅行趣. 1 澎湃野吉著; 張秋明譯 2013-12-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238 1年計劃 10年對話: 預約10年後的自己,需要年年實踐與更新褚士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63482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閱讀N5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黃茗楚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550 新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單字大全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727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閱讀N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黃茗楚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3758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閱讀N2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3765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閱讀N1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3772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聽力N3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772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聽力N3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789 看雜誌學日語會話: 五顆星「時尚生活」學習法大山和佳子等合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819 看雜誌學流行口語日語: 五顆星「時尚生活」學習法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吳冠儀合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826 絕對合格!日檢N5讀本. 上,單字、文法、聽力、閱讀一本就過!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2463833 絕對合格!日檢N5讀本. 下, 單字、文法、聽力、閱讀一本就過!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2463840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單字N1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857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單字N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864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單字N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871 認真就輸了!日語50音的玩樂派對 西村惠子, 吳冠儀合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888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N1,N2,N3,N4,N5必考單字2000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2835 英語單字這樣學就行啦 李洋著 2013-0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51080 哇!這就是我要的KK音標 里昂著 2007-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51530 英語句型 這樣學就行啦 里昂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51516 英語句型 這樣學就行啦 里昂著 2007-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92635 溜美國話51個句就行啦 里昂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23028 絕對合格!日檢閱讀3級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著 2008-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23110 每天10分鐘旅遊英會話 里昂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23738 商務英語1200這樣學就行啦 里昂著 2008-1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山田社



9789866623752 商務英語1200這樣學就行啦 里昂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23998 日本語文法.句型辭典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2009-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64638 旅遊日語簡單到不行 林德盛, 田中陽子著 200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64652 旅遊日語簡單到不行 林德盛, 田中陽子著 2009-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0214 完全攻略英檢初級單字1500 里昂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0559 溜日本話中文就行啦 山田玲奈, 賴美勝合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0856 溜美國話中文就行啦 里昂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1211 絕對合格日檢文法1-4級辭典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200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1433 從早到晚的日語會話 山田玲奈著 2009-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1617 史上最好用日單6000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1730 日語文法就是這麼簡單 西村惠子, 山田玲奈合著 200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1976 史上最好用日語會話6000 吉松由美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072 英語單字4000辭典 李冠宇著 2010-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379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 N3: 新制對應!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著 201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416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 N4: 新制對應! 吉松由美著 201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409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 N4: 新制對應! 吉松由美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447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 N5: 新制對應! 小池直子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454 絕對合格日檢單字. N5: 新制對應! 小池直子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713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聽力. N4 吉松由美等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713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聽力. N4 吉松由美等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751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聽力. N5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黃茗楚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2874 我的第一本日語50音 吉松由美, 山田玲奈著 2010-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208 日語50音好簡單(大字版) 吉松由美, 李品合著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3307 溜日語會話這樣就行啦 吉松由美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270 趙剛: 另一個現實 林岱隆, 鄭默執行編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4287 蕭勤: 大能量 林岱隆, 鄭默, 周韶洳執行編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24294 化外影語: 劉時棟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8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9789868997400 月之暗面: 何塞. 馬利亞.卡諾作品選集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7417 彩虹X糖水X壞靈魂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38701 慾圖.吉祥 郭維國[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54948 新譯元稹詩文選 郭自虎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5761 從身旁事物開始學習的生活英語 古藤晃著;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譯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6478 小學生國語辭典 三民書局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4-01-00 增訂三版 精裝 1

9789571457352 藉題發揮: 得意忘形 葉東進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7543 做人難.不難: 職場溝通的10堂講座 王淑俐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243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 第四冊 黃志民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373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試題解析 康蕙芬編著 2014-01-00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58540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自學手冊 季子欽, 林怡慧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458557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自學手冊 洪邦棣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458588 民事訴訟法論 陳計男著 2014-01-00 修訂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58618 生命教育 黃德祥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625 臺海滄桑七十年 楚崧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625 臺海滄桑七十年 楚崧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632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張錦源著 2014-01-00 修訂十八版 精裝 1

9789571458656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四冊 古偉瀛, 王世宗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670 湯姆士.華生 王珈珞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687 柴契爾夫人 李民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694 可可.香奈兒 李民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00 弗萊明 郭怡汾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17 約翰.藍儂 李寬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未來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9789571458724 希區考克 陳佩萱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48 雨果 張純瑛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55 馬丁.路德.金恩 胡其瑞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62 人間小小說 王瓊玲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79 一夜新娘: 望風亭傳奇 王瓊玲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793 蘇菲的日記 Dora Musielak著; 洪萬生, 洪贊天, 黃俊瑋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809 曼德拉 詹文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823 新譯高適岑參詩選 孫欽善, 陳鐵民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830 新譯袁枚詩文選 王英志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847 刑法各論 甘添貴著 2014-02-00 增訂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58854 社會學概要 何文男, 李天賞編著 2014-02-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878 生命教育活動手冊 黃德祥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2585 現代臺灣文學媽祖的編寫與解讀 徐禎苓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270 弦外之音 白雲老禪師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9287 白雲深處 白雲老禪師作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7157 記得帶傘. 2, 寫給臺灣孩子的大自然故事 大步出版編輯部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大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白雲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8111 動物精的祕密 陳郁如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128 千年之約 陳郁如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494 穿越神異界 陳郁如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30 樹頂的藍天 李光福文; 徐建國圖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88654 催眠惡靈大戰東之海胖鯨 黃文輝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61 我哭喔 王文華文; 康宗仰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78 黑臉貓的好運帽 徐瑞蓮文; 施佩吟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685 我ㄐㄧㄡˋ是帥 王華文; 蔡兆倫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39 愛在我們家 趙婷, 孫玉勤文; 徐建國圖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8746 遇見莫那.魯道 彭素華作; 徐至宏畫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53 快樂的祕密 阿德蝸文; 陳又凌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60 香香公主魔法鞋 王美慧文; SEVEN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77 小四愛作怪之老子來了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84 鬼強盜與大屎神 鄭宗弦文; 陳完玲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791 愛說謊的小鸚鵡 鄭宗弦文; 徐建國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807 閱讀有妙招,教學馬上好 陳麗雲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814 識字真容易 陳麗雲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821 我會寫日記 陳麗雲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838 不再寫錯字: 錯別字診斷室 陳麗雲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8845 飆球 李光福文; 李長駿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710 革命志侶.書畫情緣: 韓靜遠、包一民書畫合輯 李憲章, 許春慧, 楊小萍採訪.撰稿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99098 大往生: 最先進的醫療技術無法帶給你最幸福的生命終點中村仁一著; 蕭雲菁譯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大官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9789862299609 精準預測: 如何從巨量雜訊中,看出重要的信號? 奈特.席佛(Nate Silver)著; 蘇子堯譯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84877 柴可夫斯基經典芭蕾舞劇: 「天鵝湖」「睡美人」與「胡桃鉗」劇情架構之研究劉黎媖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6219 超殘酷愛情心理測驗 艾莉絲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387 超麻辣愛情心理測驗 艾莉絲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17 情場逆轉術 夏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48 值得玩味的職場生存哲學 潘瑋裕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55 做人不要太計較,晚上才會睡好覺! 羅奕軒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62 走進愛情廚房: 保證你會愛死我 何貝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09 人生不就醬,幹嘛跟自己過不去! 佐香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16 你不該只有如此: 測試自我能力的成功遊戲心理學愛薇兒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30 簡單生活,開心就是富有! 羅奕軒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47 給愛一個容器,婚姻才不會出現危機 何貝拉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54 婚姻的四堂輔導課: 妳和他想的不一樣 俞詠皓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61 一半清醒一半醉,細細品禪人間味 孫郡鍇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78 彎得下腰才叫成熟,放得下身段才是高手! 葉振廷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85 眼明.手快.罩子亮的職場反應力心理學 潘瑋裕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0140 微愛情不告白 丁繁繁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157 我很好希望你也是 微詠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164 不在一起才最想念 貓草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於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拓文化



9789868910171 距離妳的愛情,我還有多遠 三千年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195 戀愛,或者以為是戀愛 微詠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04 單身未必一個人 微詠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35 愛的彼岸只想你也在 貓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42 原來,寂寞這麼好 荒木渡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74669 RFID資訊系統設計與應用開發 劉佳灝, 饒瑞佶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6007 徹底研究MATLAB程式設計與實務 趙海濱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056 3ds Max進階程序貼圖的藝術 楊雪果著 2013-08-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578940 失控的正當性: 揭密史諾登背後的超視模全球監聽計畫東鳥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8957 給未來的一種新思考: 植物工廠 方煒, 陳家詡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060 大數據挖掘: 從巨量資料發現別人看不到的秘密譚磊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145 達標!Word 2013經典範例應用 林文強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152 用InDesign CC輕鬆做設計 戴孟宗, 汪玟杏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183 淘寶,技術為王: 這群工程師如何打敗eBay,用10年建立中國網購江山子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190 時尚美甲聖經: 一本搞定,十倍奉還的指尖魅力! 尹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206 家家都有總鋪師: 冬令進補DIY 中藥養生堂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213 女孩の第一本絲巾教學書: 教妳靈活運用絲巾X圍巾,手殘女也能變身造型大師摩天文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220 愈工作愈快樂: 稻盛和夫的幸福工作學 吳學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237 黃金海嘯 Gold Tsunami: 金色浪潮下的東西方貨幣戰史阮崇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244 健康東西軍: 今天你想怎麼吃?: 精選食材及膳食宜忌速查寶典漢竹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251 足裹自癒力: 1日5分!輕鬆按出健康不必等腳底按摩穴位全圖解薛永閣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268 C/C++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275 Office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282 天下3D學院. 2014: 3ds Max 機械零件設計暨機械動畫設計寶典呂瑞城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299 資料庫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Basic 2012 李春雄著 2014-0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305 Maya.揭開Mental Ray材質與渲染的面紗 陳路石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312 6堂課精通3DS MAX遊戲特效製作 張天驥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上奇資訊



9789862579329 GAE(GOOGLE APP ENGINE)雲端資料庫實作 張東淼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336 餐巾.餐心: 溫柔的藝術x溫暖的溫度,從摺餐巾開始!劉德樞, 雙福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343 愉悅.瑜伽初體驗: 平靜x放鬆x伸展x雕塑體態的7天體操張菁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350 達標!Windows 8.1 李慶宗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9367 Linux 核心虛擬系統-KVM: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陳松林, 林宣佑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374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OS X Server Essentials Arek Dreyer, Ben Greisler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381 速學資料結構使用Java 梁采汝, 陳于蓉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398 動態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Visual Basic 李春雄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404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0使用C# 2010 李春雄, 洪瑞展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411 Maya 3D武打動畫超簡單輕鬆做 白乃遠等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428 3D賣場規劃與設計專題實作 呂育德, 蕭博仁, 曾炳榮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435 Mac OS X 超簡單輕鬆上手 Kate Binder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442 1臺相機,9種狀況,258個秘訣: 讓你變成最強素人攝影師Fun視覺著 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459 AUTO OUT!人機一體: 攝影師給素人的完美作品指南楊品, 趙崗, 李柏秋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466 Let there be light: 完全曝光手冊: 掌握光線攝影就成功了一半!iPhoto工作室編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473 我與DSLR的生活日記簿 夏永恒, 王欣然, 鄭曉潔著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480 跟Adobe徹底研究Illustrator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吳國慶譯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497 徹底研究Android/iOS跨平臺Web應用程式開發with PhoneGap饒俠, 張堅, 趙莉萍著; 胡嘉璽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9503 精油芳療DIY圖典: 98帖美膚x排毒x瘦身多效配方何瓊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510 馬上就會Excel 2013商務實作與應用 數位新知, 秦邦皓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9527 燴思漫享: 享受繪畫55道異國の料理故事 吉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534 當了交換學生,讓我看見另類的China: 一位臺灣學子的遊學中國記錄王永霖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541 Windows8.1市集應用程式開發之鑰: 採用XAML及C#王安邦著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558 蔬果的好,本草綱目最知道: 結合中醫養生和現代營養學,教你吃出自我療癒力本草綱目整理委員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565 好飲.花草茶道: 抒壓排毒、瘦身美顏,你最需要的100種養生保健茶(圖解版)雙福, 趙峻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572 一定瘦得了: 印度大師的全時極效燃脂瑜珈,想到就做,輕鬆減肥瘦身、雕塑完美體型Manu, 雙福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589 Windows 8.1市集應用程式開發之鑰: 使用XAML及VB(For Windows 8.1)王安邦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596 大師親授Photoshop CS6精湛設計 蕭立文著 2014-0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602 Mac OS X 這樣玩就對了 數位領航著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619 美元如何綁架全球經濟: 逼世界買單的美債大陰謀李國平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626 數位相片網路行銷: 大戰開打了!!! Rafael "RC" Concepcion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633 動漫達人修煉術: 夢幻素顏描繪教學 樂畫工房, 錦標, 李鋒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640 動漫達人修煉術: Q版人物素描技法 MCOO動漫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657 達標!Access 2013經典範例應用 呂明義著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664 Flash遊戲設計Try it! 李長沛著 2014-0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671 資料庫設計與應用Access 張瑞立著 2014-0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2579688 動漫達人修煉術: 特效與氣氛營造教學 樂畫工房, 凌寒, 張小奔編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695 動漫達人修煉術: 古典人物素描技法 MCOO動漫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701 Photoshop決戰時裝伸展臺 溫鑫工作室著 2014-01-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579718 跟Adobe徹底研究用CC作設計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吳國慶譯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725 跟Adobe徹底研究After Effects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徐政棠譯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2579732 完全掌握Canon Eos 陳磊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9749 徹底研究SAS統計分析與應用 汪海波等編著; 胡家璽譯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579756 你可以不用步步驚心: 一起穿越歷史搞懂經濟學潛規則汪虎山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763 快速學會Visual C# 2010的24堂課 Dorman Scott著; 雷克斯譯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770 偷窺總經理的薪資條: CEO的薪酬怎麼給?想挖角高階經理人,有些事你一定要知道!平觀海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794 HTML 5多媒體開發與設計極速上手 Ian Devlin著; 楊雯祺譯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579800 Flash創意設計點子王 陳膺仁等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79817 圖解網際網路運作原理 Preston Gralla著; 簡國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831 透視三維建模: 藝術、技巧與速度的完美結合 張向春著 2014-01-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579848 動漫達人修煉術: 快手打造草稿技法 樂畫工房, 洪濤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855 色鉛筆の彩繪世界. 服裝飾品篇 涂涂貓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862 這些Logo,原來是這樣來的!: 世界最著名的60個品牌文化與創立故事徐航明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879 英國微旅行: 享受文藝.典雅.下午茶的貴族生活小確幸<>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886 砂礫堆中挑珍珠?: 選人、用人、育人、留人的9項管理秘訣孫科柳, 潘長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893 365天從頭到腳最完整的刮痧養生保健全書(熱銷典藏版)吳中朝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79916 糖尿病飲食速查隨身寶典 龔僕著 2014-0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579923 給子女的職場書: 工作就要執行力 劉柏華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930 食物相宜相剋隨身寶典: 史上最齊全家庭飲食健康書(熱賣慶功版)張宇著 2014-0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579947 Hola!我在中南美洲的神鬼奇航: 1張簽證、7個國家,單身OL用121天勇闖天涯顧曲圖.文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961 吟龍行: 高伯隆十年水彩畫涯潛龍典藏 高伯隆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985 徹底研究jQuery Mobile+PHP手機程式及網站開發張亞飛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024 徹底研究Android系統程式碼 羅昇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031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ACA)國際認證: Adobe Photoshop CS6視覺設計與影像合成處理m-plus普生數位科技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4048 晉身世界第一流程式設計師: 157個完美化C#的建議陸敏技著 2014-0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4055 動漫達人修煉術: 完全自學手冊 MCOO動漫著 2014-0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4062 動漫達人修煉術: 漫畫分鏡表現 Oran豬著 2014-0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4079 CANON 5D Mark. III, 我的出凡入聖之道 Ibarionex Perello著 2014-0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4086 網站開發新路線: jQuery核心詳解與實踐應用 朱印宏著 2014-02-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714093 給子女的職場書: 忠誠力就是你的競爭力! 華春月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109 51單晶片微電腦系統開發應用 鄭鋒等著 2014-0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4116 Excel數據分析這樣做 李宗民著 2014-02-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714147 構圖,凝結瞬間的永恆 宿偉東著 2014-0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4178 攝影Q&A: 數位單眼攝影常見問題診斷 馬玉鳴, 銳藝視覺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4239 騎夢: 從雲南到倫敦,以熱血為名的單車旅誌 727車隊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260 大數據浪潮: 探索BIG DATA之洶湧,找出人潮、錢潮、資訊潮李德偉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345 暗房的燈亮了嗎?: 影像技術的革新遞嬗,唯有經典的觀念,顯影攝影的靈魂安娜.福克斯(Anna Fox), 娜塔莎.卡魯阿納(Natasha Caruana)作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352 美人臉書: 12個臉部基礎保養習慣、18道美顏食譜、50招簡易臉部穴位按摩悠悠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383 給子女的職場書: 好習慣比學歷更重要 王瑞永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0462 佐藤公聰油畫作品集 佐藤公聰作; 蔡侑蓁編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0051 精準的閒晃: 一種做事情、和打發時間的方式。叫做優雅海瑞特.薇提.蘿契芙(Harriet Welty Rochefort)作; 陳芳誼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075 這麼動人的句子,是怎麼想出來的? 小川志仁著; 劉錦秀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70099 你,就是自己最好的醫生: 伸展、按摩、食療與刺激穴道,全圖解示範,90%的病自己會好!岡本裕著; 劉錦秀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12 懂了憂鬱,於是你真的快樂了: 多愁善感的小小練習瑪麗拉.薩托里歐斯(Mariela Sartorius)著; 杜子倩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29 不滿意也不討厭的工作,我該怎麼辦?: 循環人的工作竅門,讓你馬上擺脫現狀清水克彥著; 林怡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1

送存冊數共計：101

凡亞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9789865770136 買房賺千萬,比買股更簡單: 溫國信買房也像滾雪球,用房貸累積財富溫國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43 老實人上天堂,會說謊無往不利: 說謊,是你最該學、也最該隱藏的實力烏特.愛爾哈德特(Ute Ehrhardt), 威廉.尤能(Wilhelm Johnen)作; 徐潔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50 飆股的長相: 我不看財報, 照樣選對股票 林則行著; 鄭舜瓏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67 我是難民高中生: 不符期待,你們就說我變壞,於是我得更壞,才活的下來仁藤夢乃著; 劉錦秀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70174 中國不承認的地下經濟: 台灣離不開中國,中國離不開地下經濟富坂聰著; 江裕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81 存好股,我穩穩賺! 溫國信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198 一句入魂的傳達力: 掌握關鍵十個字,讓別人馬上聽你的、立刻記住你佐佐木圭一著; 張智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04 大人の夢 餐飲店創業聖經: 第一次開餐飲店就賺錢,1個公式、3種方法,按7步驟最詳盡實戰手冊<>編輯部著; 黃瓊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11 那些你不解的行為,心理學家都有答案: 明明被詐騙卻不承認,明明沒發生卻堅持「我記得」,why?喬爾.利維(Joel Levy)著; 黃庭敏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35591 方圓之間: 柯鴻圖平面設計作品集 柯鴻圖作 2014-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7431 噴射龜 蔡明原文; 黃祈嘉圖 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3914 曹操掉下去了 王文華文; 陳狐狸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33904 阿肯的歡樂之家 劉育豪著; 江長芳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233911 細雨日遲遲 仲冬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233928 築夢飛翔,我的世界宇宙大 莊淑靜編著; 孫心瑜繪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女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也是文創



9789862500637 貼心話揪甘心ね人生菜鳥筆記本!: 學日本人如何把貼心當做賣點林德勝, 吳欣樺合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00668 看雜誌學日語句型: 五顆星「時尚生活」學習法西村惠子, 黃茗楚, 吳冠儀合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00675 菜鳥事件簿100: 寫了就瘦!我的減肥筆記本 滾石不生苔, 小隻女粉絲團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00682 看雜誌學日語單字: 五顆星「時尚生活」學習法西村惠子, 吳冠儀合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00699 學日本人把感謝變賣點!: 我的感謝筆記本: 感謝就能圓夢林德勝, 吳欣樺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00705 完全攻略英檢中級單字2500 里昂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00729 從書中找「眉眉角角」! 我的閱讀筆記本 林德勝, 吳欣樺, 郭玲莉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8131 在日本生活15年: 小櫻的生活單字筆記 林德勝, 久保田洋子合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6866 完全攻略英檢初級文法120 里昂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9623 不失敗!懶人園藝法 井上忠佳作; 高詹燦, 劉中儀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630 人體解剖圖: 精準畫出人物姿勢 岩崎小太郎作; 林麗紅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647 親手調理與狗狗共享的鮮食譜 主婦の友社作; 林麗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654 極M!數學女孩: 課餘時間的3角習題 安田まさえ作; 高詹燦, 黃正由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661 鬆、酥、脆、軟!手作餅乾4種口感大不同 下永惠美作; 沙子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678 一本最簡單易懂的圖解日本史 河合敦著; Freehand漫畫; 郭玉梅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685 生病不要完全聽醫生的! 安保徹, 永野剛造, 福田稔作; 大放譯彩翻譯社, 李明穎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4412 鐘金水收藏: 臺灣關係古籍善本圖錄 楊永智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9563 攝影師之魂 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著; 施昀佑, 黃一凱, 陳依秋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648 家事的撫慰 雪瑞.孟德森(Cheryl Mendelson)著; 林慧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員文史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262 淨慈要語; 真快樂合刊 (明)永覺元賢禪師述; 德育推行社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279 大乘起信論直解 孫劍鋒編釋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286 文化與和平 法振老法師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293 善導大師畫傳(光明和尚) 王汝偉居士繪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309 佛學指南 丁福保編纂; 梅光羲節錄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309 佛學指南 丁福保編纂; 梅光羲節錄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1209 苗栗縣西畫學會作品集. 二 楊明宗總編輯 2005-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2627 健康的真相 廖曉華, 田洪均, 劉麗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2856 臺灣好食在: 尚好呷ㄟ101味 陳頌欣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7005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14-03-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072 毒舌的技術 北野武作; 賴庭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工程、專案與生產管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千祥文具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乘精舍印經會



9789865797089 業績絕對達成的技術:這樣當主管,不僅有業績,部下也同心橫山信弘作; 江裕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102 華爾街刺蝟投資客: 貪婪是一種美德,避險基金教父的投資手記巴頓.畢格斯著; 王柏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511 客家學術研討會: 客家文化與故鄉藝理抒懷情: 會議論文集古國順, 廖美蘭, 劉紹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91511 客家學術研討會: 客家文化與故鄉藝理抒懷情: 會議論文集古國順, 廖美蘭, 劉紹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91528 紙織人生繡傳情 中華紙繡協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53222 行銷學大意 李梅濬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239 警察勤務概要與家戶訪查概要 胡伯強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246 法學大意 林懋華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253 倉儲管理大意 張世勳編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260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王玉青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277 九十八年地方五等(共同科目、一般行政)最新試題精析[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284 經濟學(含概要)模擬試題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07 旅運管理大意模擬試題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14 作文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21 公務員法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38 鐵路特考社會學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45 民法總則模擬試題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69 國際貿易概要模擬試題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83 法學知識與英文題庫攻略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390 經濟學模擬試題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406 環保常識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420 國文精選2000題題庫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444 英文精選2000題題庫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華傳真



9789862153468 企業管理測驗題2000題精析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475 英文 王文充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482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05 資料庫應用 胡博文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12 公文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29 保安警察學、警察勤務與家戶訪查經典模擬試題[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36 土地行政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43 公民精選2000題題庫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50 土地及都市計劃相關法規 簡亞淇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67 國文1000題精析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74 智力測驗1000題精析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81 一般及交通常識1000題精析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598 外交特考國際新聞人員比較政治 蕭永昌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604 經濟學 陳人鵬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611 國文精選2000題題庫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628 外交特考近代外交史 王玉青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642 國際公法講義 廖震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659 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666 資訊管理(測驗題型) 陳啟豐, 林勇志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03 服務管理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10 程式語言(含程式設計) 周邵其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27 計算機概論 陳啟豐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34 國際經濟學 陳品茹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41 客家歷史與文化(含概要) 編委會編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58 客家政治與經濟(含概要) 鍾和政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65 外交特考中華民國憲法 陳憲儀編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89 資訊管理大意 林勇志, 陳啟豐編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796 地方自治法規 廖其偉編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802 刑法概要模擬試題 [大華傳真]編委會編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819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 蘇建華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826 社會工作實務(含概要)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833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含概要)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840 中華民國憲法大意 廖其偉編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888 勞動基準法與勞動三法 編委會編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895 銀行業務(含銀行實務) 李宏琦編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901 法學緒論 廖其偉編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918 行政程序法 胡伯強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925 經濟學(測驗題型) 陳人鵬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56406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法學緒論 陳盛編著 2013-09-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6529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2013-10-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6543 財務管理焦點複習講義 周良編著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6567 大學升了沒升大指考國文科(精準命中題庫+歷年試題完全破解)千華名師群編著 2013-10-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6574 機械力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湯齊, 杜主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635 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0-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6642 農產運銷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2013-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6659 警專甲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2013-10-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6666 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強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乙、中外歷史、中外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2013-10-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6680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焦點速成+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2013-11-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6727 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2013-10-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6741 行政學(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2013-10-00 第二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6758 史上最強!警專甲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2013-10-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6765 行政法輕鬆上手 林志忠編著 2013-11-00 第二十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6789 警察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0-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6802 社會學 陳月娥編著 2013-10-00 第十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6819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2013-10-00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6826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2013-10-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6833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2013-10-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6840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 羅格思, 章庠編著 2013-12-00 第八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3156857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總複習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1-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6864 一書掌握高普考英文 千華英文名師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6871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0-00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6888 國文: 測驗作答滿分要術 尚素麗, 鍾裕編著 2013-11-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6895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嚴選題庫 李振濤編著 2013-11-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6901 經濟學 王志成編著 2013-11-00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6918 升大指考數學乙科(精準命中題庫+歷年試題完全破解)阮天編著 2013-12-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925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2013-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6932 民法親屬與繼承編(含概要) 成宜霖, 羅格思, 關偉編著 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6949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2013-11-00 第二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6956 社會工作 陳月娥編著 2013-11-00 第二十版 其他 1

9789863156963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劉政編著 2013-11-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970 移民政策與法規 張瀚騰編著 2013-11-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6994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憲法(含概要) 林俐編著 2013-11-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7014 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2013-11-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7021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朱華聆編著 2013-11-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038 英文頻出題庫 凱旋編著 2013-11-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7045 國貿業務乙級技術士: 學術科技能檢定得分寶典陳忠孝編著 2013-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7052 心理學(含概要)主題式高分寶典(包括諮商與輔導)艾育編著 2013-12-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7069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2013-11-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7076 領隊新題型黑帶特訓 林俐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083 英文歷年試題解析 倪明編著 2013-12-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090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2013-11-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106 公民(鐵路特考) 邱樺編著 2013-11-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7113 法學大意(鐵路特考) 羅格思, 章庠編著 2013-11-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120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 敦弘, 羅格思, 章懷編著 2013-11-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137 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鐵路特考) 白文傑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144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陳鴻慶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151 導遊新題型黑帶特訓 林俐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168 火災學(含概要) 夏鵬翔編著 2013-11-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7175 國文: 測驗滿分要術(鐵路特考) 尚素麗, 鍾裕編著 2013-12-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7182 簡易郵政英文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2-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205 大學升了沒: 物理科(精準命中題庫+歷年試題完全破解)陳家豪, 葉簡捷編著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7212 鐵路英文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3-12-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7229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租稅各論 歐欣亞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7236 郵政英文勝經 劉似蓉編著 2013-12-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7243 大學升了沒: 升大指考歷史科(精準命中題庫+歷年試題完全破解)張秦編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7250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2013-1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7267 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7274 公務員法 林志忠編著 2013-11-00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7281 會計學概要(依據最新IFRS精編) 歐欣亞編著 2013-11-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7298 圖解式行政學(含概要): 附主題式精選題庫 淨文編著 2013-12-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328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2013-12-00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7335 運輸學大意 白崑成編著 2013-12-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7342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2013-11-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366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2013-12-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157373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學術科經典試題總彙黃金銀, 王森編著 2013-12-00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7380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歷年試題解析 常知安編著 2013-12-00 第三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397 勞工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歷年試題解析 常知安編著 2013-12-00 第二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7403 勞工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 黃金銀, 黃勝暉編著 2013-12-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7410 教師甄試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101-102年度 歐昌豪編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57427 警察情境實務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7441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458 大學升了沒: 升大學測、指考公民與社會科(精準命中題庫+歷年試題完全破解)陽曄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465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外勤) 陳金城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489 企業管理(含大意) 陳金城編著 2013-12-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7496 企業管理大意 陳金城編著 2013-12-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7502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內勤) 陳金城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519 鐵路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高明, 尚榜編著 2014-01-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7526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七. 102年度 陳培林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7533 刑法總則 成傑編著 2013-12-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7540 行政法(含概要)頻出題庫 劉政編著 2013-11-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7564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郝強編著 2014-01-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7595 警察專業英文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649 鐵路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與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 2014-01-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7656 社會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陳月娥編著 2014-01-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7663 行政法(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2014-01-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7670 法學緒論頻出題庫 穆儀, 羅格思, 章庠編著 2013-12-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7694 搶救教甄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4110 found: 吳玉成攝影集 吳玉成作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0685 逆向思維正向詮釋的創作方法與實例: 創作報告謝堅銘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0661 3D環物虛擬實境: VR Worx數位化實務 鄭國裕, 邊瑞芬, 黃鈺珍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0678 2013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第九屆課程、教學與評量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黃德祥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0678 2013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第九屆課程、教學與評量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黃德祥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教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休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89

送存冊數共計：89

士詠藝術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4634 真的假的啊! 幾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26 中國古典詩歌的美感特質與吟誦 葉嘉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71 漫畫孫子兵法.韓非子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88 漫畫史記.世說新語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795 漫畫六朝怪談.聊齋誌異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01 漫畫唐詩說.宋詞說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18 漫畫唐詩三百首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25 漫畫菜根譚.孝經 蔡志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49 你們你們好 郝方竹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856 迦陵詩詞稿 葉嘉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900 超熱賣商品的秘密 Anita Elberse著; 許恬寧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917 噩夢之後 柯熙.卓安(Koethi Zan)著; 柯清心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924 長頸鹿的脖子 茱迪絲.夏朗斯基(Judith Schalansky)著; 管中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931 竇娥冤: 感天動地的竇娥 王蕙瑄故事; 榮馬繪圖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4948 水滸傳: 梁山好漢 王宇清故事; 李遠聰繪圖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4955 世說新語: 魏晉人物畫廊 林羽艷故事; 吳亦之繪圖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4962 搜神記: 神怪故事集 劉美瑤故事; 顧珮仙繪圖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4979 唐人傳奇: 浪漫的傳說故事 康逸藍故事; 林心雁繪圖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4986 流水何曾洗是非: 北大「牛棚」一角 郝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4993 明白學 王俠軍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006 努爾哈赤 林佩芬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2135020 努爾哈赤 林佩芬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2135013 努爾哈赤 林佩芬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2

9789862135044 旅行的速度: 在快與慢之間,找尋人生忽略的風景!李清志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051 遠離恐怖情人: 即使癌症傷了身,心也要繼續快樂溫小平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112 幾米袖珍本. 2006-2007 幾米作 2014-02-00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5129 我的人生簡史 Stephen Hawking著; 郭兆林, 周念縈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2104 如何訂做一個好學生 Ken Bain著; 周念縈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5527 中國時空命理預測學 曹樹周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2100 型男型女日中圖解單字表現辭典 Tiffany Li作 2011-1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132117 型男型女: 英中圖解單字表現辭典 Tiffany Li作 2011-1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132391 日本語能力試験対応N1模擬考試問題集 北嶋千鶴子著 2011-10-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132421 U-CAN日本語能力試驗N1文法重點總整理 ユーキャン日本語能力試験研究会編著 2012-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132438 U-CAN日本語能力試驗N2文法重點總整理 ユーキャン日本語能力試験研究会編著 2012-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132476 增訂版題型解析日本語能力試驗N1文法問題集 岡本牧子, 氏原庸子共著 2012-04-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6132551 自然流利說日語: 文型導入+發音練習 中川千惠子, 中村則子著 2012-01-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132575 新聞日本語聽解50 瀬川由美, 紙谷幸子, 北村貞幸著 2012-04-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132636 中日英韓 歡迎光臨 飯店用語! 西蔭浩子等著 2012-1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132643 日本語能力試験N2.N3対応首創群組記憶中級漢字.語彙1500德弘康代等著 2012-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132872 U-CAN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字.語彙重點總整理ユーキャン日本語能力試験研究会編著 2012-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132889 U-CAN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文字.語彙重點總整理ユーキャン日本語能力試験研究会編著 2012-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132902 U-CAN日本語能力試験徹底攻略N1.N2聴解 コ－きャン日本語能力試験研究会編著 2012-06-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132919 日本語能力試験. N3: 快速掌握 読解 渡邉亜子, 菊池民子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132926 日本語能力試験. N3: 快速掌握 聴解 棚橋明美, 杉山ますよ, 野原ゆかり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132933 日本語聽力特訓5分鐘辨音 宮本典以子, 大崎伸城著 2012-11-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132940 中日英韓歡迎光臨餐廳用語! 西蔭浩子等著 2012-1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016 零基礎起步日語會話. 入門篇 Jリサーチ出版編 2013-03-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023 增進日本語慣用表現 小野正樹, 小林典子, 長谷川守寿著 2012-10-00 第1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210030 零基礎起步日語會話. 初級篇 Jリサーチ出版編 2013-03-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047 日本語能力試験N1快速掌握語彙 中島智子, 高橋尚子, 松本知恵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054 日中英超特急說日語. 中上級篇 斎藤仁志等著 2012-11-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061 生活日本語教室. 初級1 宿谷和子, 天坊千明著 2012-12-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078 日本語能力試験N1快速掌握読解 菊池富美子等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久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9789863210085 日本語初級. 大地 山[]佳子等編著 2012-11-00 第1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10092 日本語能力試験N1快速掌握聴解 藤田朋世等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108 日本語能力試験N1快速掌握文法 有田聡子等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115 挑戰日能測驗N4-N5漢字 唐澤和子, 木上伴子, 渋谷幹子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139 日本語能力試験N2快速掌握読解 小林ひとみ, 桑原里奈, 木林理恵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146 日本語能力試験N2快速掌握聴解 棚橋明美, 杉山ますよ, 野原ゆかり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153 日本語能力試験N2快速掌握文法 渡邉亜子, 白石知代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160 日本語能力試験N2快速掌握語彙 中島智子, 高橋尚子, 松本知恵共著 2012-10-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177 挑戰日本留學試驗對策: 物理 小宮全著 2013-05-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0184 日本語初級. 大地, 課文中譯.文法解說.問題解答山[]佳子等編著 2012-11-00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10207 日本語初級. 大地, 課文中譯.文法解說.問題解答山[]佳子等編著 2013-01-00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10191 日本語初級. 大地 山[]佳子等編著 2013-01-00 第1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10214 日本語能力試驗N4.N5對應重要漢字.語彙.例句必備1700藤井麻里著 2012-11-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221 日本語初級大地3.4基礎問題集 土井みつる編著 2013-0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269 日本事情: 網路遨遊體驗日本 佐藤和美著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283 滿點聽解. N3 中村かおり, 福島佐知, 友松悅子著 2013-05-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290 滿點文法. N3 友松悅子, 福島佐知, 中村かおり著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0306 緣源流長: 于乃明還曆集 于乃明編作 2013-05-00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7204 碧雲觀石: 軒碧雲長物誌. 壹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4569 當號角響起: 一九四九年的這些人，那些事 陸蒂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613 牛肉麵的幸福滋味 楊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2

久裕興文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3166 校園魔術師:魔術秘笈大公開 馬奇克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369 臺北80x香港90: 漫漫畫雙城 阿推等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376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茱莉.馬侯(Julie Maroh)作; 喬一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383 房間 61Chi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98130 不動產估價理論含土地估價 陳善翔編授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98154 行政法大全(申論題型) 陳傑編授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98161 行政法概要.大意經典(選擇題型) 陳傑編授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2333 中葡風情.戀上澳門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892340 泰迪熊201314 大台灣旅遊網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892357 春節年菜.全臺精選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892364 春節伴手禮.全臺精選 大臺灣旅遊網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7595 最簡單的排毒法: 家裡就有的食材,超有效避免有毒物質和食品添加物危害堀田忠弘著; 郭乃雯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9021302 繁盛店賺錢方程式: 怎麼用數字來管理,讓我的店一直賺錢?天滿晴久著; 易起宇譯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臺灣旅遊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領航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辣



9789869021319 懂這些思考的工具,你就是優秀: 工作中一定會碰到的問題,從此你都能深入分析麥可.沃德(Michael Ward)著; 廖文秀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9021326 這樣做事,你就不會被盯到死: 掌握自主權的工作技術小倉廣著; 葉冰婷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333 相處的技術: 你如何看出一個人的性格? 久保俊博著; 侯詠馨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21340 交辦的技術: 當主管就該懂的帶人訣竅 小倉廣著; 林佑純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21357 不換工作,每月加薪2萬5: 週休二日我就做老闆,贏回自主人生松尾昭仁著; 邱惠悠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3806 和鳥兒睡午覺 松橋利光攝影.文字; 木場葉子繪圖; 張東君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813 和青蛙在一起 松橋利光攝影.文字; 木場陽子繪圖; 張東君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3844 漢字會說話 陳伸創意設計; 伊藤越子圖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056 不對、不對 黃郁欽文.圖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094 南瓜弟弟去遠足 高山榮子文; 武田美穗圖; 周姚萍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100 我贊成! 宮西達也文.圖; 張桂娥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117 超神奇牙膏 宮西達也文.圖; 陳瀅如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124 超神奇洗髮精 宮西達也文.圖; 陳瀅如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131 大熊校長 今野仁美文; 井本蓉子圖; 周姚萍譯 2014-03-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155 石頭湯 強.穆特文.圖; 馬景賢譯 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162 兔子怕怕 松橋利光攝影.文字; 木場葉子繪圖; 張東君翻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179 勇敢湯 瑪莉安.柯卡-萊弗勒文.圖; 李苑芳譯 2014-0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186 猴小孩 嚴淑女文; 孫心瑜圖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209 巴士出發囉! 三浦太郎文.圖; 劉握瑜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216 幼稚園大變身 內田麟太郎文; 西村繁男圖; 周姚萍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247 是誰躲起來了? 大西悟文.圖; 周佩穎翻譯 2014-03-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1871 人間有晴天 Kimberly Willis Holt原著; 趙永芬翻譯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1925 寫作,從詩開始 沈惠芳著 2011-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111932 寶寶的第一套認知書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0-10-00 初版二刷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1949 寶寶的第一套創意書 曹俊彥文圖 2010-10-00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1956 寶寶的第一套啟蒙書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0-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397 有些時候,我特別喜歡爸爸 阿諾.阿梅哈文; 侯邦圖; 尉遲秀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403 野地上的花園 凱薩琳.嘉柏拉文; 溫蒂.哈波琳圖; 李紫蓉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472 世界奇景趴趴走 貝雅蒂斯.維隆作; 尉遲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489 世界城市趴趴走 貝雅蒂斯.維隆圖; 尉遲秀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9667 短線盤態操作解析 吳行達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6838 Coach父母學: 從「教養」變「教練」,諮商博士教你面對難懂的青春期兒女陳恆霖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913 視覺資訊的力量: 讓好故事更好看: 抓住眼球經濟的「資訊圖」格式全書傑森.蘭考(Jason Lankow), 羅斯.庫魯克斯(Ross Crooks), 喬許.里奇(Josh Ritchie)著; 簡美娟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9739 學測、指考英文單字大解密 楊正寧主編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588 大墩社大書法社作品集. 2014 陳秀雋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趣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士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墩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送存冊數共計：21

上誼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707 槍砲與西裝 華建強作 2013-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607 健康抗老要趁藻: 營養博士的不老秘密 謝明哲, 王銘富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037 感謝孩子的不完美: 用花精幫助孩子穩定情緒 林玫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143 給中小學生讀的世界地理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王敏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37150 給中小學生讀的世界地理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王敏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37167 琴鍵上的曙光 賴欣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5192 黑漆漆 米娜.麥可邁思特(Minna McMaster)文; 尤莉雅.丟爾(Julia Durr)圖; 駱俊安譯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260 向上爬,向下爬 托比亞斯.克雷區(Tobias Krejtschi)文.圖; 駱俊安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5277 我把壞心情趕走了 默德.侯桀(Maud Roegiers)著; 高郁茗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38 世界是一本巨大的圖畫書 安-蓋勒. 芭波(Anne-Gelle Balpe)文; 潔絲.包威爾(Jess Pauwels)圖; 吳宣恩譯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45 媽媽每天都好愛你 大衛.貝德福(David Bedford)文; 蘿貝卡.哈瑞(Rebecca Harry)圖; 林珊如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76 山的禮物 武鹿悅子文; 末崎茂樹圖; 林家羽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114 盧勝彥手的魔力: 佛手與魔手 盧勝彥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121 少少心懷: 心中的感動 盧勝彥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養顧問



9789865859138 對著月亮說話: 月落不離天 盧勝彥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2083 勇敢做自己: 開創全方位財務管理的壽險事業 鄢翠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5022 喚醒蔬果健康好能量: 釀出好醋.好酵素 譚絜云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14 打造自己的夢想廚房,料理空間大揭密: 5大主題、38間完美自我風格廚房金霞娜作; 張鑫莉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21 小兒對症按摩寶典: 嬰幼兒最常見11種症狀推了就有效的按摩療法程凱, 陶冶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38 吃對食物從此不用上醫院: 77種病症不藥而癒的天然美味擇食吉爾.密勒托(Gio Miletto), 蕭.索摩斯(Shaw Somers), 露西.瓊斯(Lucy Jones)作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45 每天5分鐘!徹底改變體質的超強足療法: 針對78種常見病症,連癌症、不孕症都有治癒實蹟的足部按摩近澤愛沙作; 張秀慧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52 親手製作-寶寶專用天然手工皂: 適合0-7歲嬰幼兒肌膚的手工皂x沐浴精x按摩油x尿布疹乳霜x異位性皮膚用品x空氣清淨劑安美賢作; 張珮婕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69 永不生病的關鍵: 提高體內酵素力: 日本「酵素」專家教你7天徹底提升體內酵素量,打造永不生病的體內環境鶴見隆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76 日本抗老權威教你用簡單食材吃出健康: 60道養出無病體質的美味湯品白澤卓二, 堀知佐子作; 李友君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83 日本銷售第一的芳香療法聖經: 適合全家人使用的99種精油配方與簡單易學的按摩手法和田文緒著; 藍嘉楹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190 日本中醫師的救命養生食材: 128種嚴選特效食材,排毒、抗老、防癌、恢復元氣橋口亮, 橋口玲子著; 李友君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206 幸福小宅空間規劃書 主婦之友社作; 王芝文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213 熱果汁的驚人威力: 跟著營養師瘦下去!變年輕!增強免疫力!植木桃子作; 藍嘉楹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220 驚人的血管彈力操: 每天10分鐘,血管變年輕!三高、慢性病、癌症自然遠離你妹尾左知丸著; 張秀慧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30024 犯罪學精修 廷宇編授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048 刑法精修: 總則(含刑法概要) 鄭律師編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055 成本與管理會計精修 吳迪編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062 兒童少年福利概要 昀定編授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橋



9789862830079 移民政策與法規精修(含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兩岸關係法規)王裕德編授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086 民法(民法總則債編.物權.親屬.繼承)精修 陳盛編授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109 行政學精修(含行政學概要(大意)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蘇靖堯編授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30116 行政學精修(含行政學概要(大意)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蘇靖堯編授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30123 移民人權精修 王寶鑑編授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147 民法(民法概要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精修 蔡裕樹編授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154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精修 王裕德編授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161 國際公法精修 王寶鑑編授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178 移民政策含移民人權精修 王裕德編授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185 戶政法規(含戶籍法規)精修 王裕德編授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192 貨幣銀行學精修 王皓編授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08 農會法暨農會法施行細則 張恆編授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15 國土安全與國境執法精修 王寶鑑編授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22 公共政策精修 張祺明編授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39 中外歷史精修 朱競, 李光懋編授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46 刑法(總則/分則)精修 王運時編授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53 程式設計概要精修 向宏編授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60 資料結構精修 向宏編授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77 基本電學: 電工原理基本電學大意精修 陳達編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84 移民法規vs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王裕德編授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291 鐵路法(含鐵路法概要/鐵路法大意)精修 王寶鑑編授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07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暨相關法規精修(含: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水利法.水污染防治法)劉政編授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14 土地利用概要精修 蕭華強編授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21 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 昀定編授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38 行政法概要.大意經典(選擇題型) 陳薇編授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45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昀定編授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52 票據法精修 陳盛編授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69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一 王再生編授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76 農業概論精修 廖左手編授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83 行銷學暨行銷管理學 王進編授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390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二 王再生編授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06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 蔡裕樹編授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13 數學科精修 董又瑄編授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20 交通行政精修 王垣媛編授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37 化學科精修 黃天編授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44 導遊人員觀光資源概要 文霖編授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51 商事法經典 鄧律師編授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68 領隊人員觀光資源概要精修 文霖編授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75 企業管理精修 王進編授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82 中外地理精修 星嬅編授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499 物理科精修 謝正熙編授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505 消防法規精修 黃再枝編授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512 公民科精修 王忠義, 張雅婷編授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529 各國人事制度精修 王維編授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536 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 昀定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543 會計學經典 呂紹堃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550 郵政國文 王曉瑜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567 郵政英文 許熒砡等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574 行政法概要.大意精修 黃捷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581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昀定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0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大意 王寶鑑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11 刑法(總則/分則)精修 王運時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28 土地政策精修 蕭華強編授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0642 郵政法規命題焦點 張恆, 陳盛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0963 貨幣銀行學精修 王皓編授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9267 東南亞醬汁 陳祐松作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274 最好的醫生是自己: 細說56種常見疾病 于富榮, 樓祝生主編 201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304 家貓飼養手冊 陸茵玲著 2010-06-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9

上優文化



9789866479311 愛貓飲食須知 蘇菁菁著 2010-06-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7116 經絡檢測指導書 賴正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88932 熱河通訊. 第五十九期 臺北市熱河同鄉會編著 2010-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788963 秋林文集 林國光著 2010-06-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6313 虛實演繹: 黃錦華. 2013 郭怡孜文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666320 張佳婷油畫. 2013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7629 票據之付款論: 以日本法為中心 賴世琳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1128 背向月亮走的人 官三戒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馨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上醫健康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15207 車子修馬路 鈴木守文.圖; 陳昕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14 消防車來滅火 鈴木守文.圖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5221 車子蓋房子 鈴木守文.圖; 游韻馨翻譯 2012-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6532 在家啟動創造力: 55個超簡單的親子手作,拼拼貼貼玩出好教養!洪淑青著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21 數字躲迷藏 工藤香代子企畫; 山形明美圖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38 小雨麻的副食品全記錄: 158道寶寶超愛的當令食譜,過敏兒這樣吃也沒問題!小雨麻著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52 給中學生的口語表達術: 一輩子都要擁有的口語表達力,現在開始學習!游嘉惠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69 給中學生的專題寫作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關鍵寫作力,現在開始學習!謝其濬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76 給中學生的生涯探索術: 找到人生目標的關鍵探索力,現在開始學習!謝其濬, 楊俐容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83 給中學生的時間管理術: 一輩子都要擁有的時間掌握力,現在開始學習!謝其濬文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6990 勇敢小老鼠的表演日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黃雅妮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03 小牛去郊遊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10 小老虎的打掃日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27 小兔找朋友 木村裕一文; 福澤由美子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41 怪傑佐羅力之命運倒數計時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58 怪傑佐羅力之名偵探登場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072 婚姻的幸福科學: 全球頂尖的婚姻研究,告訴你親密關係的奧祕與處方泰拉.帕克柏(Tara Parker-Pope)著; 劉嘉路, 劉潔如譯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19 家在萬重星外 山鷹文; 簡嘉誠圖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40 蟲小練武功 楊維晟文.攝影; 林芷蔚圖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57 綠野蛛蹤 楊維晟文.攝影; 黃麗珍圖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188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嘉年華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195 怪傑佐羅力之強強滾!拉麵大對決 原裕文.圖; 王蘊潔譯 2013-06-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201 悶蛋小鎮 張友漁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32 蟋蟀外傳 謝武彰文; 林芷蔚圖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49 出雲石 謝武彰文; 葉祐嘉圖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56 中山狼傳 謝武彰文; 游智光圖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270 愛的教養讀心術: 20個圖畫心理測驗遊戲,探索孩子的真實內在邱寶慧著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62 臉書世代的網路管教: 數位小孩的分齡教養指南詹姆士.史戴爾(James P. Steyer)著; 王素蓮譯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79 親師SOS: 寫給父母、老師的20個教養創新提案 蘇明進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86 丁小飛偉人日記. 1, 超級偉人大變身! 郭瀞婷文; 水腦圖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393 丁小飛偉人日記. 2, 誰是最佳小隊長? 郭瀞婷文; 水腦圖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423 睡覺囉! 桃樂蒂文.圖 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430 天空下起帽子雨: 三個結尾的故事 強尼.羅大里(Gianni Rodari)文; 安娜羅拉.康多尼(Anna Laura Cantone)圖; 倪安宇譯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454 閱讀素養一本通 鄭圓鈴文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08 倒數計分 蘿倫.麥可勞夫林(Lauren McLaughlin)著; 許妍飛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15 有效閱讀: 閱讀理解,如何學?怎麼教? 鄭圓鈴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22 繪本123,用五感玩出寶寶的英語好感度 吳敏蘭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39 小搗蛋艾米爾. 1 , 慶典歷險記 阿思緹.林格倫文; 比約恩.伯格圖; 陳靜芳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46 小搗蛋艾米爾. 2, 驚喜市集日 阿思緹.林格倫文; 比約恩.伯格圖; 陳靜芳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53 小搗蛋艾米爾. 3, 瘋狂拍賣會 阿思緹.林格倫文; 比約恩.伯格圖; 陳靜芳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60 射日.奔月: 中秋的故事 劉思源文; 李紫蓉童詩; 劉宗慧圖 2013-08-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577 3個問號偵探團. 1, 天堂動物園事件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k)文; 阿力圖; 宋淑明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84 3個問號偵探團. 2, 勇闖恐龍島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k)文; 阿力圖; 宋淑明譯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591 我從哪裡來?: 告訴你關於出生的一切密秘 彼得.梅爾(Peter Mayle)文; 亞瑟.羅賓斯圖; 黃宛瑜譯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621 河馬教授說故事: 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 張文亮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638 傾聽,愛的聲音: 原來幸福如影隨形 宋達民, 洪百榕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652 晚安故事摩天輪: 108個晚安故事 史黛菲.卡曼麥爾, 米雪艾.拉魯道夫著; 安娜.卡瑞娜.比肯史多克繪; 林珍良譯2013-08-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706 達克比辦案. 1, 誰是仿冒大王? 胡妙芬文; 彭永成圖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17744 歐赫貝的祕密. 1, 科內流士的旅行 法蘭斯瓦.普拉斯(Francois Place)著; 陳太乙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51 歐赫貝的祕密. 2, 席雅拉的旅行 法蘭斯瓦.普拉斯(Francois Place)著; 陳太乙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75 洪蘭老師開書單. 1: 良書相伴,快樂成長 洪蘭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782 洪蘭老師開書單. 2, 悅閱人生: 44本好書,分享教育趨勢、大腦科學、內省心靈與多元視野洪蘭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812 找不到校長 岑澎維文; 林小杯圖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812 找不到校長 岑澎維文; 林小杯圖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874 三個問號偵探團. 3, 唱歌的幽靈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k), 波理斯.菲佛(Boris Pfeiffer)文; 阿力圖; 洪清怡譯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7881 三個問號偵探團. 4, 鯊魚島 波理斯.菲佛(Boris Pfeiffer)文; 阿力圖; 洪清怡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215 玩具盒裡的創新: 樂高靠塑膠積木、人偶瘋迷全球10億人的秘密大衛.羅伯森(David C. Robertson), 比爾.布林(Bill Breen)著; 林麗冠譯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18253 如果兒童劇團: 立體故事劇場 如果兒童劇團文; 林子筠等圖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日月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3466 爸爸陪你長大: 全球頂尖科學研究,告訴你父親影響孩子成長的關鍵與處方理查.佛萊契(Richard Fletcher)著; 張維書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473 EZ Korea流行韓語教學誌 EZ Korea編輯部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2483480 用力在關鍵處,讓你變A咖: 日本當紅娛樂公司吉本興業教我的工作方法大谷由里子著; 黃穎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497 抱抱列車 春田香步著; 三米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3503 人氣羊毛氈特賞: 40款療癒系可愛動物手作 Magazine Land著; 曾心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510 首爾大學韓國語. 1A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527 首爾大學韓國語. 1B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534 居家照顧X圖解40種小兒疾病: 日本醫學博士教你判斷症狀+新手爸媽Q&A藤澤博著; 曾心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541 一次看懂英文新聞News Words: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EZ TALK編輯部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558 聰明犯錯: 華頓商學院教你從卓越的錯誤邁向成功保羅.J.H.舒馬克(Paul J.H. Schoemaker)著; 呂亨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565 Yammy Brunch!我的美好食光小日子 熱氣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572 祕密新加坡: 一手掌握在地人推薦的300個私房景點盧昭妍著; 李靜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589 羊毛氈魔法戳戳!: 引你微笑的療癒動物42選 torino Torico著; 黃瓊仙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596 轉轉我身邊的世界 克羅蒂德.佩杭(Clotild Perrin)文.圖; 思謐佳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3602 連日本人都沒看過的 超有梗日本故事選! 戶田一康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619 決定女孩一生的0-6歲教養法: 日本教育專家教你培育元氣女孩,不依賴、建立自我主張竹內繪里香著; Natsumi Cheng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626 自遊倫敦 洪詩茵等編輯.攝影.撰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633 鉤針一週就上手!: 溫馨好時光,幸福寶寶手織服33選河合真弓著; 曾心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640 臺灣趴趴走Taiwan Follow Me: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EZ TALK編輯部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801 源.生命: 鐘俊雄當代藝術展 鐘俊雄[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86853 觀賞樹木之根型、環根及根害 章錦瑜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86860 最新植栽設計手冊 章錦瑜, 鄒君瑋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之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100 MASA!早安!我們一起吃BRUNCH吧! Masa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117 烘焙新手變達人的第一本書: Carol嚴選,3000張照片完全圖解,101道簡單零失敗の小確幸甜點胡涓涓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124 美肌專家Sam的愛美保養書 Sam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131 十分鐘速料理:陳德烈的88道快手菜輕鬆上桌 陳德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9148 111道小家庭幸福料理: 給上班族、新手爸媽與小家庭的美味食譜蔣偉文, 溫國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498 中華民國出版年鑑. 2013年 商周編輯顧問公司編輯製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0414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2013 許秋煌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245 張鴻明生命史: 來自遙遠地方的音樂 呂錘寬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3119 眷村光影: 屏東眷村攝影作品集 徐芬春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537 海底新視野: 水下考古成果展專刊. 2013 臧振華, 傅瓊慧撰文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299 文化資產法規彙編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編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0397208 一心一藝: 巨匠的技與美. 3 李月華等撰文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70369 生命潛能預測學 星雲山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太文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化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779 流行音樂金曲獎專刊. 第24屆 曾金滿總編輯 2013-07-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528 好詞: 從唐宋到清初,停在最想念的時光 琹涵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566 你,怎麼能不愛臺灣棒球!: 擁抱世界第一等的夢想,找回單純愛棒球的初心林言熹圖.文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573 有故事的昭和現代建築. 西日本篇 磯達雄文字; 宮澤洋漫畫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580 有故事的昭和現代建築. 東日本篇 磯達雄文字; 宮澤洋漫畫; 張秋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96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102年1月至6月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081 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9屆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062 跨文化實踐: 現代華文文學文化 彭小妍主編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85458 東亞視域中的儒學: 傳統的詮釋 鍾彩鈞主編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85465 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 跨域的搓揉與交纏 余安邦主編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87179 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 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呂妙芬主編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88251 宋遼金史論叢 陶晉生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89036 視域交會中的儒學: 近代的發展 楊貞德主編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90155 文學經典的傳播與詮釋 林玫儀主編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研院文哲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公平交易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研院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日出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185 善餘堂文集 (清)江永撰; 林勝彩點校; 鍾彩鈞校訂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8724 生活園林: 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 劉苑如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987 文明凝視下的地方生活: 魯凱族社會文化之研究論文集佐佐木高明等著; 鄭瑋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970 文明凝視下的地方生活: 魯凱族社會文化之研究論文集佐佐木高明等著; 鄭瑋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193 口述歷史. 第13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7260 她的審判: 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羅久蓉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402537 傅秉常日記. 民國三十三年(1944) 傅秉常著; 傅錡華, 張力校註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402537 傅秉常日記. 民國三十三年(1944) 傅秉常著; 傅錡華, 張力校註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402537 傅秉常日記. 民國三十三年(1944) 傅秉常著; 傅錡華, 張力校註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6577 司法制度實證研究. 2011 張永健主編 2013-1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823 面對挑戰: 臺灣與香港之比較 楊文山, 尹寶珊主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2830 面對挑戰: 臺灣與香港之比較 楊文山, 尹寶珊主編 2013-07-00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研院社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研院近史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中研院法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研院民族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930 灌園先生日記 林獻堂著; 許雪姬編註 2013-08-00 平裝 第26冊 2

9789860375923 灌園先生日記 林獻堂著; 許雪姬編註 2013-08-00 精裝 第26冊 2

9789860376135 局開新境: 臺灣史研究所二十年 林玉茹, 張隆志, 詹素娟編輯 2013-07-00 精裝 2

9789860404371 堤林數衛關係文書選輯 鍾淑敏, 籠谷直人編 2014-0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972 性別、宗教、種族、階級與中國傳統司法 柳立言主編 2013-09-00 平裝 4

9789860381863 對等: 遼宋金時期外交的問題 陶晉生作 2013-10-00 平裝 3

9789860385397 東亞考古學的再思: 張光直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陳光祖主編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0385397 東亞考古學的再思: 張光直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陳光祖主編 2013-10-00 精裝 3

97898603855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方廣錩主編 2013-12-00 精裝 3

97898603855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方廣錩主編 2013-12-00 精裝 1

97898603855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方廣錩主編 2013-12-00 精裝 1

9789860388268 鑿破鴻蒙: 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 李宗焜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661 金玉交輝: 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 陳光祖主編 2013-11-00 精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1143 中國國富論: 中國經濟: 從文化衝突到文明融合 魏萼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19 現代西洋文學批評綜述 張雙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5143 世界年鑑. 2014 中央通訊社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中研院史語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22

文史哲

中研院臺史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9181 聖週聚會: 無司鐸主禮時的節慶日慶典(試用本)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9198 感恩聖事在彌撒外: 聖體奧蹟敬禮 潘家駿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105 延續前人的足跡: (信德年)臺灣各族群彌撒經文歌曲採集紀錄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樂組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2018 德光文藝創作營得獎作品集. 二0一三: 他們離開了以後陳書田, 楊聖緹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6980 各國中央銀行法選輯(2013年版) 中央銀行法務室編輯; 謝淑芬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396980 各國中央銀行法選輯(2013年版) 中央銀行法務室編輯; 謝淑芬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396997 各國中央銀行法選輯(2013年版) 中央銀行法務室編輯; 謝淑芬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396997 各國中央銀行法選輯(2013年版) 中央銀行法務室編輯; 謝淑芬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208 流行.經典.情歌(簡譜版) 劉清祥, 劉彬榕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6211 現代蠟染繪畫先驅: 黃歌川創作集 黃歌川作 2010-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央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玄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主教德光中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銀行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63849 「國土安全與國境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年汪毓瑋等編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63993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年汪毓瑋等編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69960 「國境管理與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國境警察學系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1246 人口移動與國境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年汪毓瑋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9723 警械使用之法的制約 陳景發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221 「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3997 消防與災害防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2 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951 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專題 陳通和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3781 公共安全學術研討會「安全研究與情報學之發展 」論文集. 2013年曾正一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001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 兩岸海上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第20屆陳國勝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001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 兩岸海上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第20屆陳國勝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63740 『國境管理與移民事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年汪毓瑋主編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963 恐怖的10大食品添加物 江晃榮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975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2014-03-00 第三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029 用易經閱讀人生 劉哲雄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8891098 用人生閱讀易經 劉哲雄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2607 圓外解卦 黃秀蘭編輯撰著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行書苑(臺北市)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7

方舟文化



9789869012669 心經修證圓通法門(簡體字版) 南懷瑾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2620 日檢N4一試OK! 周世宇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4891 基本電學引導式筆記. II 鄧登木, 鄭才新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907 基本電學引導筆記(解析版). II 鄧登木, 鄭才新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468 帶著韓語去旅行 高俊江, 賈惠如合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4475 帶著法語去旅行 Francois-Xavier Boulay, 潘貞璇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4482 帶著西語去旅行 Pamela V. Leon, 儲明發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4499 帶著日語去旅行 前田和夫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15930 畫給大人看的東方史: 話說大河文明到帝國統一李泳周著; 陳馨祈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5961 圖解Graphic拍照的原理: 用69張照片一次學會全拍攝技巧文喆珍著; 林建豪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5978 史上最強英文單字地圖 崔仁鎬著; 薛舟, 徐麗紅合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5978 史上最強英文單字地圖 崔仁鎬著; 薛舟, 徐麗紅合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5992 5週提升全球化英語競爭力: 在學生時代就該會的英文蔡詠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8219 生活數字有祕密 麥可.米勒著; 以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8226 學一次用一輩子的字首.字根.字尾 喬英華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8233 畫給大人看的世界地圖: 話說熱帶經濟到極地潛力李泳周著; 陳馨祈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8240 哈佛大學畢業的滿分怪物講師NEW TOEIC新多益全真模擬試題5回金丙奇等合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68295 我的第一本創意糕點教科書: 用98種創意糕點一次學全基本功金永模著; 林建豪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206 圖解烘焙的原理: 麵包, 蛋糕, 餅乾, 泡芙, 蛋塔及派的"手感烘焙"教科書金永模著; 金麗娜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220 超級犯規的13堂創意英文課 柳鉉貞等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木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不求人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275 來自風城 tecscan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282 邊城 七里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7073 薪水族缺少的10種致富性格 基斯.卡美隆.史密斯(Keith Cameron Smith)著; 黃煜文譯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0358 目中無人的孩子 傅嘉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365 我是好人緣的人嗎?: 人際關係大解析 知心姊姊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372 讀心的少女 余益興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389 我的大嘴巴同學 茫爾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401 哇!忠順真美: 一個充滿陽光的社區營造故事 高顯瑩撰文整理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227 The x-man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8961 生質能超人: 生質能教材(漫畫注音版) 陳晉照著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林行銷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言文化



9789865955229 生質能超人(BioEnergy Man): 繪本注音版 陳晉照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55458 <>國人研究 黃聖松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65 反恐怖攻擊行動: 爆炸案件偵處實務 江守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72 食品分析實驗手冊 賴麗絨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89 生死學十八講 張念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496 L'acedie dans la litterature francaise du XIX siecle: sainte-beuve,flaubert,baudelaire舒卡夏(Stachura Katarzyna)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19 物流管理: 知識觀念與本土化 馬正義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26 蘇軾詩詞評論研究 江惜美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9284 敬天愛人: 稻盛和夫的商道公開課 展嘯風著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21 創新源自洞見: 盛田昭夫的商道公開課 蘭濤著 2013-1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38 浮世蓮花 David Fontanna著; 林慧卿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45 養魚先養水: 松下幸之助的商道公開課 展嘯風著 2014-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69 鬼船 佛祖是爺們著 2014-01-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383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經 釋從信解釋 2014-01-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039 中國佛學要義: 以人物傳記為線索 吳汝鈞, 陳森田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053 道教符咒法術養生學: 以<>為核心 鄭志明, 簡一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060 唐詩新品賞 熊智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077 蘇轍與佛教 達亮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084 法教與民俗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2011臺灣民俗信仰學會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仁俊長老紀念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水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津



9789869036603 謹祝 光健 仁俊法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259 內政概要. 中華民國102年 內政部統計處編輯 2013-10-00 平裝 3

9789860382686 An outline of interior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2013edi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MOI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9579 合作社稅務實務手冊 錢金瑞等編著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5662 Population policy white paper: fewer children, population aging and immigration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Affairs, MOI 2013-12-00 1st ed. 平裝 2

9789860396782 土地徵收作業手冊 王銘正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136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 傳播出版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683136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 傳播出版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6847 兒童問題與輔導: 小甜甜信箱. 第25輯 鄧清俊, 劉怡蓮, 蔡淑慧主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2404 21世紀臺灣蛻變的兒童及少年福利 馮燕等著 2012-12-00 1版 平裝 1

9789860362404 21世紀臺灣蛻變的兒童及少年福利 馮燕等著 2012-12-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內政部兒童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內政部建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1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內政部



9789860297409 建築防火前瞻科技國際研討會. 2011 陳建忠等編輯 2011-10-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223 災害防救法令彙編. 中華民國102年版 內政部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3675 臺灣重大災害個案之應變作為研究 施國銓研究主持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5891 建立我國推動防災教育策略之研究 陳龍安等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49521 美啟思鋼琴樂理. 第5級 Edwin McLean, Peggy Gallagher[編]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349538 美啟思鋼琴教本. 第5級 Edwin McLean, Peggy Gallagher[編] 2014-01-00 其他 1

9789577349545 美啟思鋼琴表演. 第5級 Edwin McLean, Peggy Gallagher[編] 2014-01-00 其他 1

9789577349255 大家學音樂. 玩具總動員篇 華大衛編 2010-06-00 平裝 1

9789577349279 大家學音樂. 魔髮奇緣篇 華大衛編 2011-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396 警政工作年報. 101年 內政部警政署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62416 從價值差異到夥伴關係: 政務官事務官的互動管理黃東益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5097 SPSS與研究方法 榮泰生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66742 圖解傳播理論 莊迪澎, 梁美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7039 電子學實習. II 陳興財, 王敏男編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67190 俾斯麥: 思考與回憶 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著; 楊德友, 同鴻印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警政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消防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天音國際



9789571167558 商事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3-08-00 16版 平裝 1

9789571168357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宋朝詩人故事 林芳妃撰稿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8623 臺灣的社會福利: 歷史與制度的分析 林萬億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3

9789571168852 淡定學EndNote 童國倫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002 梅香嶺東: 黎明博士回憶錄 羅握權採訪編撰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101 國家圖書館 曾淑賢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101 國家圖書館 曾淑賢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200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史記故事 林芳妃撰稿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231 中國大陸經濟 麥朝成, 伍忠賢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453 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 安全與發展之建構主義分析(1990-2010)宋鎮照, 鄭子真, 呂柏志合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507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唐朝詩人故事 李東霖撰稿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682 圖解藥理學 顧祐瑞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9743 最新醫療社會學 平島吉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69958 圖解公共衛生學 顧祐瑞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69736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悲歡離合戲曲故事 洪逸柔撰稿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0046 行政訴訟實務法令彙編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0176 例解刑事訴訟法 李知遠, 許嘉玲編著 2013-07-00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70411 海洋事務概論 莊慶達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0428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聽說書人講故事 李筱涵撰稿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0442 結構方程模式: 潛在成長曲線分析 吳明隆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0787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歷代筆記小說故事 于珮婷撰稿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1005 找回法官失落的審判靈魂 林孟皇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135 海倫.凱勒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著; 李漢昭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142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中國大文豪故事 周紘立撰稿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1258 美索不達米亞: 文明的起源 劉增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449 紅毛探親記: 1870年福爾摩沙縱走探險行 陳政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470 時間序列分析 余桂霖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500 數位遊戲學習與設計 吳正仲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71623 後石油時代全球浩劫 丁仁東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630 茶亦醉人何必酒 曹俊英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715 給年輕記者的信 塞繆爾.G.弗里德曼(Samuel G. Freedman)著; 梁岩岩, 王星橋譯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739 教育領導理論與應用 秦夢群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753 大美霸權的浮現: 後冷戰時期大國政治的邏輯 明居正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760 千萬別來念法律 楊智傑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777 高效的英文閱讀力 彭登龍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821 圖像敘事與美感傳播: 從虛構繪本到紀實照片 賴玉釵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838 日語發音學25講 羅濟立, 吳秦芳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1845 海洋基礎科技日語. N4篇 陳慧珍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1852 日帝殖民下臺灣近代美術之發展 楊孟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869 猶太人入門 蕭曦清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876 隈研吾 Nikkei Architecture編; 林錚顗譯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883 你所不知道的工業革命: 現代世界的創建1776-1914年蓋文.威特曼(Gavin Weightman)著; 賈士蘅譯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890 傳說: 從夏啟到秦始皇 袁珂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937 刑事法典 林朝雲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951 朱天衣創意玩作文有聲書. 2, 文字魔力超級吸睛朱天衣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1968 教育行政學: 理論與實務 梁福鎮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1982 傅斯年: 時代的曙光 馬亮寬, 李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002 不要讓錯別字害了你 蔡有秩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2026 班級經營: 理論與實務 吳明隆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2040 特殊教育導論 王文科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057 地震斷層與岩土力學 廖日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064 圖解物流管理 張福榮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088 教育行政理論與模式 秦夢群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101 菜單設計 黃韶顏, 倪維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118 西餐烹調 黃韶顏, 倪維亞, 曾群雄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125 民宿經營與管理 黃韶顏, 倪維亞, 徐韻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132 老人營養與餐食調配 黃韶顏, 倪維亞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156 教育行政實務與應用 秦夢群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163 迴歸分析 謝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170 親屬法 徐美貞著 2013-08-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72200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2013-08-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72217 婦幼安全政策分析 黃翠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224 訴訟文書撰寫範例: 民事編 吳光陸主編; 廖瑞鍠等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72248 賦稅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3-10-00 11版 平裝 1

9789571172262 政府採購法規 江建勳編著 2013-08-00 12版 平裝 1

9789571172286 即選即用英文商業書信 Alan Bond, Nancy Schuman著; 王淑惠, 趙宜梅, 李襄沂譯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293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3-08-00 15版 平裝 1

9789571172309 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黃韶顏, 倪維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323 法律風險管理跨領域融合新論 施茂林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330 非搖擺不可: 寫給樂迷及樂手的爵士樂入門工具書林煒盛著 2013-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72347 臺灣中醫發展史: 醫政關係 葉永文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354 顧客服務管理: 掌握客服心理的優勢 林仁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361 策略公共關係: 理論與實務 李湘君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378 最新編五南國語辭典 五南辭書編輯小組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2385 老殘遊記 (清)劉鶚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392 作文撇步. 2, 220俏皮話+15修辭技巧 周姚萍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408 楚辭故事: 屈原三部曲:現實.歷史.幻覺 周秉高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415 數學這樣教: 國小數學感教育 李源順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422 彌爾與<> 強納森.萊利(Jonathan Riley)著; 周春塘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439 民法概要 詹森林等著 2013-08-00 十版 平裝 1

9789571172446 圖解公共政策 汪正洋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453 知識論與傳播理論 梁瑞祥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460 形上學 陳榮華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477 社會政策原理 　 李易駿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484 社會學理論: 主要理論家及學派 馬立秦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491 中國舞蹈哲學史: 樂記篇與中國舞蹈理論之濫觴廖抱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507 空凍: 空間生與死 邱詠婷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514 民意調查新論 陳義彥等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2538 搜神記 (晉)干寶原著; 黃滌明譯注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545 勸學 福澤諭吉著; 徐雪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552 讓老師自由: 教人不教書 黃慶祥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569 E-Prime第一次用就上手 黃揚名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2583 基礎動畫製作 遠東動畫科技股份有公司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590 新專利法與審查實務 顏吉承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2606 基礎數理統計學 黃學亮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613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3-09-00 18版 平裝 1

9789571172637 親屬法: 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2013-09-00 14版 平裝 1

9789571172644 臺閩文化概論 施懿琳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651 濕地工程與科學 Ben A. LePage主編; 方偉達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668 土地資源概論 顏愛靜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675 圖解財務報表分析 馬嘉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682 船舶管理 徐國裕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699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2013-09-00 修訂83版 平裝 1

9789571172705 間距與之間: 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著; 卓立(Esther Lin), 林志明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712 幼兒教保概論 盧美貴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2729 工程與法律十講 郭斯傑, 林明鏘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736 例解民法 鄭正中著 2013-09-00 4版 平裝 1

9789571172743 華語詩詞賞析 楊琇惠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743 華語詩詞賞析 楊琇惠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750 近四十年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 陳麗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767 圖解: 節慶觀光與民俗: SOP標準流程與案例分析方偉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774 漢代道家思想 陳麗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781 圖說: 寓言的故事: 60篇情境漫畫、逆向思考讀經典高詩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781 圖說: 寓言的故事: 60篇情境漫畫、逆向思考讀經典高詩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798 旅行業管理與經營 江東銘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2804 戰略透視: 冷戰後美國層級戰略體系 曹雄源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81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 陳廷献著 2013-09-00 3版 平裝 1

9789571172828 創造力: 理論、技法與教學 張世彗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835 中文閱讀與表達 傅榮珂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842 詞曲史 王易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859 西遊記漫話 林庚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873 實用商事法精義 賴源河著 2013-09-00 11版 平裝 1

9789571172880 儒林外史 (清)吳敬梓原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897 圖解演化學 林川雄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897 圖解演化學 林川雄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903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2013-09-00 十二版 精裝 1

9789571172910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 李瑞生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2927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 陳銘福著 2013-09-00 11版 平裝 1

9789571172934 中國外交戰略: 傳統及其變遷 蔡東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941 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 蘇起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958 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 吳玉山等主編; 蕭高彥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965 當代比較政治: 一種世界觀 鮑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 戴頓(Russell J. Dalton), 史壯姆(Kaare Strom)著; 顏和正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972 全球政治 海伍德(Andrew Heywood)著; 李賜賢, 陳宛郁, 劉泰廷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989 比較教育學: 起源、內涵與問題的探索 梁福鎮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2996 C++程式設計輕鬆入門 黃品梅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009 親屬繼承: 案例式 郭欽銘著 2013-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73016 團體心理治療 蔣欣欣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030 詩品 (南朝)鍾嶸原著; 徐達譯注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047 物種起源(精華版) 達爾文(Charles Darwin)著; 高賢標, 高慧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054 爺爺的證明題: 上帝存在嗎? 高瑞夫(Gaurav Suri), 哈托許(Hartosh Singh Bal)著; 洪萬生, 洪贊天, 林倉億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061 道德情感論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著; 謝宗林翻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078 國際航空貨運實務 曾俊鵬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085 大學國文 蔡忠道主編; 蘇子敬等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092 團體膳食規劃與實務 李義川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108 大學國文選 孫永忠主編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115 學習刑法. 總則編 張明偉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3122 觀光導遊與領隊: 理論與實務 林燈燦著 2013-10-00 十一版 其他 1

9789571173146 搶救維納斯 伊萊利亞.達尼尼.布瑞(Ilaria Dagnini Brey)著; 黃中憲譯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153 達爾文 阿.德.涅克拉索夫著; 楊豔麗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160 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社群與議題 吳俊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177 光機電系統設計與製作 黃君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184 電腦輔助模型製作 吳正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191 實用民法概要: 案例與問題解析 洪瑞燦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07 宜蘭鐵道物語: 1924文化列車首航 李欽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07 宜蘭鐵道物語: 1924文化列車首航 李欽賢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14 污水與廢水工程: 理論與設計實務 陳之貴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21 圖解顧客滿意經營學 戴國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38 知識與權力: 當代教育中的貧窮世襲 王振輝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52 光機電產業設備系統設計 李朱育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69 醫學分子檢驗 王聖帆等作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3276 國文新視野 王妙純等編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文教材編輯小組主編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83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與寫作要領 李智平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290 通訊網路導論 連耀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306 生命.海洋.相遇: 詩文精選 吳智雄, 顏智英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313 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含商圈分析與估價應用)邢進文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3320 社會工作概論 林勝義著 2013-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3337 當代社會工作: 理論與方法 林萬億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3344 錢鍾書先生論詩經楚辭 林祥征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1173351 化學與人生 魏明通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3368 品牌管理 朱延智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375 法律與生活 賴柷宏, 蔡浩志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3382 土地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3-09-00 19版 平裝 1

9789571173399 實證政治理論 謝復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412 成本與管理會計導論 馬嘉應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3429 國際貿易實務 莊銘國, 李淑茹合著 2014-01-00 五版 其他 1

9789571173436 李安的電影世界 Robert Arp(勞勃.艾普), Adam Barkman(亞當.巴克曼), James McRac(詹姆斯.麥克雷)主編; 李政賢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436 李安的電影世界 Robert Arp(勞勃.艾普), Adam Barkman(亞當.巴克曼), James McRac(詹姆斯.麥克雷)主編; 李政賢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443 普通化學實驗 石鳳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450 自殺論: 社會學研究 涂爾幹(Emile Durkheim)著; 馮韻文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571173467 武士與武士道初探 吳春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474 職場應用文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498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2013-10-00 13版 平裝 1

9789571173504 新世紀之臺灣-中國-東協的新三角政經發展: 區域經濟整合戰略思維: 臺灣連結新西進與新南向發展的蟹型策略應用宋鎮照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528 宋詞三百首 (清)朱祖謀原著; 沙靈娜譯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535 臺灣傳統戲曲劇場文化: 儀式.演變.創新 石光生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571173542 基礎稅務會計 吳嘉勳, 吳習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3559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566 孟子故事 張德文 2013-11-00 平裝 1

9789571173573 國際金融與匯兌 張錦源, 康蕙芬著 2013-10-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3580 電影導演的技術: 鏡頭運動與場面調度 Steven D. Katz著; 陳陽, 井迎兆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597 圖解生物學 顧祐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610 費城.實驗: 究竟是科學還是科幻? 江晃榮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627 巷子口機率學 許玟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634 少年事件處理法 林俊寬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641 如何成功念好法律: 法律人專業學習方法 林恩瑋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658 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665 藝術的起源 格羅塞(Ernst Grosse)著; 謝廣輝, 王成芳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672 德國人入門 賴麗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689 美國人民的歷史 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 蒲國良等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571173696 個別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3702 公共政策辭典 吳定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3719 工程地質通論 潘國樑編著 2013-10-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73726 PISA國際學生評量概論 蔣德仁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733 廣播學新論 洪賢智著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3740 中華民國軍醫教育發展史 葉永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764 SPSS與統計分析 陳正昌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3771 引導反思的第一本書 吳兆田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788 倫理學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邱振訓譯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788 倫理學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邱振訓譯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788 倫理學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邱振訓譯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825 四書 朱熹集註; 林松, 劉俊田, 禹克坤譯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075 西遊記 (明)吳承恩原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74082 西遊記 (明)吳承恩原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73832 聊齋誌異 (清)蒲松齡原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73849 聊齋誌異 (清)蒲松齡原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73863 觀光導遊與領隊概論 林燈燦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73870 電子商務法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887 輕鬆學二胡: 一本有科學根據的樂器教材 林國義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894 晚清二十年 馬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00 中國決策: 領導人、結構、機制、過程 趙建民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17 德國安全政策 葉陽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24 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 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羅至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31 中學生的第一本中國文學書: 讓經典閱讀和你說說話謝純靜, 張貽婷作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948 圖解網路行銷 榮泰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55 圖解品牌行銷與管理 朱延智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62 佛洛伊德 喬治.馬庫斯著; 顧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79 穿越千年,讀懂詩人的心: 品味古典詩歌 馮永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3986 悅讀論語十分鐘 林淑芬等合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037 拉丁美洲七講 向駿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044 烘焙實務. II 周敦懿, 許燕斌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4068 紅毛探親再記: 島內島外趴趴走 陳政三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4099 水滸傳 (明)施耐痷原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74105 水滸傳 (明)施耐痷原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74112 老師,我有話要說: 學生權利守則 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136 臨床案例醫療法律 楊哲銘著 2014-01-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74143 圖解我的第一本作文書: 跟著閱讀地圖走,讓你輕鬆寫出好作文、拿高分高詩佳作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4150 培育新時代良師 楊思偉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174 圖解資料庫 林忠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204 會考作文拿高分,看這本就對了! 高詩佳作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4228 滿分作文,聰明得分關鍵: 學測、指考、統測,一本搞定!高詩佳作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4273 巷子口統計學 許玟斌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280 經濟學下午茶 鍾文榮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297 圖書館建築 林光美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303 圖書館人物誌 宋建成等作; 黃元鶴, 陳冠至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327 圖書資訊學教育 王梅玲等作; 蔡明月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389 戊戌政變記 梁啟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33 中國大陸著作權法令暨案例評析 蕭雄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33 中國大陸著作權法令暨案例評析 蕭雄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95 圖解專利法 曾勝珍, 嚴惠妙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549 何謂歷史? 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著; 江政寬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556 人類的故事 亨德里克.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谷意譯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563 國文科如何考、大考作文如何寫: 教你如何在大考「國文科」中勝出林繼生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570 國學常識簡表: 經、史、子、集四大樹狀圖表 滿分王, 得分小組總策劃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587 莎士比亞傳 雨果(Victor-Marie Hugo)著; 丁世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00 亞洲女子排球錦標賽扣球攻擊型態技術表現分析. 2011年: 以前八強為例龔金寶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24 班級經營: 策略與實踐 吳明隆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4686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4-01-00 14版 平裝 1

9789571174709 國學概論 章太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64 文官機緣與智慧: 沈昆興50年公務生涯回顧 沈昆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64 文官機緣與智慧: 沈昆興50年公務生涯回顧 沈昆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723 這樣拜,人緣桃花朵朵開 楊偵琴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571174754 票據法論 李開遠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761 刑事法典 林朝雲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4839 蔣渭水VS林獻堂: 兩位臺灣民族運動先驅 戴月芳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846 反對完美: 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黃慧慧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846 反對完美: 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黃慧慧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860 臺灣最有意思的建築物 伍爾夫.麥耶(Ulf Meyer)著; 龐元媛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884 餐旅概論 陳永賓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914 少子化的教育因應策略 黃秀霜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921 渠道水力學 謝平城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938 廁所之書 蘿絲.喬治(Rose George)著; 柯乃瑜譯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983 餐旅服務. II 游達榮, 高淑品作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4990 現代生活應用文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003 神與史帝芬霍金: 究竟是誰的設計? 約翰.倫諾克斯(John C. Lennox)著; 王惟芬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027 第三波: 20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 劉軍寧譯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5034 觸媒化學概論與應用 吳紀聖, 雷敏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041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4-02-00 40版 平裝 1

9789571175058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2014-02-00 修訂84版 平裝 1

9789571175065 必備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4-02-00 22版 平裝 1



9789571175089 分析化學 魏明通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171 跨域治理與府際夥伴關係: 臺灣的經驗、省思與前瞻朱鎮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188 臺灣府際夥伴關係衡量指標建構之研究 朱鎮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195 民事訴訟法新論 林家祺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225 基礎環境化學實驗 石鳳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263 生涯規劃 陳澤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263 生涯規劃 陳澤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270 管理與生活 陳澤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270 管理與生活 陳澤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355 醫學統計方法及技術應用 鄭宗琳, 羅綸謙, 蔣依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393 科技與法律 徐國楨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423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與寫作要領 李智平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60115 中小學生古典詩歌故事: 為中小學生的古典詩歌學習打基礎黃文瓊執行主編 2010-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61549 戰略解碼: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 曹雄源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129 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學報 夏誠華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第1期 2

9789865796136 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學報 夏誠華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第2期 2

9789865796143 新世代海外華人研究論叢 夏誠華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1集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112 設計教育與產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許子凡, 鍾孟軒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83709 中原大學商學院30週年紀念專輯 林師模總編輯 2011-10-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82

送存冊數共計：301

中原大學海華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原大學商設系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150 臺灣風力發電之成本效益評估 林師模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105 海峽兩岸高校文化與創意論壇論文集. 第三屆 陳歷渝, 李庭志, 葉荔輝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6167 藝途.圖意: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12-2013 陳歷渝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9643 一張紙就能畫 多娜.克里澤著; 馬婧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59 塔羅與占星: 以黃道智慧提升塔羅解牌技巧 柯琳.肯納(Corrine Kenner)著; 亞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66 娃娃屋: 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傑作選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作; 謝瑤玲編選.翻譯.導讀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797 不死煉金術師. 5, 背叛誓言的邪術士 麥可.史考特(Michael Scott)著; 傅雅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827 肌力訓練解剖書 派特.蒙諾屈亞(Pat Manocchia)著; 賴孟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73642 傳信人 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著; 呂玉嬋譯 2008-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0528 新的開始: 幼兒版(4-6歲) 三一基督徒中心編著; 林淑真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0535 新的開始: 兒童版(7-12歲) 三一基督徒中心編著; 林淑真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143 連爸爸說故事 連益雄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334 富與貧: 倫理與聖經的反思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341 事奉贏家: 轉化職場的關鍵39課 CBMC美國總會編著; 羅俊哲, 鄭宏志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358 佳美腳踪福音傳: 職場福音見證集 陳政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應用經濟模型研究中心



9789862771365 禱告的花園 陳胡珮珩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372 從潛能到實現: 神為你一生的設計(簡體字版) 楊德文(Dominic Yeo)著; 劉如菁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208 聽音論命: 從嗓音看命知疾病 張昭明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222 喝葡萄酒有學問,非知不可 楊怡祥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4687 美女小心紅斑性狼瘡 蔡呈芳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24 氫分子機能水: 氫分子為新而神奇的抗氧化劑 呂鋒洲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55 怎樣防制真菌毒素 呂鋒洲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62 萬用青草藥: 牛港刺 簡根元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62 萬用青草藥: 牛港刺 簡根元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6664779 砭術: 最簡易有效的民俗新療法 王學仁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189 生於60年代: 兩岸詩選 顏艾琳, 潘洗塵主編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02 海峽兩岸青年作家作品選 封德屏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497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101年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公務員保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元神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230 The management and case study on adjacent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王華弘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404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學術論文專輯. 100年度 吳明振總編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8775411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學術論文專輯. 102年度 吳明振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2955 中暹交通史事論叢 金榮華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006 藝火重生: 火車藝術家簡福鋛 廖啟義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2009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報. 2011 2011-04-00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377 手推車男孩的時光膠囊 L.A.坎貝爾(L.A. Campbell)著; MaoPoPo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445 消失的孩子 蘿莉.洛伊(Lori Roy)著; 趙睿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452 大尋寶家 羅伯特.M.艾德塞爾(Robert M. Edsel), 布瑞.維特(Bret Witter)合著; 方秀芬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中文系

中國工程師學會



9789866385469 完美小孩進化論 凱薩琳.奧斯汀(Catherine Austen)著; 紀迺良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057 三封寫給獨裁者的信 費南度.阿拉巴爾(Fernando Arrabal)著; 陳小雀, 武忠森, 張懿德等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088 臺灣,打拼: 康寧祥回憶錄 康寧祥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3011 國中生全方位成語典 龔顯男編著 2013-06-00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4404 幼兒情緒能力評量表: 指導手冊 魏惠貞等編製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4541 親職壓力量表: 指導手冊(簡式版) Richard R. Abidin編制; 翁毓秀修訂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4664 成人心理健康量表: 指導手冊 黃財尉, 李美遠, 曾柔鳴編製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4732 修訂中文口吃嚴重度評估工具(成人版): 指導手冊Glyndon D. Riley編製; 楊淑蘭, 莊淳斐修訂 2011-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4954 兒童寫字表現評量表: 寫字困難亞型與寫字先備能力分析: 指導手冊張韶霞, 余南瑩編製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4961 兒童生活功能量表: 指導手冊(中文版) Stephen M. Haley等編製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302 學前兒童粗大動作品質量表: 指導手冊 孫世恆等編製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357 國中生涯興趣量表: 指導手冊 金樹人, 田秀蘭, 林世華編製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5388 大學生生涯適應力量表: 指導手冊 吳淑琬等編製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432 「我的人生」量表大學版: 大學生自我傷害行為篩檢程國選, 吳武典編製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531 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 林寶貴等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15555 老人心理十二講 李百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647 助人者危機介入的隨身指南 Albert R. Roberts, Kenneth R. Yeager著; 賴念華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654 中學多元性向測驗: 指導手冊 毛國楠, 盧雪梅編製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5692 青少年身心健康量表: 指導手冊 盧奐均, 黃財尉, 李美遠編製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允晨文化



9789861915715 網路成癮: 評估及治療指引手冊 Kimberly S. Young, Christiano Nabuco de Abreu主編; 林煜軒等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722 臺灣學校輔導發展史 葉一舵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739 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應用手冊 鍾思嘉, 黃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746 幼兒情緒與繪本教學 傅清雪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753 自閉症行為檢核表: 指導手冊(臺灣版) David A.Krug, Joel R. Arick, Patricia J Almond編製; 黃君瑜, 吳佑佑修訂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760 縱貫性資料分析: LGM的應用 余民寧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5784 幼兒教保概論: 教保關鍵概念與實例分析 吳金香等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5791 社會性技巧訓練手冊: 給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兒童的158個社會性故事凱蘿.葛瑞(Carol Gray)著; 楊世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852 學校行政 吳清山著 2014-0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1915869 選擇性緘默症資源手冊 Maggie Johnson, Alison Wintgens著; 黃晶晶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3391 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臺灣版): 指導手冊 劉惠美, 曹峰銘編製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3414 臺灣版多向度兒童青少年焦慮量表: 指導手冊 John S. March, MHS Staff編製; 顏正芳修訂 2010-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3629 綜合心理能力測驗(四至九歲適用版): 指導手冊 林幸台等編製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3674 幼兒日常職能活動量表: 指導手冊 羅鈞令編製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28303 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指導手冊 陳麗如編著 2010-07-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3759 動作協調問卷: 指導手冊 Brenda N. Wilson編製; 曾美惠, 傅中珮修訂 2010-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3957 多向度團體智測驗指導手冊(兒童版) 吳武典, 金瑜, 張靖卿編製 2010-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3964 多向度團體智測驗指導手冊(青少年版) 吳武典, 金瑜, 張靖卿編製 2010-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96883 行銷天才: 250個領導品牌與頂尖行銷範例解析 彼得.費斯克(Peter Fisk)著; 池熙璿譯 2008-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9704 中有成就秘笈<< 中有聞教得度>>釋義 元音老人講述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3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密弟子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040 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 會議紀錄系列 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編撰 2010-09-00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8925 華夏翰墨: 兩岸名家書畫珍藏展暨文物藝術品展蕭興德, 蔡秉彰執行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236 人文典範與師道傳承 張偉斌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6455 管理、資訊與商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 中國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主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70423 英語無國界 魏徹德, 徐曉雯, 陳惠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508 工程材料試題分析(土木、建築、水利、大地) 林金面編著 2013-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70515 配電工程實務基礎 洪崇博編著 2013-02-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70522 大學指定考科物理試題(完整版、題型分類). 91-101年李奇珀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539 全方位會計學 蔡瑞祥, 黃慧中編著 2013-02-00 修訂六版 平裝 第1輯 1

9789862970546 乙級測量檢定學術科重點整理與題庫解析 李建和, 鄭慶武編著 2013-03-00 修訂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2970553 土木施工試題分析 林金面編著 2013-03-00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2970560 鋼筋混凝土學了沒 歐陽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577 土木工程概論 林金面編著 2013-06-00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2970584 高等工程數學 程雋編著 2013-04-00 修訂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佛像博物館



9789862970591 高等工數演習 程雋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607 環境規劃與管理 林健三編著 2013-05-00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862970614 工程數學(精華版) 劉明昌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621 土地利用: 法規圖解與實務運用 鄭明安編著 2013-06-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2970638 新世紀鐵路工程學. 基礎篇 黃民仁, 張欽亮編著 2013-05-00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2970652 材料力學論衡 歐陽編著 2013-06-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2970669 西門子S7-200 SMART控制器系統手冊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工業領域事業部翻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70676 西門子S7-200 SMART控制器產品導讀手冊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工業領域事業部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683 馭風飛燕: 廣播風雲一甲子 莊坤元回憶錄 吳明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690 中華易經學院研究所美國法人國際學士院: 紫微斗數論文集. 第四期許永昌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2970706 建管行政及法規 張德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713 稅務會計(含稅務法令及實務) 吳家驥, 陳崑山, 饒月琴編著 2013-07-00 修訂第37版 平裝 1

9789862970720 目擊者大地工程精解 歐陽編著 2013-09-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70737 測量平差法精要 蘇安三編著 2013-09-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2970744 微積分細說精要密技 江瑋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70751 刑法總則概要 陳仟萬, 林宜君著 2013-10-00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862970768 土地法: 法規圖解與實務運用 鍾麗娜編著 2013-10-00 修訂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2970775 張晉化學題庫新解 李唐, 郭淮, 張晉編著 2013-10-00 修訂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2970799 工程數學題型思路分析 劉明昌編著 2013-11-00 修訂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7856296 平面測量學: 理論與實務 焦人希著 2003-05-00 增修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509 123木頭人 游子萱攝影.文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038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14年版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2014-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租稅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不規矩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285 中醫婦產科學: 課程暨PBT病案教學手冊 曹榮穎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144 李奇茂大師的水墨抒情世界 李奇茂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4175 跳Tone: 藝術與科技的合鳴曲 范書愷, 鄒淑慧編輯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164 此地是桃源: 姜一涵現代水墨畫集 姜一涵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6266 女人的好命,藏在撒嬌裡: 撒嬌女X羅夫曼 超感人經典精選集羅夫曼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109 遊戲中的你情我願 童童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26116 莫恨胸小半點不由人 晴天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26123 妳是女王,還是敗犬? 羽后霏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26130 妳就是天生「美魔女」 菱子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26147 妳不可不知道的健康窈窕坐月子 玟慧媽媽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26161 冷冬暖補不發胖 高橋美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26178 冬季暖補又瘦身 高橋美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陽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丹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智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9789869026185 給予寶寶適當的餵養 鈴芝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26192 媽咪吃得好,小孩自然優 玟慧媽媽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01 聰明媽媽、快樂小孩 許玟慧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18 邂逅溫柔*守護星* 雅尼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25 當我戀上你 茜茜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32 卜漢河之一, 沒入千年的沼澤 三娃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49 卜漢河之二, 變色的王城 三娃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56 卜漢河. 三, 日光後的東西 三娃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63 追夫行 墨綠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70 卜漢河. 四, 以信任為先鋒 三娃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87 卜漢河後傳: 王者之風 三娃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1394 幸福愛情心理學 彭豐一媛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00 百鬼過年,喜洋洋！ 九品神通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17 親愛的,原來你是這樣想 黛恩.其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24 對不起,上錯床! 歐陽雨嫣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31 妳像落花隨著流水 湘多喜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48 靈魂有香氣 迷蝶花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55 時光有張不老的臉 蘇蘭貓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62 婚姻下午茶 莫琳稀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093 神女賦. 卷一 風信子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09 神女賦. 卷二 風信子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16 神女賦. 卷三 風信子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23 別館 軒遙, 黎雅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30 守護我的甜心 宇喬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47 啤酒。女孩. Ⅱ, 嗜毒 澐軒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54 娘子來了 希亞桑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61 婆羅門金鷹王 宇喬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78 將軍,你為什麼恨我? 希亞桑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中華文化國際交流促進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808 道在民間: 中華民間宗教文化論壇論文集 程恭讓, 鍾雲鶯主編 2013-12-00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3392 走讀臺灣: 南投縣 盧思岳總編輯 2013-11-00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3355 靈媒的愛情解藥 YoYo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55 靈媒的愛情解藥 YoYo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62 小靈魂與地球(中英對照)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林淑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62 小靈魂與地球(中英對照)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林淑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79 小靈魂與太陽(中英對照)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劉美欽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79 小靈魂與太陽(中英對照)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劉美欽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86 這世界,就該是太陽黃 亞伯特.艾斯畢諾沙(Albert Espinosa)著; 范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86 這世界,就該是太陽黃 亞伯特.艾斯畢諾沙(Albert Espinosa)著; 范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393 在職場紅的理由,黑的原因: 一進公司就受賞識的100個訣竅福田稔著; 龔婉如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409 更豐盛: 工作與財富的奇蹟課程 瑪莉安.威廉森(Marianne Williamson)著; 周群英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416 尿布甩尾的每一天: 橘王子和貓奴家族的爆笑生活實錄Zoey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423 日本限量進口!史上最耐用神奇骨盤枕 福辻銳記著; 方智編輯部編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430 靈性衝撞 傑德.麥肯納(Jed McKenna)著; 魯宓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447 心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 許峰源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454 孩子,要相信自己: 先別急著當傻瓜(兒童版) 喬辛.迪.波沙達(Joachim de Posada), 雷蒙德.喬(Raymond Joe), 全智恩合著; 楊琬茹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000 投資型保險商品: 業務員資格測驗參考試題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1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化總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401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蔡信發主編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0205 螃蟹繁養殖 黃榮富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031 國際專業實務架構 The IIA Research Foundation原著; 林柄滄, 陳錦烽譯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4211 民生電子研討會論文集. 2013 胡懷祖, 吳錫聰, 林秀菊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0381 國際行銷1000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著 2014-0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8410398 兩岸經貿商務暨1000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301 第十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集: 建築人性人性建築: 2013第42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2013-12-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外銷企業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部稽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民生電子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孔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產種苗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514 建築技術規則. 103年版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505 見證歷史(Witness Seminar): 免疫學在臺灣 周湘雲, 許宏彬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224 倉儲與運輸管理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765 資深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研討會論文集: 趙天儀.林煥彰.黃海.林武憲的童心世界邱各容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40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隊 新北市救生員教育服務推廣協會 中和區體育會游泳委員會自強早泳會 聯合會工作與作業準則SOP項巨源, 陳漢隆, 張建雄編撰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5547 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1 王玉麟等編輯 2012-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8405554 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2 王玉麟, 簡學義, 曾成德編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室內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物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免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2413 臺灣室內設計實務手冊. 室內裝修圖說審查及竣工查驗篇朱政德總編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834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四十九屆年會高雄市分會102年度年會暨2013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2013 ISQM)論文集摘要盧淵源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14834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四十九屆年會高雄市分會102年度年會暨2013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2013 ISQM)論文集摘要盧淵源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8444 海外華人研究. 第七期 古鴻廷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8451 海外華人研究. 第八期 陳鴻瑜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9486 特殊教育學生需求與支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13陳秀芬, 陳佩君, 林奕廷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906 雲端時代的師資培育 宋曜廷等作; 吳清基, 黃嘉莉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範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外華人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特殊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室內裝修專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質學會



9789869011303 臺灣射擊運動發展史: 慶祝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成立四十週年專輯郭中興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89158 臺灣山域永續發展與登山安全研習會. 2013年 王士豪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789158 臺灣山域永續發展與登山安全研習會. 2013年 王士豪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105 臺灣原創角色藝術大賞 周姿利, 張純雅執行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7430 回首50: 中華民國畫學會會員聯展 陳文賢主編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424 景觀. 2013 黃立瑩執行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500 遊程規劃實務: 遊程規劃師認證題型題庫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登山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



9789574953189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市調報告: 探索長三角林美孜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89 中國大陸潛力城市消費力系列市調報告: 探索長三角林美孜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196 美國消費市場新商機: 美國零售通路全球採購新動向陳雅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02 墨西哥產業發展及內需商機 張為詩, 蔡明燿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19 中國大陸清真產品及中西部市場商機探索 柯至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19 中國大陸清真產品及中西部市場商機探索 柯至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26 東南非新興市場之星: 烏干達、坦尚亞尼與莫三比克邱仕敏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26 東南非新興市場之星: 烏干達、坦尚亞尼與莫三比克邱仕敏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33 拉美之虎: 哥倫比亞與秘魯 范光陽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33 拉美之虎: 哥倫比亞與秘魯 范光陽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40 迦納、布吉納法索新興產業與市場商機 沈瑞文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40 迦納、布吉納法索新興產業與市場商機 沈瑞文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57 越南市場商機及拓銷策略 邱仕敏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257 越南市場商機及拓銷策略 邱仕敏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2106 南京商圈批發零售市場調查報告 上海評觀營銷有限公司作 2009-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2137 南京商圈批發零售市場調查報告 上海評觀營銷有限公司作 2009-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693 走過甲子歲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檔案選輯 林巧敏編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21104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六十周年特刊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37129 五百字說華語(中荷文版) 劉紀華著; 魏佳碧(Gaby Salazar-de Vet)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870 中華民國僑生手冊. 中華民國102年版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生處編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8887 中華民國僑生手冊. 中華民國102年版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生處編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0381474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10冊 2

9789860381481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11冊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僑委會



9789860381498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12冊 2

9789860381399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0381405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0381412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860381429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860381436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6冊 2

9789860381443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7冊 2

9789860381450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8冊 2

9789860381467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9冊 2

9789860381382 華文課本(泰北版) 羅秋昭主編 2013-12-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2

9789860389753 華僑經濟年鑑. 2012 國立中正大學編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0389760 華僑經濟年鑑. 2012 國立中正大學編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0392593 五百字說華語(中法文版) 劉紀華著; 徐惠普(Philippe Suret)譯 2014-02-00 四版 平裝 2

9789860398243 字的故事 羅秋昭, 蔡婉君編撰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1300 第九屆數位內容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林慧如, 鄧慧純, 蔡詩涵編著 2014-02-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900 豬場防疫手札 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科技研究所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6662 環工基本實驗 吳先琪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境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38

數位內容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豬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0256 霧峰履歷. 8, 家在博物館 王明宗等作; 柳昭蕙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0225 霧峰履歷創作. 五, 擁抱在地人的感情 崔曼莉總編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2544 ERP系統創意應用競賽作品集. 201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244 現觀總義 福稱著; 佛子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1991 大中華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暨第六屆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年會論文集. 2014許棟樑, 張永富作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508 毓老師講中庸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許晉溢筆記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3124 靈療病理學 方永來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阿逸多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妙宗班智達佛學會

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97492 全國造林政策會議論述集 王亞男等作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28259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10第十五回 陳蒼興總編輯 2011-06-00 精裝 2

9789868328266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11第十六回 陳萬添總編輯 2012-05-00 精裝 2

9789868328273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12第十七回 陳萬添總編輯 2013-05-00 精裝 2

9789868328211 華風全國盆栽展. 第十二回2007 黃清吉總編輯 2008-03-00 精裝 2

9789868328228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08第十三回 黃清吉總編輯 2009-03-00 精裝 2

9789868328235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09第十四回 陳蒼興總編輯 2010-02-00 精裝 2

9789868328242 臺灣亞太賞石. 2009 陳蒼興總編輯 2010-0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6126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論壇論文集. 2013(第二屆)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8796133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論壇論文集. 2014年第三屆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8526 仁學 譚嗣同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38540 太炎革命政論選 章太炎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1112 嫉妒的覺知與止息: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隨佛比丘(Bhikkhu Vupasama)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盆栽藝術全國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

中華林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845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2013-12-00 修訂4版 平裝 1

9789868903852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2013-1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869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2013-1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876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2013-1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223 帽子的故事 朱志平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691223 帽子的故事 朱志平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3510 教育文化論文集 陳政治著 2010-02-00 平裝 1

9789868593534 小雅軒名家書畫集 陳政治作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6411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論文暨作品集. 2014 張瑞光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601 兩岸商務管理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啟元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9027601 兩岸商務管理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啟元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商務促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六景彩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財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原圖集郵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01711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卡利世界運動會報告書. 2013年第9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其他 2

9789867601759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亞洲青年運動會報告書. 2013年第2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7601766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報告書. 2013年第4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7601773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天津東亞運動會報告書. 2013年第6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7601773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天津東亞運動會報告書. 2013年第6屆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7601780 天津東亞運動會考察團報告書. 2013年第6屆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7601797 國際婦女與運動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2013年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8202 八段錦養生運動法 劉國銳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047 全球經濟展望. 2014: QE退場下,全球經濟何處去?吳惠林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1081 TLI常用漢英詞典 TLI海峽兩岸編輯團隊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295 信仰初探: 為慕道者排疑解惑 吳道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語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中華傳統養生運動研習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奧委會



9789866355301 聖經真的沒有錯嗎?: 聖經底本無誤論的再思 周功和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318 新舊約聖經輕鬆讀 許宏度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2105 北美華埠: 昔日的風雲與當今的風華 譚婉英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1515 全國榕樹展. 第8屆 周宇川總編輯 2010-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929 孫子兵法真義 左竹然著 2014-03-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032 鼻病完全治典 趙山本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6637063 KISS 37殺式 性行動研究會著; 廖文斌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6637070 河馬教授的25堂環保課 張文亮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6141 AV女優實錄: 我脫故我在 中村淳彥著; 高佩琳譯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087 失眠關鍵50問 劉貞柏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148 乳癌關鍵50問 梁宏華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162 看見臺灣的海洋世界 張崑雄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文豪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戰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華圖書館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榕樹盆栽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8219 尋找一棵生命樹 李憲祈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3535 我們五年級,全班寫小說 溫美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023 失去影子的人 夏米索.威廉.豪夫文; 張葳圖 2010-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3122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10冊 1

9789574903030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903047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903054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903061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4冊 1

9789574903078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5冊 1

9789574903085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6冊 1

9789574903092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7冊 1

9789574903108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8冊 1

9789574903115 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3-07-00 初版十九刷 精裝 第9冊 1

9789574903221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0冊 1

9789574903238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1冊 1

9789574903245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2冊 1

9789574903252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3冊 1

9789574903269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4冊 1

9789574903276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5冊 1

9789574903283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6冊 1

9789574903139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903146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903153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903160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4冊 1

9789574903177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5冊 1

9789574903184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9789574903191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7冊 1

9789574903207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8冊 1

9789574903214 寫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1-11-00 二版七刷 精裝 第9冊 1

9789574903382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10冊 1

9789574903290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903306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903313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903320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4冊 1

9789574903337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5冊 1

9789574903344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6冊 1

9789574903351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7冊 1

9789574903368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8冊 1

9789574903375 說給兒童的世界歷史 天衛編輯部著 2012-05-00 初版十五刷 精裝 第9冊 1

9789574903405 第一次當哥哥 侯秋玲文; 黃雄生圖 2010-07-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3196 實踐: 咬合功能調整與技巧 桑田正博, 茂野啓示原編; 林本信, 羅欽元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0508 翻譯寫作魔法書 楊苓編著 2010-02-00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3673 超可愛公仔黏土捏塑 楊秀敏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680 新織帶手編籃簍袋包童玩 許崢嶸, 張素美, 詹素華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697 想飛就來摺紙 林勝棟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手藝家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39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儒林文教



9789866423703 浪漫玫瑰拼布包小物 王雅鈴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10 拼布教室熱門包包 陳美玲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27 禮佛摺金紙. 第12集 王淵璽, 黃千芳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34 鉤炫麗珠包 簡玉燕, 莊佩樺, 吳美萱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41 快樂圖案串珠卡包掛飾 邱麗華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58 拼布包包入門進階 柯布小姐手工莊園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65 羊毛氈吉祥物戳戳樂 許淑勤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72 蝶古巴特技法38堂課 林盈伶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89 遊戲風美少女電腦繪圖 simi圖.文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96 黏土裝飾耳機塞與手機殼 楊秀敏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796 黏土裝飾耳機塞與手機殼 楊秀敏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02 一起玩打孔喜樂多 廖振宇, 陳誼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02 一起玩打孔喜樂多 廖振宇, 陳誼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19 慢活摺紙紙插式吉祥物 羅百勝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19 慢活摺紙紙插式吉祥物 羅百勝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26 慢活手作幸福布包小物 Bella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26 慢活手作幸福布包小物 Bella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33 蔬果入皂保健手工皂 范孟竹, 張淑惠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3833 蔬果入皂保健手工皂 范孟竹, 張淑惠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340 越南語 文藻外語學院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3893 在巴黎街上遇見雨果 Bernard Stéphane作; 張穎綺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923 好公民: 打造覺悟的社會 一行禪師作; 鄧伯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923 好公民: 打造覺悟的社會 一行禪師作; 鄧伯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2

文藻外語學院



9789866513930 自由與命運: 羅洛.梅經典 羅洛.梅(Rollo May)著; 龔卓軍,石世明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947 走過人生關卡 王邦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947 走過人生關卡 王邦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38639 新詳解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4-01-00 修訂四版 精裝 1

9789861938653 精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11-00 修訂八版 精裝 1

9789861938660 標準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11-00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1938677 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11-00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1938684 標準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11-00 修訂八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1938707 最新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2-00 修訂八版 精裝 1

9789861938714 最新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11-00 修訂九版 精裝 1

9789861938745 詳解學生小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8776 新編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 2013-11-00 修訂六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1938790 賴布衣傳奇 世一編輯部編 2013-09-00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1938844 齊天大聖: 孫悟空 世一編輯部編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936 宰相故事All in One 陳麗如, 鄭有庭, 盧大中編著; 汪家齡繪圖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8943 地球與遺跡All in One 詹琇玲, 鄭梅香編著; 汪家齡繪圖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001 袖珍英漢字典 英漢字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8998 袖珍英漢字典 英漢字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9070 Fun Fun簡筆畫 陳俐妤編著; 徐千薇繪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39100 素食宴客菜 仁和齋素食餐廳編著 2014-01-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117 素食家常菜 仁和齋素食餐廳編著 2014-01-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179 如何打贏民事官司 陳廷献編著 2014-01-00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1939186 來呷點心喔 高淳麗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261 128道電鍋素料理 高淳麗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308 男孩女孩都愛玩的可愛摺紙 程怡菁作; 李文斌, 顧銘辰繪圖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世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364 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成果專刊 林盈君執行編輯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2674 單純就是美: 無限爆發力的民主美學 詹錫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0471 臺灣史101問 李筱峰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549 裡臺灣 劉克襄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624 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一九二0-一九六0) 王御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940686 有緣相隨: 我的「非回憶錄」 邱垂亮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693 20個臺灣藝術家的故事(漫畫版) 劉宗銘繪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709 看不見的炸彈 高橋美子文; 加藤早人圖; 賴青松翻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0716 堂.吉訶德的愛情教室: 獻給所有人的泰瑞薩觀點. IV劉峯松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723 小女孩、野狼、女人和公牛 于爾克.舒比格(Jürg Schubiger)著; 尤塔.鮑爾(Jutta Bauer)繪; 林敏雅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246928 臺灣古早生活圖繪 鄧文淵, 李淑玲撰文; 黃金田繪圖 2002-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4009 行旅玉山 杜綺文撰文; 許釗滂攝影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6263 玉山芳華: 國家公園常見植物 黃嘉隆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6263 玉山芳華: 國家公園常見植物 黃嘉隆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玉山國家公園

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本土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5495 深情款款 鄧韻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5317 雲深不知處 鄧韻梅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25324 當與美麗詩詞邂逅時 鄧韻梅著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502 造音翻土: 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探索 何東洪, 羅悅全, 鄭慧華策展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257 享受人生下半場: 50位醫生帶你找回活力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醫師群主編 2013-05-00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32 OH!MY GUIDE!吃喝玩樂學華語 舒兆民等編著 2014-01-00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56 換你掌握糖尿病 李洮俊作 2014-01-00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63 兒童華語教學導論 林文韵等作 2014-01-00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70 逐夢計畫: 35個成就夢想的一句話 追夢者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829 卦山雜話 瞿毅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824836 杜詩鑑賞 周仲初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948 再世緣: 小說中的自我解構與家國認同 魯子青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古今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立方計劃空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9919 圖解象徵占星學全書 戴鵬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1060 創造新地球社會: 暢談和平文化與聯合國 安瓦爾.K.喬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 池田大作作; 陳鵬仁譯2013-10-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138 希望的明日: SGI會長池田大作指導珠玉集 池田大作作; <>編譯 2013-11-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0489996 凝視孩子的心: 親子共成長 杉野重子作;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2005-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78296 法華經方便品、壽量品講義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06-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683176 法華經的智慧 池田大作等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08-07-00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3092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程式設計能力檢定題庫. 2013張貿翔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996 外交年鑑. 中華民國101年 外交部編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017 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實錄(1963-1970)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交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禾年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弘光科大資工系

出色文化



9789866278938 小鎮賤客: 那些你不知道的白爛故事 蔡舜永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8952 整理的藝術 烏爾蘇斯.威爾利(Ursus Wehrli)作; 唐際明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8969 喔!整理的藝術 烏爾蘇斯.威爾利(Ursus Wehrli)作; 唐際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8983 Mr.Pig5: 今天不上班,來去義大利 Mr.Pig圖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007 Kiss紐約,We love慾望城市: 姊妹們!一起奔向慾望城市依藍, 春華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014 OPEN小將開心週記 OPEN小將作圖.文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28021 吸英大法: 教你1小時背400個英文單字 陳光作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28038 拉拉熊: 四格漫畫 Aki Kondo圖.文; 高雅溎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28045 水豚君: 四格漫畫 Tryworks作; 高雅溎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28052 臺南80攤: 徐天麟帶你吃遍道地臺南美食 徐天麟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069 不疼痛的生活: 逆向動作健康法! 傑夫.利文古德(Jeff Libengood)著; 鄭世彬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3772 日本偵探小說選: 甲賀三郎 甲賀三郎作; 林敏生, 孫玉珍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283789 日本偵探小說選: 甲賀三郎. 卷二, 支倉事件 甲賀三郎作; 林敏生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796 日本偵探小說選: 小栗虫太郎 小栗虫太郎作; 孫玉珍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283802 日本偵探小說選: 小栗虫太郎. 卷二, 黑死館殺人事件小栗虫太郎作; 林敏生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819 娜娜 左拉作; 王玲琇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826 日本偵探小說選: 夢野久作 夢野久作作; 楊明綺, 陳柏瑤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283833 日本偵探小說選: 夢野久作 夢野久作作; 楊明綺, 陳柏瑤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6283871 日本偵探小說選: 夢野久作 夢野久作作; 楊明綺, 陳柏瑤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6283840 她的一生 莫泊桑作 ; 蔡雅琪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857 日本偵探小說選: 大阪圭吉 大阪圭吉作; 林敏生, 王詩怡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283864 日本偵探小說選: 大阪圭吉 大阪圭吉作; 林敏生, 王詩怡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6283888 布朗神父的天真 G.K.卻斯特頓作; 景翔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888 布朗神父的天真 G.K.卻斯特頓作; 景翔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895 日本偵探小說選: 夢野久作. 卷四, 腦髓地獄 夢野久作作; 林敏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895 日本偵探小說選: 夢野久作. 卷四, 腦髓地獄 夢野久作作; 林敏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01 布朗神父的智慧 G.K.卻斯特頓作; 景翔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立村文化



9789866283918 日本偵探小說選: 阪口安吾. 卷一, 不連續殺人事件阪口安吾作; 楊明綺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25 日本偵探小說選: 阪口安吾. 卷二, 明治開化安吾捕物帖阪口安吾作; 楊明綺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32 布朗神父的懷疑 G.K.卻斯特頓作; 景翔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56 布朗神父的祕密 G.K.卻斯特頓作; 景翔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63 綠野仙蹤 法蘭克.包姆作; 莫妮卡.陳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70 布朗神父的醜聞 G.K.卻斯特頓作; 景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3987 楊家將演義 紀振倫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11181 一個微笑: 人不可貌相 張晉霖文; 張山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198 憂愁的獾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204 忙碌的熊爸爸 李美華文; 張山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211 農場裡的小公雞 張晉霖文; 黃子豪圖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228 臺灣動物小百科. 肉食篇 李美華文案、校訂; 張鎮榮圖 2013-09-00 精裝 1

9789862911235 臺灣動物小百科. 雜食篇 李美華文案、校訂; 張鎮榮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11242 臺灣動物小百科. 綜合篇 李美華文案、校訂; 張鎮榮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11266 謝謝你: 愛與感恩創作繪本 張晉霖作; 張鎮榮繪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273 簡易卡通畫: 趣味造形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280 簡易卡通畫: 可愛插圖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297 簡易卡通畫: 鳥類昆蟲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03 簡易卡通畫: 蔬果植物食物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10 簡易卡通畫: 交通工具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27 簡易卡通畫: 人物景物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34 簡易卡通畫: 生活用品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41 簡易卡通畫: 水中動物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58 簡易卡通畫: 動物園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65 簡易卡通畫: 可愛動物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72 簡易卡通畫: 動物造形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1389 簡易卡通畫. 綜合篇 張晉霖編寫.繪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3

巧育文化



9789862911402 星光盒子: 同心協力的行動 趙冰波文; 洪毅霖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19 蚊子的聲音: 相互協助的學習 張晉霖文; 龔燕翎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26 第24個故事: 轉念體諒的智慧 張秋生文; 張郎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33 森林裡的紅鬼和藍鬼: 情誼友愛的學習 張秋生文; 謝宛庭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40 媽媽不在家: 克服分離的焦慮 延玲玉文; 陳佩瑋圖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57 大象爺爺的帽子 張秋生文; 林莞菁圖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64 生日禮物: 真心誠意的學習 張晉霖文; 趙維明, 農彩英圖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1471 老師的家庭訪問: 真實面對的學習 張晉霖文; 趙維明, 農彩英圖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7635 孝順的小瓢蟲: 慈悲心的胸襟 張晉霖文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7642 屋頂: 同理心的尊重 沈詠惠文; 張晉霖企劃總編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7659 想家的巧克力: 不灰心的奮鬥 林真卿文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308 吳兆南之皕丑圖 吳兆南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8043 朱元璋: 龍袍下的小和尚 毛佩琦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050 冬天也能瘦: 排水瘦身薑薑好 石原結實著; 卓文怡翻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04 逆轉之秋 林詠琛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28 彼岸的女人 張耀升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35 東霓 笛安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42 一切歸零 林詠琛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59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李娟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66 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 活著是為了說故事 楊照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73 回家吃自己: 酷媽WINNIE從小點到大菜的百變食譜林怡秀文; 張瑋玲主廚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80 告別式從明天開始 張家瑜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197 山丘上的修道院:科比意的最後風景 范毅舜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本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皮克思文化傳播



9789866118203 小時代1.0: 折紙時代 郭敬明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118210 其實你根本沒睡好: 1週內找到最適合你的睡眠方式さかもとはるゆき著; 梨沙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227 永樂大帝: 好皇帝為什麼這麼壞?! 商傳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234 愛,始於冬季 西蒙.范.布伊(Simon Van Booy)著; 劉文韻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241 劉邦.大風歌 王立群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118258 總在你身邊: 帶著SONY SLT-α 77/α 65去旅行 范毅舜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265 我是活血美人: 日本女醫親授 利用穴道按摩、翹臀體操、活血營養餐,你的明天會比今天更漂亮!赤澤純代著; 王淑儀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272 崇禎皇帝: 好皇帝為何毀了大明王朝? 樊樹志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289 明朝帝王師: 他們教皇帝的事,以及他們的下場 熊召政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296 顧客爽快掏錢術: 商品不打折卻賣得好的經營法則村尾隆介著; 珂辰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02 風流去: 你有所不知的歷史人物 鮑鵬山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19 我愛陳明珠: 讀萬卷書不如撿一隻貓 Emily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26 我的都蘭農舍生活:修理意想不到的人生 江冠明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33 帶不回家 貝莉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40 省水省電134道料理輕鬆做: 節能防災的第一本聰明食譜成美堂出版編輯部著; 王華懋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64 1天90秒!瘦出腰身、挺出事業線: 打造易瘦體質的正骨美人操小林邦之著; 若米常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88 暗黑檔案室 Toby Ball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395 戰鬥吧!拒當職場卡卡族: 從70%竄升至120%的工作力強化法則吉田實著; 卓文怡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01 你的身體保固年限只有50年,現在就要開始養肌肉石井直方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18 識味: 29種餐桌最常見食材履歷表 朱振藩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25 回到江戶過生活: 比現代東京有趣100倍的美好年代山本博文著; 卓文怡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32 女生限定!男生很難不好奇的業務吸金術: 29招,千萬業績輕鬆成交!太田彩子著; 王華懋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49 乳海翻騰記: 有愛的女人最威猛 喬宜思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63 公東的教堂: 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 范毅舜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56 公東的教堂: 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 范毅舜著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18470 超神奇小腿拉筋按摩操: 喚醒全身60兆細胞的全自癒能量小池弘人著; 吳玲緯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87 體重管理自己來,快樂享瘦一輩子 楊琦琳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494 推理之門由此進: 推理的四門必修課 楊照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00 人生親像大舞臺: 陳亞蘭講俗語,人情世故看乎透陳亞蘭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18517 貓咪與我的幸福按摩: 針灸師親授 療癒保健34招山口玉緒著; 王華懋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24 家有健狗: 專業醫師給狗狗的幸福養生書 楊清容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31 漢武帝的三張臉: 我們該如何看清楚 姜鵬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48 囧媽的極地長征 瑪麗亞.桑波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55 呷菜: 肉食者也會大滿足的百變蔬食譜 林怡秀採訪撰文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62 爸爸的味道: 高山峰的寶寶食譜筆記 高山峰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79 心一點靈分享包: 奧修、薩滿、靈療、光......這十七種課程與奇人異事教我的事黑眼包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86 翻土吧!上班族也能過小農生活:從小菜槽開始的自給大滿足人生畑明宏著; 王華懋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593 殭屍的逆襲: 破解50個死亡禁忌 羅斯威爾研究小組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09 我們的義大利暑假作業: 33個關於美感、品格與旅行的作業,以及「做媽媽」這門功課蕭佳佳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16 末世的最後一片拼圖: 直擊50個毀滅時刻 羅斯威爾研究小組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23 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還原馬克思,讀懂《資本論》楊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30 不是女同事難搞,是你搞不懂她: 職場女性溝通全技巧北山節子著; 卓文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47 我要牠們活下去: 日本熊本市動物愛護中心零安樂死10年奮鬥紀實片野ゆか著; 王華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54 這樣做,跟任何人都能溝通 裘凱宇, 楊嘉玲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61 放牠的手在你心上 李瑾倫, 黃宗慧, 駱以軍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78 雲南菜上桌: 馬幫之女的爆香食冊 賀桂芬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685 等風來 鮑鯨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3995 獨裁者的進化 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著; 謝惟敏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000 厄運之地: 給崩世代的建言 東尼.賈德(Tony Judt)著; 區立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303 幽獨一朵小花: 薛赫赫詩集 薛赫赫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6202 如果,有一天你長大了,你還會記得嗎? 李檬作 2010-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本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命百合花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8

左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9944 王者尊榮: 榮耀大顯現 譚適德(Jedidiah Tham)著; 蔡友惠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07605 荒唐!帝王不為人知的一面 劉繼興, 劉秉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612 做人要懂心機,做事要防詭計 王豔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629 不認輸的生存之道: 低頭,是一種勇氣;忍辱,必能成就大計!墨非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209 人生隨時要靜心,歡喜自在更隨心 方軍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993 司法業務年報: 案件分析. 101年度 司法院政風處編輯 2013-10-00 平裝 3

9789860390117 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第7輯 1

9789860390117 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第7輯 1

9789860391732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1篇, 刑事審判卷證數位化之研究: 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試行卷證數位化為中心李婉玉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749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2篇, 人民參與審判法制之研究孫健智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756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3篇, 偵查中辯護制度之研究蘇素娥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763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4篇, 偵查中羈押制度之研究趙春碧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770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5篇, 量刑程序之研究: 以施用毒品罪為例林淑婷, 陳明偉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787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6篇, 人民參與審判法制之研究王銘勇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794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7篇, 少年違反智慧財產非行及其審理之研究: 專業化方向的再評估張道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800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第8篇, 性侵害事件非行少年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模式之研究沈士亮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817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刑事類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91985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民事類. 第1篇, 金融消費爭議案件之紛爭解決機制: 兼論臺北地院民事調解制度與金管會評議中心評議制度張瑜鳳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1992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民事類. 第2篇, 程序監理人在家事事件中職能之研究郭佳瑛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2005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民事類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92012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行政類. 第1篇, 評議制度之研究湯文章, 許涴琪, 李建億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2029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行政類. 第2篇, 我國選舉罷免事件改依行政訴訟制度審理可行性之研究沈應南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代表作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司法院



9789860392036 司法研究年報. 第30輯, 行政類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99950 司法院法制作業參考手冊 司法院參事室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3799 中華民國立法院大事記. 101年 立法院大事記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0-00 第1版 精裝 全套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8814 即興、超越與祖靈形象: 太魯閣族村落祭儀復振及其當代展演旮日羿.吉宏著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1402 冥戰錄. 第二卷 韋宗成作 2011-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0203 蔣中正日記. 民國三十四年 蔣中正作 2010-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4020 丙級印前製程圖文組版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使用Photoshop/InDesign/Illustrator倪慧君編著 2013-02-00 4版 平裝 1

9789863085027 管理學概要. I 練惠琪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5775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使用CADSTAR 張顯盛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5782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機電整合學術科解析) 曾偉智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5799 財務管理 張簡復中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未來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大同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7

立法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古典



9789863085805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術科快攻秘笈 陳美燕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5881 Office 2010三合一實用技能整理包 資訊應用研究室編著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5942 Typing Credential英文輸入訓練認證教材 e檢研究小組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6062 丙級會計事務術科實作指南 孔令明編著 2014-01-00 5版 平裝 1

9789863086086 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學習範本: 邁向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e檢研究團隊編著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863086109 BAP Using Microsoft® Office 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通關寶典(三合一:Documents文書處理、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Presentations商業簡報)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6116 管理學概要. II 練惠琪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123 PCB助理工程師級(初級)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 學術科研讀攻略附PADS 10學生版林義楠, 張玉芬, 洪彩容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130 乙級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漿皮類)學術科必勝寶典黃安娜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147 中式麵食加工與實習(含丙級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糕漿皮類技能檢定)蕭淯恩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154 專題製作. 土木建築篇 呂卓樫, 張簡宏裕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161 應用日語專題製作: 表演類、簡報類、論文類 葉正德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178 89S51/52單晶片與專題製作最佳祕笈 黃慶璋, 石博元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6185 PCB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工程師級學術科研讀攻略舒福壽等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6192 PCB工程師級(中級)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學術科研讀攻略林義楠, 洪彩容, 張玉芬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208 乙級廢棄物處理應試寶典含試題解析本(環保署專業證照)黃素美, 黃俊哲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215 機車原理與實習 王重元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6239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SolidWorks篇 鄭光臣, 宋保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253 丙級冷凍空調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瑋倫, 林謙育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6260 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官昭吟, 張秉書, 徐原贊著 2014-01-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3086284 文書處理Using Microsoft Word 2010: 邁向BAP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6291 電子試算表Using Microsoft Excel 2010: 邁向BAP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6307 商業簡報Us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邁向BAP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6352 管理學概論 練惠琪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369 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黃其聰著 2014-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444 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圖項術科快攻祕笈 郭雪萍, 盧昭伶, 楊舜銘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451 升科大四技數學BIV學習講義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2013-1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86475 縫紉. II 劉素哲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6499 丙級室內配線術科快攻秘笈 劉生武, 謝秀蘭編著 2014-0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543 丙級化學學術科通關寶典 廖建治, 蔡永昌編著 2014-01-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6567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TERA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598 Arduino微電腦控制實習(OZNOE適用): 邁向AMA中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梅克2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671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快攻祕笈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2014-02-00 八版 其他 1

9789863086833 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捷達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6871 丙級視聽電子實作應用術科通關寶典 有為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6918 丙級測量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編著 2014-03-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086949 單一級保母人員學術科通關寶典 童年工作坊編著 2014-03-00 六版 其他 1

9789863086956 丙級中餐烹調學術科通關寶典 羅明庚, 虹蘑坊編著 2014-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987 丙級會計事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2014最新版 杜宜樺編著 2014-02-00 7版 平裝 1

9789863086994 丙級會計事務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2014最新版 杜宜樺編著 2014-02-00 8版 平裝 1

9789863087014 進階計算機概論: 計算機應用實務 黃俊凱, 陳佳弘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7151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研究大全 佳彥資訊編著 2014-02-00 5版 平裝 1

9789862386637 商業概論. II 楊文豪, 翁英傑, 莊嚴琳編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7474 家庭教育. II 陳美姿, 陳俊升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826 這樣穿,高.瘦.美: 你想不到的成功穿搭學 吳孟潔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0833 真誠, 獲利不請自來: 打破商業規則的領導故事 奧古斯都.杜哈克(August Turak)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13587 搖滾烏克麗麗: 離開地球表面 Mr. Cookie主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613594 爵士烏克麗麗 李承育主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613600 烏克麗麗兒歌集 陳信源編曲.繪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412 螢火蟲的反抗: 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 余杰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巨思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705 波音747: 稱霸天空40年的747傳奇 Manuel Negrerie著; 王聖槐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235 九份雞嶺聖明宮65週年紀念特刊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4263 仙佛聖妙訓鑑存 明聖佛院訓文小組編輯 2010-07-00 平裝 第6冊 2

9789574174270 仙佛聖妙訓鑑存 明聖佛院訓文小組編輯 2010-07-00 平裝 第7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4870 金石昆蟲草木狀 (明)文俶繪; 世界書局編纂 2012-05-00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604948 太古遺音 (宋)田芝翁撰; (明)袁均哲註音釋 2012-12-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0605006 新校明通鑑 (清)夏燮撰 2013-08-00 二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5013 明史藝文志廣編 (清)黃虞稷等撰 2013-08-00 二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5020 校刊宋本說文解字.校勘記 (漢)許慎撰 2013-12-00 四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212 真佛宗 蓮生活佛盧勝彥法王: 印尼首傳「時輪金剛鏈大法」特刊印尼時輪籌委會文宣組.新聞報導組編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世界真佛宗宗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民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品印刷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5490 金雞報曉鳳還朝 申清芬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05506 曲道(簡體字版) 劉美鵬著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4818 當代政策科學理論發展之研究 丘昌泰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856 記者的重量: 臺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黃順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1597 騎士是大盜 慕子琪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03 惡男乖乖 言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27 壞心未婚夫 紅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34 私戀寂寞島主 萬里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41 乖乖小鹿騙回家 吉梗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58 鑲鑽舊愛勾勾纏 寶萊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65 我家也有萬人迷 喬寧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72 養婢 初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89 將軍請休妻 貞子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696 盟主好難為 余宓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02 媚皇 金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19 男女上錯身 茉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26 不鬧不愛不快活 雪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33 先生誤會大 安祖緹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40 相思入了魔 瑪德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57 小姐的曖昧麻吉 米璐璐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馬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華文作家



9789863351764 那個丫頭把命拚 阿香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71 覓愛情人 庭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88 大人,快到懷裡來 四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795 女王與帝王的戰爭 慕子琪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01 九流鳳凰嫁龍門 瑪德琳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18 再戀傷心惡男 萬里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25 專情金童黏踢踢 寶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32 爆爆小貓捕回家 吉梗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49 主子永遠是對的 丹丹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56 城堡外的公主 果麗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63 天才情人不好愛 艾思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70 追愛未婚妻 紅芯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87 惡鄰快滾開 安祖緹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894 也許不只寂寞 韓媛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00 甜甜侍女哪裡跑 糖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17 無賴未婚夫 余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24 惡男也動心 綺萱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31 冷君問情 庭妍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48 霸佔美人香 茉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55 家政女冷凍狂少爺 寶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62 禁愛貼心英雄 萬里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79 純情花美男 七喜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86 還有丫頭愛害羞 阿香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1993 吃淨黑心貨 喬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06 錯撿賠錢貨 金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13 反騙二手貨 元媛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20 暗算走私貨 蘇打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37 貧女響叮噹 安祖緹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44 小婢出頭天 舒格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51 夫子萬人迷 蔡小雀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68 繡娘大翻身 樂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75 野廚變當家 白暮霖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82 仙履奇緣 凌淑芬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099 甜先生 決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105 龍鳳 夏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112 神官 綠痕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129 戰狼 黑潔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2136 戰狼 黑潔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2143 銀狐歌 季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2150 銀狐歌 季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2167 極惡人妻 楚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174 我家也有大明星 喬寧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181 好馬不吃回頭草 羅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198 老虎先生守虎窩 吉梗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04 頂頭上司別來亂 貞子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11 撞見愛 艾思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28 驕女狠反擊 余宓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35 奸商 米璐璐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49515 小助理生擒霸美男 寶萊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42 獨裁者的懺悔 盤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59 當然就是愛情 韓媛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66 蜜戀無敵保鏢 萬里晴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73 狂君奪香 庭妍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280 感激我遇見 紅芯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41793 五子登科忘了誰 舒格著 2008-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997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7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9524 半畝塘環境整合之路 陳辰后, 蕭亦芝, 唐郁絜文字撰寫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6215 中國人之新的救恩史. 五, 決戰默示錄! Grace記錄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73539 中國人之新的救恩史. 三, 心靈大師 江佳秋著 2007-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73843 中國人之新的救恩史. 四, 孩子!我真的要救你們......Grace紀錄 2008-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3588 彼此相愛吧! Francisca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3632 中國人之新的救恩史. 一, 功德版 Grace筆錄 2010-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523649 中國人之新的救恩史. 二, 添福盟約 Grace筆錄 2010-06-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2029 戰後中華民國籍國際奧會委員更替之歷史考察1949-1981劉進枰著 2010-05-00 平裝 1

9789866332050 自行車參與者遊憩涉入與休閒場所依戀關係之研究王怡菁撰 2010-12-00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36627 新編中醫內科學題庫 立得教研組主編 2009-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436634 臨床應用彩色本草備要 劉祥文編著 2008-10-00 二版十八刷 精裝 1

9789867436641 得了癌症怎麼辦? 劉接寶編著 2012-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658 癌症康復完全手冊 劉接寶編著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665 肝不好!人生彩色變黑白 劉接寶編著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672 24小時背出全身重要穴道 黃照寰著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689 替自己設計一份預防癌症計劃書 劉接寶編著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696 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癌症患者 劉接寶編著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弘祥

半畝塘環境整合



9789867436702 肺癌患者生活品質的中藥維護 劉接寶編著 2012-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719 名中醫大劑治慢性病經驗 吳大真, 柯新橋主編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726 腦血管病可以起死回生 鍾起哲主編 2013-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610 惱人症狀的康復指南(大自然中難纏病症的神奇解藥)林勝勤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733 癌症可以起死回生 劉接寶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227 藝術在風左右 胡朝聖, 路易斯.比格斯專文; 立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胡氏藝術有限公司編輯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2234 種子計畫. 4, 移動美術館: 虛山幻水 立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胡氏藝術有限公司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403 臺南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廟誌 劉采妮主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3588 強制執行撰狀DIY 簡文玉編著 2013-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3595 政府採購法之實用權益 林鴻銘作 2013-12-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3601 祭祀公業財產處分實務 高欽明著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618 地下室停車位問題集解 林永汀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3625 法律與生活 李永然, 施盈志合著 2014-01-00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632 公寓大廈管理法律一本通 戴東雄等作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0056 社交零壓力: 擺脫焦慮,重塑自信 姬蓮恩.巴特勒(Gillian Butler)著; 陳品皓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生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立偕建設



9789865960063 Endgame終結大債時代 John Mauldin, Jonathan Tepper著; 唐傑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0537 我的阿公中樂透 劉碧玲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865 金融交易白皮書: 解讀K線符號 曾國展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940 超級健康密碼 太陽盛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964 先驗人類學: 走近世界的邊界: 對思想前提的批判林綠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0988 超級生活密碼 太陽盛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012 等你回來 丑丑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098 易經解經 李忠胤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04 離開電子業,我要做送行者: 一個奇美電子工程師轉戰殯葬業的傳奇林俊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28 三代西遊記:親子美西遊學47天 陳慧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35 越夜越美味: 超簡易深夜居家料理 小美8546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42 偉大享樂 田振明譯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59 三天學會八字算財運 文墨龍, 葛志鵬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66 我的女兒 周昌德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0180 那堵牆: 小冰獨立創作文選. 二 小冰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197 鄭子太極拳三十七式淺注: 附陶炳祥老師「勢成歌」淺注陳柏源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0210 爸爸醫生 陳金鉌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27 看見星馬願景力: 10大提問,釐清你的行動步驟 陳薇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27 看見星馬願景力: 10大提問,釐清你的行動步驟 陳薇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34 開悟不是證得第八識 陳朝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41 富北人.玉中情 陳思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65 不帶錢單車環島 王前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89 閒雲自在詩聯集 自在主人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036 尚嫷的載誌 洪淑美口述; 吳妮民撰稿整理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296 蠟燭的化學史 Michael Faraday作; 胡景瀚, 林奕秀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02 網頁書寫新文體: 跨界交流「快譯通」 史宗玲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26 大溪地之鳶 曾緗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象文化



9789865780333 蘭陽三郡藝文展演史 吳永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64 荷田暮色 劉正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01 鹿港千金臺灣媽 曾奉紅著 2013-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225 心經導論附心經今釋 白雲老禪師作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79232 佛學概論 白雲老禪師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8879256 寒山真面目 白雲老禪師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8879263 禪表現的特殊方式 白雲老禪師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1593 人間佛教: 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述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1654 宗門正眼: 公案拈提. 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661 宗門法眼: 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685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輯 1

9789866431685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輯 1

9789866431715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609 實用健康諮商錄冊 施淙銘總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3472 營建工程之泥作實務 彭治平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加陽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揚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正智



9789866073489 工程材料搶分秘笈 孫德昌, 歐陽弘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73496 鋼筋混凝土: 考前30天衝刺搶分秘笈. 2014 紫煌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793539 開心捏塑超萌黏土公仔 楊秀敏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546 打包帶編提袋籃小物 許崢嶸, 張素美, 詹素華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560 就是愛玫瑰蕾絲拼布包 王雅鈴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577 細緻手感拼布包 陳美玲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584 神佛壽誕敬神摺紙 王淵璽, 黃千芳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591 手鉤幸運圖樣珠包 簡玉燕, 莊佩樺, 吳美萱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07 平面串珠滾滾財運卡包 邱麗華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14 拼布必學九堂課進階47款包 柯布小姐手工莊園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21 羊毛氈快樂戳小學堂 許淑勤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38 蝶古巴特拼貼38技法 林盈伶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52 超夯黏土耳機塞及手機殼變裝 楊秀敏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69 打孔按個讚100款 廖振宇, 陳誼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76 吉祥紙藝三角片摺紙 羅百勝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83 手作の時間縫製幸福袋包小物 Bella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690 環保健康蔬果手工皂 范孟竹, 張淑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13 新型氣球歡樂多 李文航, 孫德強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720 婚禮御物: 最有心意手作小物 魏玉真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49088 地球的心跳: 自然生態散文集 廖鴻基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279 死神與男孩. 2, 鉛筆盒的祕密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78 變色熊 關景峰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378 變色熊 關景峰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民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幼獅



9789575749392 臺灣欒樹和魔法提琴 李潼作; 施凱文繪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392 臺灣欒樹和魔法提琴 李潼作; 施凱文繪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408 死神與男孩. 4, 我要變成大富翁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08 死神與男孩. 4, 我要變成大富翁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15 死神與男孩. 5, 公園裡的大怪獸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15 死神與男孩. 5, 公園裡的大怪獸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22 媽,我來看你了 李光福文; 徐建國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749453 蔣經國與後蔣時代的內閣政治菁英. 1972-1993年李功勤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53 蔣經國與後蔣時代的內閣政治菁英. 1972-1993年李功勤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77 神奇美髮師費多林 米歇爾.羅爾(Michael Roher)文.圖; 李紫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77 神奇美髮師費多林 米歇爾.羅爾(Michael Roher)文.圖; 李紫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484 妖精的小孩 娥露薏絲.瑪葛蘿(Eloise McGraw)著; 蔡美玲譯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8211 一刻風景: 15分鐘創意小盆栽、50道手作風景練習雷弘瑞, 王之義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235 給友達の禮物: 表達心意的100分包裝 黃雪春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259 臺灣經典高山路線: 適合新手的10條百岳路線 邢正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266 韓系彩妝,輕鬆變成韓劇女主角 林采恩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273 走自己的路: 學徒發明家沈順從打拼改變命運 沈順從口述; 楊麗玲採訪.撰寫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280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008297 臺北咖啡散策: 50+風格咖啡館 楊志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0095 宇宙大狂歡 鐵皮人美術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0101 環球大冒險 鐵皮人美術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0118 深海大探險 鐵皮人美術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0965 天氣大魔法 鐵皮人美術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7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幼福文化



9789862430972 昆蟲大蒐集 鐵皮人美術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1450 賽爾號雷伊傳說. 忍者篇. 1, 復仇精靈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1610 賽爾號雷伊傳說. 忍者篇. 2, 雷神VS.戰神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150 賽爾號雷伊傳說. 忍者篇. 3, 懷特星之戰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2914 賽爾號雷伊傳說. 忍者篇. 4, 大決戰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602 ILTEA國際英檢英語. A2初級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9990 北臺灣文藝創作獎專集 謝慧暹總編輯 2010-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203 北臺灣運動休閒學刊. 第四期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編 2011-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269 江岸送別: 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 高居翰(James Cahill)作; 夏春梅等初譯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60276 山外山: 晚明繪畫(一五七0-一六四四) 高居翰(James Cahill)作; 王嘉驥翻譯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60283 畫裡江山猶勝: 百年藝術家族之趙宋家族 余輝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生機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臺灣科技學院運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永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臺灣科技學院



9789868960213 保命自救飲食: 哈利路亞膳食法: 讓中國人飲食起革命麥喬治(George Malkmus), 夏彼得(Peter Shockey), 夏斯托(Stowe Shockey)著; 馮蕙琴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7402 萬象鏡觀皆美 高源彬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287 意識形態的幽靈 于治中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707 活字: 記憶鉛與火的時代 Anderson撰文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714 重生的書店: 日本三一一災後書店紀實 稻泉連作; 游韻馨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305 廿五元的奇蹟: 連結人與人之間夢想、希望、行動,一起扭轉命運的Kiva鮑伯.哈里斯作; 劉玉文, 謝孟璇, 方非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05 廿五元的奇蹟: 連結人與人之間夢想、希望、行動,一起扭轉命運的Kiva鮑伯.哈里斯作; 劉玉文, 謝孟璇, 方非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12 法國女人教我的事: 做自己 潔米.凱特.凱蘭(Jamie Cat Callan)作; 王翎, 張家綺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29 這輩子,多少錢才夠用?: 做好人生金錢規劃, 薪資凍漲, 經濟再悶, 也難不倒做好準備的人人生戰略會議作; 吳媛婷, 葉廷昭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571 槍族 白色七號作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7360588 平行線的相交點 春泥作; 夏棎插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595 凝視愛 天真璐作; 夏棎插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601 天使守護的城市 紀羽綾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巧豐印刷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610 李君毅: 水墨創作集 李君毅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7627 盧明德: 如果歷史由植物書寫 盧明德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9007627 盧明德: 如果歷史由植物書寫 盧明德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491656 畫中乾坤: 吳學讓的東方美學 王月琴作 2010-08-00 平裝 1

9789868491656 畫中乾坤: 吳學讓的東方美學 王月琴作 2010-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746 Wang Dan's page: 王丹Facebook精選輯 王丹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8777 Facebook文案讚!人財兩得的網路文案經營術 唐崇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8784 誰是愛情贏家?: 任誰都為你動心的魅力行銷術 stark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8791 神性醫學: 改寫人生劇本的四體清理法 麥可.璽睿(Michael Cereal)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415 蘇菲的抉擇 威廉.史岱隆(William Styron)著; 謝瑤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422 北海道移住 Kunaw magazine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3548 警專英文 呂艾肯, 吳泰良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143 警專歷史 洪浩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877 高普特考國文搶分題庫 蘇廷羽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884 觀念式國際公法與移民政策(含概要) 林仲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891 觀念式國文(作文、公文、測驗)　 王良止編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6907 土地登記實務 趙元瑞編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自由之丘文創

名山藝術



9789862656228 國語文能力測驗(教檢教甄) 谷惠心編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662 觀念式行政學(含概要) 高全編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6709 觀念式行政法(含概要) 陳書丞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6921 觀念式民法(含概要) 傅思嚴編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6938 警專地理 林揚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945 圖表式財政學(含概要) 林曉娟編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1643 圖表式心理學(含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 葉立言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952 衛生行政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致勝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969 觀念式入出國及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976 觀念式租稅各論 林曉娟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6983 專技社工師7合1應試寶典 蘇廷羽, 陳思緯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6990 會計學概要 陳敏齡編著 2014-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7003 膳食療養學 陳琪菘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010 生理學與生物化學 陳琪菘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027 圖表式衛生法規與倫理(含概要) 王致勝編著 2014-02-00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4882 紫微斗數一本通: 入門築基 林庚凡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943 此生必去的40個世界絕美祕境 Barcelona著; 林冠每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4998 夜訪吸血鬼 藍月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388 好宅運風水: 88招我家變成聚寶盆 黃一真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395 圖解小坪數好風水 黃一真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401 高血脂保健新知識: 飲食、運動與用藥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李興春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418 圖解八字: 一本可以邊看邊用的開運書 徐文祺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432 給年輕人讀的: 看歷史人物如何秀出真本事 且志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亦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西北國際文化



9789868857391 野有彷徨: 游莉作品 游莉作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7754 抄你老師的英文單字筆記 吳思遠著 2011-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61100 7000單字唸整句 曾辛喬, 卓昀蒔著 2011-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67709 一定會考的英文選擇題1,000 蔣志榆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150 你可以更認識癌症病人 徐雅惠, 林雅卿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964167 設計與創意加值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暨作品集 劉得任總編輯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301 自在學佛: 孝心.感恩.快樂 仁聖老和尚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3745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陪你打好英文基礎 明慶徹作; 安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745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陪你打好英文基礎 明慶徹作; 安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752 陳安如的會考高分作文 陳安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752 陳安如的會考高分作文 陳安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769 臺上臺下都吸引人的說話整理術: 誰說得簡潔有力,誰就贏得人心渡邊美紀著; 李漢庭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769 臺上臺下都吸引人的說話整理術: 誰說得簡潔有力,誰就贏得人心渡邊美紀著; 李漢庭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776 愛上東京B級美食: 在地老饕隱藏版美食探險之旅黃國華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1363783 愛上東京B級美食: 在地老饕隱藏版美食探險之旅黃國華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安安佛堂觀音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宅宅文創



9789861363790 我家寶寶不吃飯: 資深小兒科名醫告訴你,母乳、配方奶、副食品應該這樣吃!卡洛斯.岡薩雷茲(Carlos Gonzalez)著; 賴孟怡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806 遠離運動傷害的單車騎乘訓練: 超級教練親授!體能、速度都升級堂城賢作; 張佳雯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813 醣脂分離,爆炸日激瘦法: 日本藝人紛紛見證,2個月狂瘦10公斤石川英明著; 李漢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820 生存惡智慧: 不保證善良,但絕對實用 西原理惠子作; 游韻馨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844 腸很聰明,腦是笨蛋: 一生不肥、不病、不衰老的秘密!藤田紘一郎著; 劉滌昭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1683 翻轉吧!世界的顏色,由我決定: 10個翻轉人生的關鍵心態林慶昭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720 包容有多少,擁有就有多少 黃亞男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744 內心簡約,是一種力量: 越簡單就越幸福 宋潔心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751 潛意識: 預見成功的神祕力量 高原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768 還原幸福的溫度: 一個人的快樂比你想像的多 今酉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775 20幾歲,就定位. 12: 決定自己未來的生活 水淼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782 愛,是人生最美的風景 財團法人生命藍海教育基金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599309 關於史記的100個故事 江輝著 2013-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07 一本書還原歷史真相 歐陽文達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538 昌盛書屋論文集 程其偉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958 美麗寶島幸福家作品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51972 玩美寵兒: 寵物美容實戰手冊 林美伶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旭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9

好的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193 身體與心靈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杜馮-布里耶(Dupont-Beurier)文;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m)圖; 孫智綺翻譯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230 和菲力一起長大 迪迪耶.李維文; 法畢斯.杜立爾圖; 高郁茗翻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261 鳥有翅膀,孩子有書 阿朗.賽赫(Alian Serres)文; 露西.帕拉桑(Lucile Placin)圖; 謝蕙心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6470 讓身體暖起來,疼痛一定會消失! 坂井學著; 王立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487 不要畫筆的繪畫教室: 認識藝術的本質,你最需要的一堂課布施英利(Fuse Hideto)著; 梁若琦譯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06500 教室外的五堂藝術課 布施英利著; 呂雅昕譯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06524 驚人的老骨回春肌力操: 一天10分鐘,到100歲都能健步如飛、關節不酸痛、骨質不疏鬆周東寬著; 陳光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2419 法雨繽紛 法禪法師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第4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6180 閩南海上帝國: 閩南人與南海文明的興起 湯錦台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395 財閥: 有錢人如何利用國家賺錢並阻止其他所有人翻身克里斯蒂雅.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作; 洪慧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449 一句話讀懂中國史: 原來歷史才是最有用的職場指導手冊嚴木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378 生命樹: 大卷伸嗣 朱桂榕主編 2014-01-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如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果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2497 改變一生的好想髮 林宜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507 甜酒釀 麻花辮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228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編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1047 中華民國施政年鑑. 中華民國101年 中華民國施政年鑑編輯小組編輯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81047 中華民國施政年鑑. 中華民國101年 中華民國施政年鑑編輯小組編輯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0384178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2013 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Executive Yuan 2013-12-00 1st ed. 精裝 2

9789860385786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2013 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Executive Yuan 2013-12-00 1st ed. 其他 2

9789860386912 行政院學術研討會. 102年: 我國及德、法、美國行政救濟制度之探討與比較行政院法規會編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0387568 馬英九總統言論選集. 101年 總統言論選集編輯小組編輯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410 大陸現行民法制度及未來發展趨勢 詹森林研究主持, 王文杰協同主持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2410 大陸現行民法制度及未來發展趨勢 詹森林研究主持, 王文杰協同主持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0728 臺灣心 港澳情: 臺港澳交流Q&A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著 2013-12-00 第11版 平裝 2

9789860391305 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三屆 劉珮如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8076 2012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policy/law 20years of the fair trade act-retrospect and prospect2013-12-00 1st ed.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公平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政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3

陸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百香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143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 李忠平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49150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 李忠平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09000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簡體字版) 李忠平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09017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簡體字版) 李忠平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28295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紀實. 第四屆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604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紀實. 第五屆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023 我國青年與中高齡勞動力就業問題之探討 楊靜利研究主持;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150 我國大型地方節慶活動發展策略之研究 朱浩研究主持;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048 毒品施用者處遇及除罪化可行性之研究 許春金研究主持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154 我國政府績效管理制度檢討與創新之研究 張四明研究主持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6899 我國社會發展政策關鍵議題與發展趨勢: 政府治理系列孫同文研究主持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049 我國社會發展政策關鍵議題與發展趨勢: 社會機會與平等系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193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成果摘要彙編(95年度至101年度)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438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 第3期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926 防範職場過勞並促進產業競爭力之研究 辛炳隆研究主持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784 我國社會發展政策關鍵議題與發展趨勢: 公共安全風險管理與危機應變系列楊永年研究主持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1896 臺灣原住民族暨大陸少數民族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12 2013-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2090 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年報. 101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2013-10-00 平裝 4

9789860375473 阿優依原住民精品百家店精美型錄. 2013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503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入選論文集. 2013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510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優選論文集. 2013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行政院研考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原民會

吉美旅行社



9789860395020 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 101學年度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著 2013-12-00 第1版 其他 2

9789860401547 南島民族國際會議會議實錄. 2013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401547 南島民族國際會議會議實錄. 2013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402131 Makapah美術獎得獎作品專輯. 2013: 攝影類 陳坤昇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402131 Makapah美術獎得獎作品專輯. 2013: 攝影類 陳坤昇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402148 Makapah美術獎得獎作品專輯. 2013: 繪畫類 陳坤昇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402148 Makapah美術獎得獎作品專輯. 2013: 繪畫類 陳坤昇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0625 山路橋河共治: 災後基礎重建成果紀實 蔡侑均等執行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147 雋永人生: 榮民節特輯. 102年 曲廣德, 尹景清, 楊進雄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697 舞櫻楓情.戀戀泰雅: 武陵農場五十週年慶專刊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武陵農場撰稿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868 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102年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編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400922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例彙編. 101年度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0400939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例彙編. 101年度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退輔會武陵農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勞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20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退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4412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年報. 101年 陳益民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161 雲嘉南工業區就業市場調查. 102年度 黃章一等報告編修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7161 雲嘉南工業區就業市場調查. 102年度 黃章一等報告編修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675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農業科技館成果專刊. 201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4109 你農我農 生生不息: 農業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輔導計畫成果專刊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90896 食品工業統計資料彙編. 2013年版 孫曉安等編製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6508 CAS臺灣優良農產品專刊. 2013 程俊龍等編輯 2013-11-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437 家在山那邊 吳立萍作; 張振松繪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1664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彙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編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2807 102年在福爾摩莎上的農村美學: 寙陋空間改善成果圖輯. 102年梁大慶, 梁再慶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2807 102年在福爾摩莎上的農村美學: 寙陋空間改善成果圖輯. 102年梁大慶, 梁再慶主編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402780 清溪的容顏 黃振全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7257 101年在福爾摩莎上的農村美學: 南投分局成果圖集梁大慶, 梁再慶主編 2012-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農委會水保局南投分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農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農委會水保局

勞委會勞安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勞委會雲嘉南就服中心



9789860370539 農村散步 盧思岳等主編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0381832 溪北叨位去: 來去溪北故事集 張棨勛等文字編輯 2013-10-00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95075 在福爾摩莎上的農村美學: 102年寙陋空間改善成果輯-南投分局梁大慶, 梁再慶主編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1257 水保耘藏 幸福圓滿 曹沛雯等撰文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629 見證蛻變: 走過水保一甲子: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志農委會水保局臺南分局編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0636 YA!故事: 我在前往白河 後壁 東山 官田農村小路上傅桂霖, 蔡驩曦, 莊金城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636 YA!故事: 我在前往白河 後壁 東山 官田農村小路上傅桂霖, 蔡驩曦, 莊金城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643 HA!體驗: 我在前往白河 後壁 東山 官田農村小路上傅桂霖, 蔡驩曦, 莊金城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643 HA!體驗: 我在前往白河 後壁 東山 官田農村小路上傅桂霖, 蔡驩曦, 莊金城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650 WOW!尋味: 我在前往白河 後壁 東山 官田農村小路上傅桂霖, 蔡驩曦, 莊金城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650 WOW!尋味: 我在前往白河 後壁 東山 官田農村小路上傅桂霖, 蔡驩曦, 莊金城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378 白蝦的種苗生產 鄭金華, 陳紫媖著 2013-09-00 平裝 3

9789860384956 新訂水產資源解析學 田中榮次著; 郭慶老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956 新訂水產資源解析學 田中榮次著; 郭慶老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2993 十年步履.百代風華: 林務局步道歷史發展沿革 邢玉玫編著 2012-12-00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農委會林務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農委會水保局臺南分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農委會水試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農委會水保局臺中分局



9789860379242 禁止輸入動物鑑識手冊 顏聖紘, 曹暐智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275 草嶺地景的變遷 李建堂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1011 走過歷史一百年: 檜町林業情 楊文琳, 湯光慧撰文; Jeff Miller英文翻譯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093 臺灣南部地區歸化植物圖鑑 周富三等撰稿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827 扇平森林生態科學園解說手冊 周富三等撰稿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5403 「原住民農耕、文化復興與永續經營」研討會專刊葉育哲主編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1350 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年報. 2012 柯智仁等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8359 珍愛.臺灣藻礁 劉靜榆作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8809 合歡山的蛾 傅建明, 樂思朗, 林旭宏主編; 大和田守等撰文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5389 家禽生產醫學及衛生防疫新訓練班講義. 102年度李淑慧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農委會家畜衛驗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農委會林試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農委會花蓮農改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農委會林務局嘉管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5761 南瓜食譜 曾玉惠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253 重要作物病原檢測暨管理研討會專刊. 2013 王子明等作; 王智立, 詹富智, 曾國欽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0384253 重要作物病原檢測暨管理研討會專刊. 2013 王子明等作; 王智立, 詹富智, 曾國欽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0392814 水禽飼養管理與安全用藥手冊 劉朝鑫等作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702 雜糧作物試驗研究年報. 民國一00年 謝光照等編輯 2013-09-00 精裝 2

9789860382327 柑橘生長與栽培管理 林詠洲, 陳邦華, 蔡雲鵬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312 小麥種原圖說 溫英杰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3188 臺灣地區主要農產品產銷及進出口量值. 中華民國101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編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5823 臺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統計室編著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9524 阿杰和麗如的米食探險記 王文華文; 良根圖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0389531 走進稻香的世界: 稻米小學堂 林宜諄撰文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3539 合理化施肥輔導成果研討會論文專集 曾宥綋等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農委會臺中農改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農委會農試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農委會農糧署

送存冊數共計：2

農委會高雄農改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977 有機樂活米鄉紀行: 臺東池上 吳昌祐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82914 手工藝創意加值專輯 吳昌祐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93743 臺東地區咖啡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 林駿奇, 蔡恕仁, 周泳成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5105 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 陳奕君等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808 芒果健康管理技術 張錦興等作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375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年報. 101年李月寶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93262 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研討會專刊 張育森等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5540 中華民國漁業簡介 鄭又慈, 洪柏懿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72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年報. 2012 黃鴻燕等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548 國際經濟情勢. 2012年 中華經濟研究院編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548 國際經濟情勢. 2012年 中華經濟研究院編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經建會經研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農委會臺南農改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農委會漁業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農委會臺東農改場



9789860374414 國產維生素類錠狀膠囊狀食品手冊 康照洲總編輯 2013-07-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4903 兒童健康手冊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編 2013-04-00 第9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771 綠芽獎. 第一屆: 環境教育優良圖書徵選. 得獎圖書專輯葉俊宏總策劃 2013-08-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804 無III. 實踐篇: 自然農法 福岡正信作; 溫榮弘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9352 釉母: 柴燒陶藝高溫世界 林瑞華作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4701 電路程式: OrCAD PSpice 16.X 鄭光欽等編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64718 工程倫理 陳昭榮, 許震毅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4732 餐旅會計與報表解讀 蘇淑惠, 莊素增, 周容如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時光文創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綠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環保署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1509 密戀慾門: 木子尋創作故事集 木子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7654 中國人的心靈與基督宗教 黃家城著; 趙燕清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678 天知道你在煩什麼: 10個擁抱幸福的妙方 葛瑞珍.湯普森(Gretchen Thompson)著; 劉昕嵐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685 梵二開啟的旅程 傑姆.克羅格(James H. Kroeger,MM)著; 劉德松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708 耶穌基督的醫治 王志遠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5467715 主啊,祢在哪裡?: 用希伯來經文做圖像祈禱 莫琳娜.弗里茨(Maureena Fritz)著; 劉麗君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722 慧心.一笑 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著; 林瑞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9431 LADUREE百年糕點老舖的傳奇配方 菲力普.安德利尤(Philippe Andrieu)著; 黃舒萱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80714 一個人輕鬆煮 蔡全成, 鄭亞慧作 2010-06-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1648 臺南過生活 王美霞著; 方姿文攝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55 素描,這樣畫才好看 劉國正圖.文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62 當老樹在說話: 那一年,他們在臺南種下的樹 王浩一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79 那些人住在我心中 宇文正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693 子宮好,女人才好. 2, 八百年女科是這樣看病的 田原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交通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朱雀文化



9789860372052 運輸政策白皮書: 運輸安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2069 運輸政策白皮書: 空運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030 世紀交通: 運輸重要檔案專題選輯 王俊友等撰文; 交通部,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編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754 道貫古今: 走在臺1線上 吳麗櫻, 康原, 鍾東榮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79761 道貫古今: 走在臺1線上 吳麗櫻, 康原, 鍾東榮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8183 臺11線東部濱海公路改善計畫(花蓮縣路段)竣工報告輯要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841 臺11線東部濱海公路改善計畫(花蓮縣路段)竣工報告輯要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編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3266 汽車學習讀本 蘇宜芬總編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53273 機車學習讀本 蘇宜芬總編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8079 鐵道.鐵馬.ㄐㄧㄠ遊趣: 發現東部綠色騎跡 高錫鉦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048 公路養護巡查作業效率提昇之研究 黃維信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062 對自行車騎士安全危害行為資料蒐集技術之研發許峻嘉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079 安全與節能駕駛教育訓練平臺建置 周文生等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086 交通設施生命週期評估技術整合與運用: 公路附屬設施生命週期重要評估參數之建立曾志煌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093 臺灣鐵道容量手冊. 2013年 鍾志成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116 大陸鄰港保稅物流作業現況發展之研究: 海西經濟區陳一昌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123 行車管制號誌變換時段設計之理論與實務 許書耕, 邱雅莉, 巫柏蕙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130 建設與生態環境融合共存之系列研究. 二, 公路景觀資訊平臺建置及規劃作業推廣計畫曾志煌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4469 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車輛具體作法、配套措施及推廣宣導之研究黃銘崇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交通部運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交通部公路總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工處



9789860374476 臺鐵系統連鎖延滯之可靠度模式分析 劉昭榮, 張恩輔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4483 風險管理應用於鐵路運輸安全之初探: 以臺鐵風險處理、管理監督、管理改善為例孫千山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4490 亞洲及大陸運輸發展趨勢研究摘要報告 蘇振維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4506 強化公路鋪面品質整合型計畫: 道路人手孔周邊材料改善之研究曾志煌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4513 i3 Travel愛上旅遊: 交通管理與資訊服務示範計畫陳其華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4537 資訊服務共享於交通運輸領域之應用研究: 即時路況資訊縫隙彌補演算分析與探討資訊林大傑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5398 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蘇振維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644 強化公路鋪面品質整合型計畫: RFID應用於路面設施與隱藏人手孔之研究曾志煌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651 交通設施因應氣候變遷之脆弱度評估作業探討 黃新薰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675 以視覺人因探討圖形化指示標誌之設計原則 吳志富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0416 火車載阮向前行: 臺鐵百年文物特展專輯 李永裕編著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5112 鐵路局花蓮機廠廠務史蹟 黎素珍等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227482 臺灣采姿 梁丹丰作 1998-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445 Hi翻日月潭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潭風景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交通部臺鐵局花蓮機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交通部觀光局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44

交通部臺鐵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4988 鳩歌鵲舞: 探索西拉雅的鳥類世界 陳東瑤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5169 探訪西拉雅的兩爬天地 向高世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006 鼓動童心: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 2013 黃于珊, 林于詩, 蔡瀚群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0478 鄒族部落文化神話故事 王以瑾撰稿 2013-07-00 平裝 2

9789860392104 蛻變阿里山 李政諺執行編輯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283 花東縱谷旅行風景 鍾文萍, 莊錦棟文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1283 花東縱谷旅行風景 鍾文萍, 莊錦棟文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944 生態旅遊在馬祖 永登有限公司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391 認識馬祖地質公園 林俊全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參山風景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花東縱谷風景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馬祖風景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風景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阿里山風景管理處

送存冊數共計：2

西拉雅風景管理處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1947 遊參話景: 梨山風景區觀光資源解說手冊 廖錫標等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1954 遊參話景: 八卦山風景區觀光資源解說手冊 廖錫標等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1961 話說參山: 基本解說技巧及客訴處理方法SOP手冊陳炳輝撰文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1978 遊參話景: 獅頭山風景區觀光資源解說手冊 廖錫標等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505 Introductory certificate in marketing candidate workbook 2011-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331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2013-10-00 第46版 平裝 1

9789868808348 藥品交互作用光碟 陳長安編著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5461 我變有錢了!: 小女人的第一本聰明理財手帳 朵琳出版整合行銷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5263 手作棉花糖派對 祐成二葉作; 邱欣渝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216 活出真實的自己 張盈瑩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然因館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藥品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朵琳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全球職場顧問



9789866832284 4號門診樓. 1, 孤墳魅影 木丁著 2009-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32321 密鑰傳說. 1, 華胥之門 郭子音著 2009-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9431 全備福音 左坤著 2012-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8559448 May everyone tell everyone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Moses Tsuo] 2010-08-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8559455 The spiritual whirlwind journey: the footsteps of the apostle. IIIMoses Tsuo 2010-11-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83564 3D色彩模型誤差研究 顏光良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0883 新能源關鍵材料 王錫福等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1767 泛用伺服馬達應用技術 顏嘉男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2054 智慧電子應用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勤益科技大學電子系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108 雲端運算應用與實務 黃正傑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177 Photoshop cs6快速上手 王麗琴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2184 金融法 陳國義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245 程式邏輯與Visual Basic程式設計 陳會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234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永續經營與發展論文集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351 PIC Easy Go: 簡單使用PIC 黃嘉輝編著 2013-12-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2566 工程估價: Excel應用 郭榮欽編著 2014-01-00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2672 油氣雙燃料車: LPG引擎 楊成宗, 郭中屏作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870 色彩調查樣本取樣模型 顏光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2917 空界: 序曲之二.: 賴惠如數位創作展作品集 賴惠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75989 輕鬆進入家電世界 張文化編著 2010-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76795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世紀新選首部曲. 2010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2010-06-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備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華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3527 蓬萊山房拾萃 王朝麒撰文 2013-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6890 國家考試暨文官制度報告書. 中華民國一0二年 考試院編纂室編 2013-09-00 其他 2

9789860377170 考試院施政編年錄. 中華民國一0一年 考試院編纂室編 2013-10-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502 本元醫: 療癒整體宇宙的全相健康法 曲嘉仁波切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7519 與財富有約: 藏傳佛教的致富之道 曲嘉仁波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630 鐵血軍魂. 第二部, 1937浴血淞滬: 德制新中央軍淞滬會戰作戰實錄.圍攻時期/反登陸作戰時期滕昕雲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647 宋代歷史之戰略研究 蔡金仁著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6357 名龍遊山玩水旅遊同業手冊. 2014年 賴燿村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549 國家考試成績採用分數轉換方式之研究 朱錦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名龍育樂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選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曲嘉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老戰友工作室

米街漢龍宗教百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試院



9789860382549 國家考試成績採用分數轉換方式之研究 朱錦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3442 讓老闆聽話的6大職場撇步 何躍青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473 效率式!英語概念地圖 王祈堯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3480 英語鯊魚來襲: 咬1個單字,可以聯想10個單字,掌握500個單字,就搞定5000個單字!朱子熹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3497 打造你的英文哈拉力 朱子熹編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3503 跟老外聊不停的英文會話: 從起床、睡前到工作、用餐、談戀愛、聊心事,打造你的24小時英語課程!壹佳英語創作團隊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3510 泰享受.泰自由.泰划算: 999元搞定曼谷住宿+美食+SPA小約翰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534 消滅妳的剩女基因: 笨蛋!變胖的關鍵在壞心情 裴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541 溫泉私旅: 從東京、大阪出發的溫泉小旅行,怎麼玩、怎麼去,多少錢,不會日文也輕鬆搞定!林佳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558 擺脫職場壞情緒: 甩掉心靈贅肉的20堂人際自修課裴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572 團體戰: 用對的方式成為領導人物,絕不失分的團隊哲學邢群麟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57576 日文形容詞大全 張文朝作 2009-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57613 最新修訂日文動詞大全 張文朝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2317 測量實習 林博文, 孫德昌, 周俐齡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712324 計算機概論搶分秘笈 高強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712348 電子學(講義式)搶分秘笈 張駿等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712355 電子學(講義式)搶分秘笈 張駿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712379 測量實習 林博文, 孫德昌, 周俐齡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12386 製圖實習搶分秘笈. 上冊 陳富榮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2393 電子學(講義式)搶分秘笈(教師版). 下冊 張駿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7004 應用力學搶分秘笈 李德福, 楊一平, 張駿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7011 製圖實習搶分祕笈. 下 陳富榮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7028 考前三十天搶分祕笈. 電子學篇 張駿等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旭營文化



9789865857035 測量學題解 林宏麟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949 係麼儕在唱歌?: 徐千舜專輯 劉家丁編著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238 活到第兩萬天的那一刻: 美國傳奇經紀人親授,激活人生的秘密羅伯.史密斯(Robert D. Smith)著; 陳信宏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238 活到第兩萬天的那一刻: 美國傳奇經紀人親授,激活人生的秘密羅伯.史密斯(Robert D. Smith)著; 陳信宏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245 被金錢喜歡的人,被金錢討厭的人: 用最小的努力,累積大財富和仁達也著; 蔡昭儀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252 最熟悉又最陌生的14億消費者: 亞洲消費趨勢權威揭露中國市場新面貌金蘭都, 田美永, 金瑞榮著; 路冉, 張亞薇, 葉雨純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1613 公司的品格: 22個案例,了解公司治理和上市櫃公司的財務陷阱李華麟, 鄭佳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269 金天鵝效應: 了解資產家的想法,讓錢自己流進來伊藤邦生著; 蔡昭儀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03384 紫微精點陽宅 陳彥安著 1998-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504 應用光學 衛靜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9036511 印前製程(丙級檢定)圖文組版項: 學科、術科 育才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第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百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才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吉聲影視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先覺



9789868370647 阿毗達摩論: 證入世間定出世間定之剖析 大乘禪師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8436 實用中文寫作學. 四編 張高評主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559 佛教文化哲學 郭朝順作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6178566 語文迴旋圈: 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聯合學術會議語言文字學術專業會後論文集. 101年度沈寶春主編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573 海港.海難.海盜: 海洋文化論集 鄭永常主編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573 海港.海難.海盜: 海洋文化論集 鄭永常主編 2012-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6178597 臺灣經濟發展與政策建議 謝文真撰寫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603 大智度論初品的結構與意義: 菩薩.具足.一切法 張慧芳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610 經典與世變的辭賦書寫 許東海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634 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 蘇子敬主編 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658 老殘遊記新注 劉鶚原著; 徐少知新注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658 老殘遊記新注 劉鶚原著; 徐少知新注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665 雲影天光: 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 衣若芬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3883 反思.追索與新脈: 南社研究外編 林香伶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672 南社詩話考述 林香伶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689 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 張高評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696 生物資源與生物多樣性 王偉勇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702 冒襄和影梅庵憶語 大木康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702 冒襄和影梅庵憶語 大木康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8719 哲學初步 葉海煙等撰; 王偉勇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8726 通讀紅樓 萬愛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907 我的生肖我的人生 黃敬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1

呈文養生保健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1484 時代的鏡子 谷浩宇策劃 2010-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42945 一品嫻妻 衛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2952 一品嫻妻 衛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2990 惡夫不理包子 圓不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003 惡夫不理包子 圓不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027 少東戲拐迷糊妻 謝上薰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034 擄獲蜜糖嫩妻 艾玟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041 達令寵妻計畫 梅貝爾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058 總裁誘妻大作戰 淡霞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065 王子套牢極品妻 湛亮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072 收服型男老公 喬軒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089 嚴選完美老公 呢喃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096 撲倒冷面夫君 古靈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43102 后宮: 如懿傳 流瀲紫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119 旺宅萌妻 歸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126 旺宅萌妻 歸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133 旺宅萌妻 歸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157 丞相好難 夏蘊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164 丞相好難 夏蘊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171 丞相好難 夏蘊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代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9

佛光

送存冊數共計：1

谷公館當代藝術



9789574573578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4573486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573493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573509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573516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573523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573530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573547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4573554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4573561 金玉滿堂教科書. 5, 星雲法語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4572403 聯苑佛光: 佛教名勝楹聯集 金實秋編著 2010-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7227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77135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77142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77159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77166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77173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77180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77197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77203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77210 金玉滿堂教科書. 6, 佛光祈願文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77265 畫說水陸法會 釋如常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7265 畫說水陸法會 釋如常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7272 金玉滿堂教科書. 7, 古今譯 金玉滿堂編輯小組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77289 呂碧城: 文學與思想 楊錦郁著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85818 全真模擬考: 心理學(含概要)(財經政風) 程薇編著 2011-05-00 平裝 1

9789861286105 國土安全與國境執法(概要) 彭晟, 彭勗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471 玩.題酷:法學緒論 顏台大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501 玩.題酷:法學緒論 顏台大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525 法學緒論主題式歷屆試題全解 顏台大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556 法學緒論主題式題庫Q&A 顏台大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1286587 主題式教測統分類混合題庫Q&A 高明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1286594 玩.題酷:法學緒論 顏台大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1286679 地方政府與政治混合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778 行政學/行政學概要全真模擬試題 陳真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1286839 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試題解析 黃雋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846 全真模擬考: 高考/地方三等-社會工作 普考/地方四等-社會工作概要劉瑄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1286907 全真模擬考: 行政法/行政法概要 顏平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914 全真模擬考: 經濟學/經濟學概要 許偉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6969 全真模擬考: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朱武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003 刑法(概要)全真模擬考 周昉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1287058 臺電養成班考前速成(配電線路維護類) 程金等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1287140 課程與教學(含幼兒活動與設計) 王立杰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1287218 稅務法規(研究所) 萬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225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概要) 吳超梵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232 幼兒發展與輔導 蔡一菱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1287263 警專乙組入學考關鍵考前速成 趙文廷等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1287270 社工師(專技.公職): 綜合題庫解析 張庭, 鄭中基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1287287 稅務法規(記帳士) 萬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294 主題式心理學暨教育心理學試題解析 程薇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300 警專甲組入學考共同科目關鍵考前速成 趙文廷, 王皓, 吳迪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1287317 稅務法規(概要)大意 萬華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324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30天完全破解 紀大偉, 陳加乘, 陳龍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287348 經濟學 徐喬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志光教育文化



9789861287362 隨身祕笈本: 中級會計學 蕭靖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1287379 證券商業務員: 30天完全破解 陳龍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287386 土地行政大意 林育智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393 英文關鍵讀本 郭政一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1287409 移民政策與法規: 關鍵摘要、題庫Q&A 鄭中基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416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顏台大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1287430 考銓制度: 學理, 政策, 實力應用 高仲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1287447 隨身秘笈本: 中級會計學 蕭靖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1283005 法學知識與英文 林強, 顏弘編著 2009-08-00 平裝 1

9789861284040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精選題庫 鄭中基編著 2010-01-00 平裝 1

9789861284088 稅務法規大意精選題庫 路賀, 尹仲編著 2010-10-00 平裝 1

9789861284361 強勢英文: 完全攻略 王宗松編著 2010-03-00 平裝 1

9789861284859 臺電養成班考前速成(電機運轉維護養成班) 程金等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4958 物理 蘇芮編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5160 英文高分輕鬆讀 林薇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5498 全真模擬考: 社會學 張庭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2432 日本茶道 林瑞萱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0765 營養師指定の養生低卡健康餐 李青蓉著 2007-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4201 Scratch!遊戲設計好好玩 國立臺南大學高互動學習實驗室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形我塑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1844 吃對肉不生病 蕭千祐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9411332 生活中的毒 林杰樑著 200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9411424 生活中的毒. 2, 專家說毒解毒保安康 林杰樑著 2004-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9411592 生活中的毒. 3, 輕輕鬆鬆說毒解毒 林杰樑著 2006-08-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7728 統計學與Minitab分析 林嵩麟, 王志鵬編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554 暫停的力量: 在別無選擇的混亂中,創造出選擇的空間南絲.格爾馬丁(Nance Guilmartin)著; 黃惟郁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561 一本有話直說的改頭換面實戰手冊: 不要只會光說不練,下定決心拯救自己,活出你真正熱愛的人生!寶拉.瑞納葉(Paula Renaye)著; 邱華汾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578 瞧!政商名流的故事包裝術: 成功的領導者如何運用說故事來吸引你,而且還能牢牢吃定你!蓋文.艾斯勒(Gavin Esler)著; 黃書英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585 中國生死書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592 教養孩子,你只需要一捲膠帶!: 超強老媽的「膠帶教養術」,讓你的孩子不再是媽寶,不當靠爸族!薇琪.霍佛(Vicki Hoefle)著; 簡秀如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500 12個月的感恩練習: 時時活在感恩中,讓生命開啟一扇門,迎接源源不絕的美好體驗與幸福!安哲莉.亞立恩(Angeles Arrien)著; 王敏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133 曼尼先生: 青少年理財哲學小說 十方作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2157 我的眼睛一睜開 陳潔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2171 小孩好奇的事: 50個為什麼.爸媽輕鬆答 九色芬媽咪文; 九色芬圖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2171 小孩好奇的事: 50個為什麼.爸媽輕鬆答 九色芬媽咪文; 九色芬圖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杜果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欣文化



9789868952188 妖精森林 廖文毅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2195 大肚王國的故事 張秋鳳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531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宋重志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0548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氣功五臟養生」教學實施計畫林春吟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055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法律面面觀」教學實施計畫宋重志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056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國畫天地」教學實施計畫許瑞月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0579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學習使在地老化的社會企業產業化」學習方案企劃書蔣祖棋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0586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事事如意天天樂齡」教學實施計畫翁碧菁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0777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宋重志等合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0883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氣功五臟養生」教學實施計畫林春吟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0913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事事如意天天樂齡」教學實施計畫翁碧菁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125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舊情鴨綿綿」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宋重志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126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三動.搧動樂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翁碧菁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311279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宋重志等作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431138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舊情鴨綿綿」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宋重志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139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樂齡三動.搧動樂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翁碧菁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1439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宋重志等編著 2013-12-00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7433 上帝的藍圖 沃恩.羅伯茨(Vaughan Roberts)著; 田春鳳譯; 彭彥華編譯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440 認識時代論者 溥偉恩(Vern Sheridan Poythress)作; 趙剛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457 永垂不朽: 基督教信仰綱要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作; 王之瑋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464 基督的榮耀 約翰.歐文(John Owen)作; 蔣黃心湄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471 祂替我受刑罰 巴刻(J.I. Packer), 狄馬可(Mark E. Dever)作; 駱鴻銘, 王之瑋, 彭彥華翻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488 為主發熱心: 派博講道集 約翰.派博(John Piper)著; 林千俐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宋重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0660 陸生元年 黃重豪等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094 東アジア企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 羅瓊娟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100 心史叢刊: 明清斷代史權威孟森復刻典藏本 孟森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131 陳正雄畫語錄 陳正雄著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61186 清代史 孟森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407 桂林抗戰文藝論 李建平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61476 中國大陸的邊疆與安全: 從陸權邁向海權的戰略選擇黃玉洤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896 寒風集: 陳公博回憶錄 陳公博原著; 蔡登山主編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19 從土改到文革: 中國當代一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趙旭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57 反右派鬥爭全史 朱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61964 反右派鬥爭全史 朱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61971 追尋: 諜戰失落的真相 施建偉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995 「樣板戲」記憶: 「文革」親歷 李松主編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77 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張均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91 格拉古軼事: 勞改回憶錄之一 張先癡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07 情還明宮: 張振剛戲劇作品集 張振剛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21 子彈殼: 文革中篇小說 姜貽斌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38 微雕人文: 歷世與渡化未來的旅程 周慶華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45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大邱文集 大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52 穿越電影看心理 胡正文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69 大地之歌: 徐曉燕的鄉土寫實主義 風之寄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6729 表演藝術的體驗與體現. 第四輯, Live!現場直擊 楊雲玉著 2011-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6897 西瓜寮詩輯 詹澈著 2011-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6903 園藝及音樂活動對幼童氣質之影響: 以生命教育為主題莊財福等作 2011-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4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秀威資訊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8600 學得快才會想學: 黃金20小時學習法 喬許.考夫曼(Josh Kaufman)作; 謝佳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617 心靜致富: 吸引財富最強大的力量,從困境到夢想成真的祕徑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著; 戴至中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790 殘,但是我們X得見 呂政達撰文;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8806 易經預言學 林寬鳳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1801 錄用標準: 這世界需要的是這種人才 伊賀泰代著; 程健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1801 錄用標準: 這世界需要的是這種人才 伊賀泰代著; 程健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1818 外商顧問公司的超強簡報術: 圖解表現的23種技巧山口周著; 蘇文淑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825 麥肯錫新人培訓7堂課: 上完這些課,去哪裡都搶手大嶋祥譽著; 鄭舜瓏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832 葉丙成的機率驚豔: 當數學遇上文學,學生考不好也會笑著離開葉丙成, 賴以威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5479 出國血拼,臨時需要的那句英文 夏建蘭作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希望星球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寄子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我們出版



9789869030908 陶文岳: 書寫記憶 陶文岳作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4973 懂得放下,就是一種享受:世上唯一能讓你不快樂的人,就是你自己吳達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9778 PPAPER成長日記: 胡至宜自選集 胡至宜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97747 職場單字進化術 Quentin Brand作; 戴至中翻譯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7754 最有力量的英文: 商業領袖經典名言 David Thayne, 佐藤淳子作; 詹慕如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7761 改變一生的英文閱讀課 陳超明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7815 英文閱讀越好. 旅遊篇 Jeff Hammons作; 戴至中譯 2010-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7853 從字首字根字尾破解英文單字 王復國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7914 翻譯大師教你學寫作. 文法結構篇 郭岱宗, 鄒政威, 盧逸禪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7921 翻譯大師教你學寫作. 高分修辭篇 郭岱宗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7945 宅出好英文: 用facebook邊玩邊學 Victoria Chen作; 戴至中譯 2010-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7990 王復國理解式文法. 形容詞與副詞篇 王復國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034 翻譯大師教你學文法 郭岱宗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041 看到就會說英文的特訓: 280個句型讓你高速實境表述!長尾和夫, Andy Boerger作; 陳亦苓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140 說出連續句的英文特訓 Steve Soresi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157 從發音征服聽力 王復國作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8201 學校沒教的英文口語: 從硬邦邦的文法句子, 到老外在說的自然英文!David Katz作; 戴至中譯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塔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沙發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沛報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065 顧客關係管理 楊雯如編纂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089 教練式領導培訓課程 簡宏江編纂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126 大家一起製作CO2濃度地圖: 地球暖化和我們的生活伊藤雅一, 岡村聖原編著; 林敬三審譯; 許容瑜, 劉典嚴譯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1126 大家一起製作CO2濃度地圖: 地球暖化和我們的生活伊藤雅一, 岡村聖原編著; 林敬三審譯; 許容瑜, 劉典嚴譯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5014 主題式教測統分類混合題庫Q&A 高明編著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015045 記帳士考前關鍵集錦 蕭靖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5052 記帳士專用隨身法典 蕭靖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5076 租稅申報實務 張清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1463 外語教育多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藍培青等執行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581463 外語教育多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藍培青等執行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581470 財務分析與應用 徐健進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276 Underground market歇斯底里的案件 藤井太洋作; 董福興譯 2014-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7856 咱工鐵枝路 黃雅蘋等文字.攝影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汪達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志聖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育達商業科大

育達科大



9789865977955 東臺灣小日子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55 東臺灣小日子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7962 韓國玩全指南. '14-'15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986 義大利玩全指南. '14-'15版 林玉緒文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7993 東京一日乘車券完全攻略 林倩伃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05 搭地鐵.玩大阪神戶. '14-'15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12 搭地鐵玩首爾. '14-'15版 陳怡瑄文字; Karen攝影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29 英國玩全指南. 2014-2015版 魏萊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36 搭地鐵玩新加坡. '14-'15版 戴鎂珍文字.攝影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43 搭地鐵.玩倫敦. '14-'15版 吳宜家文字.攝影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1586 秘密基地 黃柏勳[作] 2014-01-00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087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專刊. 2013年周靈山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094 博雅與通融: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王雪卿等作; 楊志遠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813 佛門武功的根基: 紮馬 廖秉榮原著 2013-09-00 其他 2

9789868968820 佛門正宗十八般武藝 廖秉榮原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燈傳播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沙爾內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休閒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3852 看圖學會日本語文法: 30天學會東京日本語專門學校文法精華曾元宏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876 邊上班邊背單字MP3加強版 蔣志榆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883 給過了20歲才決定開口說英文的人們: 用「4週英語口說練習計畫表」提升全球競爭力蔣志榆, 林文琦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913 一生必學的英文字首字根字尾 蔣志榆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920 一生必學的萬用英語會話 蔣志榆, 林雨葳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937 一生必學的萬用韓語會話 高俊江, 賈蕙如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944 躺著背單字2000 蔣志榆, 鄭燕琴著 2013-06-00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6163968 用韓國小學課本學韓語文法 高俊江, 賈蕙如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982 新多益考試有祕密: 30天挑戰新多益600分 蔣志榆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63999 單字王: 出版10年暢銷百萬冊紀念版 蔣志榆, Organis Rivers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85000 完全命中NEW TOEIC新多益模擬試題+解析 鄭穎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017 上班族也要擁有富人腦: 20個改變你醫生的投資技巧羅守至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024 圖解的第一堂行銷課 陳萬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031 人民幣來了, 新台幣跑了: 兩岸達人教你大賺人民幣白嗣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048 95%會用錯的英文 戴媺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062 連老外都讚嘆的漂亮英文短句大全 林雨薇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079 圖解九型人格人生整理術 陳思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093 英文文法有祕密: 30天學會國、高中英文文法 高國華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09 常用英語新聞單字: 我用這些單字看片全球英語新聞林雨薇, 許瓊文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09 常用英語新聞單字: 我用這些單字看片全球英語新聞林雨薇, 許瓊文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54 一定會考的英文選擇題單字攻略 蔣志榆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185 新日檢考試有秘密: 全方位N1單字+全真模擬試題郭欣怡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8809 <>秦唐會覽本 鳩摩羅什, 玄奘譯 2010-06-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我識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宏願寺法船印經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707 松山奉天宮水墨畫作集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2335 臺灣移轉訂價法令及案例彙編 柯俊禎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772342 提升技術分析KD指標獲利能力之應用 金鐵英等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557 金融投資技術關鍵密碼 黃賢明著 2012-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1564 game到耶魯 蔡靜馨著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701571 李雅軒珍貴遺著: 太極拳學論 李雅軒作 2014-0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701588 掌握大陸房地產兼習簡體字 曾文龍主編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0855 義大利,這玩藝!: 音樂、舞蹈&戲劇 蔡昆霖, 戴君安, 鍾欣志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05685 妝鬼師OMEGA: 1,殺人導演 D51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876 血繩: 無間鬼月 柚臻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883 開棺: 無間鬼月 羅策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山奉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大金融創研



9789862905890 鬼運褲: 無間鬼月 薔薇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06 鬼梳頭: 無間鬼月 尾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13 鬼門祭: 無間鬼月 D51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20 死願籤: 無間鬼月 振鑫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37 騷年同居生活: 男公關戀愛守則. 5 原惡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44 神行戀人. II, 保姆.執事 瀝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05951 八百鬼. 13, 巫妖魔神 振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68 字然課 李進文詩; 潘心屏動畫.插畫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05975 櫻庭愛生: 紅霧極樂村 原惡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82 櫻庭愛生: 三途獄門村 原惡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5999 沒有名字的甜點店: 電視小說 吳小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02 妖的忍法帖. 6, 三剎部!逆襲 柚臻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19 畫符: 面具女 羅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26 暗子怪談 柚臻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33 妝鬼師OMEGA. 2, 靈感少女 D51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40 搜屍 柚臻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57 蛇鬼: 討鬼債 D51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64 老兵 振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71 咒殺 浮靈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88 二手鬼 瀝青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095 偶鬼城: 末日列車 羅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01 稱霸世界的分店: 男公關戀愛守則. 6 原惡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18 八百鬼. 14, 百人花斬 振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25 刀靈. 1, 五星連珠 清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32 吊鬼宅 貓爵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49 三生,忘川無殤 九鷺非香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56 等妖式三角習題 玥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63 暗子恐怖協會 柚臻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170 櫻庭愛生: 鬼塚神見島 原惡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00 八百鬼. 15, 第六天王 振鑫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17 兔靈 瀝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24 屍變那些小事 波西米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31 死亡樹海 路邊攤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48 妝鬼師OMEGA. 3, 屍忍大軍 D51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55 神啊,請給我一點BL吧. 西方篇 原惡哉, 瀝青, 語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62 刀靈. 2, 殺手水銀 清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79 惡樓 D51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86 白色鬼塔 乙酒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293 嚇破膽: 重啟 柚臻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09 浪跡天涯. 卷四, 大西南 趙晨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16 鬼露營 燕熙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23 逃離鬼城: 末日列車 羅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30 勾魂 娜歐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47 送鬼 馬尼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54 夜半洗頭 柚臻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61 偷拍 振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78 夭壽 馬尼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85 神啊,請給我一點BL吧. 2, 東方腐敗 玥我, 琴酒, Dark櫻薰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06392 易筋經: 中國式瑜珈 李章智作 2013-1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0277 法蘭德斯戰場的回憶 蒙提.英格萊姆(Monty Ingram)作; 丁迺靜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68361 青之花 志村貴子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68378 青之花 志村貴子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69696 精靈學者綺談: 黎鏡花傳 樋口大輔原作; 周先姝翻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69702 精靈學者綺談: 黎鏡花傳 樋口大輔原作; 周先姝翻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河中文化實業



9789863100720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00737 夢幻軍艦大和號 本壯一作; Ron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0959 橡皮渣君 村瀬範行原作; 伊波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1222 青之花 志村貴子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1734 國崎出雲軼事 平川彩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1482 哥羅羅: 魔物物語 永壽泰成原作; 賴芯葳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1642 魔法無雙天使 衝鋒突刺!!呂布子 鈴木次郎原作; Ron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1680 電影哆啦A夢 大雄的人魚大海戰 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1741 Waltz華爾滋 伊坂幸太郎原作; 大須賀惠漫畫; 林捷瑜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772 聖誕之吻: precious diary 東雲太郎作; 揪尼豆桑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1857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01864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102038 咕噜咕噜魔法陣外傳 舞勇傳吉他吉他 衛藤ヒロユキ漫畫;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069 仁俠姬蕾娜 梶研吾原作; 米井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2427 BB的響: 男子高中管樂社嗨日常 美樹麻樹漫畫; 大和腐子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533 閻小妹YAMEME 冉色斯創意影像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601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102625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02649 哆啦A夢 新.大雄與鐵人兵團: 振翅吧!天使們 藤子.F.不二雄原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2700 Battle Spirits少年戰魂 矢立肇原作; 東川祥樹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908 青之花 志村貴子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2984 咕嚕咕嚕魔法陣外傳: 舞勇傳吉他吉他 衛藤ヒロユキ漫畫;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3097 驅魔神手 空詠大智原作; 柏木凜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134 機動戰士鋼彈AGE尋寶之星 矢立肇原作; 吉田正紀漫畫; 霖之助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370 Battle Spirits少年戰魂 矢立肇原作; 東川祥樹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400 咕嚕咕嚕魔法陣外傳: 舞勇傳吉他吉他 衛藤ヒロユキ漫畫; 和靜清寂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3424 夢幻軍艦大和號 本壯一作; Ron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03691 可愛寵物出租中 白雪しおん原作; 賴芯葳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3714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04100 初戀魔法電擊 明日香正太原作; 天廣直人漫畫; 地區B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4117 神奇寶貝三隻組挑戰大冒險 淺田實穗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4025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104032 咕嚕咕嚕魔法陣外傳: 舞勇傳吉他吉他 衛藤ヒロユキ漫畫; 和靜清寂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4056 驅魔神手 空詠大智原作; 柏木凜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063 牙之旅商人 七月鏡一原作; 梟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4094 魔法無雙天使 衝鋒突刺!!呂布子 鈴木次郎原作; Ron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4360 聖鬥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RON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4490 JESUS砂塵航路 七月鏡一原作; 藤原芳秀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4803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原作; 地區B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05053 都市榮服 雀形目漫畫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5169 牙之旅商人 七月鏡一原作; 梟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5183 情有獨鍾 日坂水柯漫畫; 古學勤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190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05237 神樣DOLLS 山村哉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5565 放學後王子 許斐剛原作; 佐倉健一漫畫; 伶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5596 向死神許下最後的願望 山田ミコト原作; 林雅涵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718 青之花 志村貴子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5855 少女與戰車 才谷屋龍一原作; 地基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5985 戀貓 真島悅也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6029 國崎出雲軼事 平川彩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6036 牙之旅商人 七月鏡一原作; 梟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6357 DOGS獵犬: bullets & carnage 三輪士郎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6395 戀愛叛惱 村山涉原作; 謝政儒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777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06524 探地潛龍 福地翼原作; 陳冠安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531 咕嚕咕嚕魔法陣外傳: 舞勇傳吉他吉他 衛藤ヒロユキ漫畫; 和靜清寂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6579 武勇傳 滿田拓也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586 A頻道 黑田bb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6616 Starry☆sky星空彼氏 皆川ハル原作; 伶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6906 腦內男友 陽気婢原作; 籃球丸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937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7576 軍神榮耀: 西庛阿與漢尼拔 カガノミハチ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583 二之前的正確使用法 貓砂一平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62130 愛麗絲的茶會 大川マキナ原作; 賴芯葳翻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62246 風魔小次郎 車田正美原作; 宋狄龍翻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62710 嬌蠻貓娘大橫行. 2, 我允許你撿我回家唷!? 松智洋作; krpt翻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62987 簡單易懂的現在魔法 櫻坂洋原作; 宮下未紀漫畫; 林其磊翻譯 2010-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64455 Das Schwarze Herz: 黑色心臟. 9, 諸神的脈動 vital.B桑原水菜作; 金魚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66244 月曆男孩: 節日擬人化 美樹麻樹, 進藤ウニ, 守里ゆうじ原作; 李妮瑄翻譯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202 洪健豪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洪健豪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97219 張鴻遊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張賜財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97226 徐鳳聰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徐鳳聰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97233 劉明凱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劉明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97240 鹿鶴松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鹿鶴松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97257 李憲雄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李憲雄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665 看透賭場 博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55316 I Love You,烏克麗麗 張松雄, 郭清界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9655262 彈起我的烏克麗麗來 郭清界編著 201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手指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3

拓方印集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5402 AMC young reader series. 3, the door in the floor Mavis Yeh等[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965419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 11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457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5965433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5965440 閱讀能力總動員: 試題本. 進階三 陳建明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5464 AMC listening series Ryan Campbell, Guy Redmer, Tanya Lin[作] 2013-12-00 1st ed 其他 第5冊 1

978986596547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 12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488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 12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495 Activ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rew Crosthwaite等[作] 2013-12-00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965501 Activ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rew Crosthwaite等[作] 2013-12-00 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965518 Activ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rew Crosthwaite等[作] 2013-12-00 1st ed 其他 第6冊 1

9789865965525 閱讀能力總動員: 詳解本. 進階三 陳建明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5532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 13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549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 13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0538 幸運賊 史考特.G.布朗(S.G. Browne)作; 陳珮凌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545 圖解水神與水精靈 山北篤著; 王書銘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552 西遊祕史. 1, 大唐泥犁獄 陳漸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569 西遊祕史. 2, 西域列王紀 陳漸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576 刀光錢影. 3, 暴君諭令 丹尼爾.艾伯罕著; 周沛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583 太和計畫 馬克.艾伯特(Mark Alpert)著; 陳岳辰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590 歷史檔案館 薇多莉亞.舒瓦(Victoria Schwab)作; 林零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606 圖解日本神話 山北篤作; 王書銘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明天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4

奇幻基地



9789862752517 扁鎮的秘密: 紙飛機的異想世界 劉海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24 扁鎮的秘密: 神祕扁鎮遇危機 劉海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31 扁鎮的秘密: DM三人組的奇遇 劉海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48 腦力轉轉轉系列. 2, 邏輯益智 Brain school原著; 陳惠雯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55 少年偵探隊: 被禁的神廟 米萊娜.拜雪(Milena Baisch)原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62 蝙蝠巴特冒險記. 1, 詭秘的斗篷幽靈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79 蝙蝠巴特冒險記. 3, 女巫的毒蘋果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86 蝙蝠巴特冒險記. 3, 木乃伊女王的心願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593 蝙蝠巴特冒險記. 4, 鬼盜船魔咒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609 蝙蝠巴特冒險記. 5, 愛唱歌的綠泥怪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623 少年偵探隊: 古堡竊盜疑雲 因薩.鮑爾(Insa Bauer)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630 少年偵探隊: 湖畔的幽靈 因薩.鮑爾(Insa Bauer)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647 腦力轉轉轉系列. 3, MQ益智50 Brain school原著; 陳惠雯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654 腦力轉轉轉系列. 4, IQ益智50 Brain school原著; 陳惠雯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661 創意邏輯小達人: 足球特攻隊 Rachel Coombs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閣林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678 創意邏輯小達人: 大自然七十二變 Rachel Coombs, Nicholas Harris作; Peter Kent繪圖; 閣林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685 創意邏輯小達人: 都市萬花筒 Nicholas Harris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明天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692 創意邏輯小達人: 飛機場小旅行 Sarah Harrison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明天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08 創意邏輯小達人: 公共場所真熱鬧 Rachel Coombs; Nicholas Harris作; Peter Kent繪圖; 閣林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15 創意邏輯小達人: 繞著地球轉 Rachel Coombs作; Peter Kent繪圖; 明天編譯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22 創意邏輯小達人: 勇闖侏儸紀 Elizabeth Havercroft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閣林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39 創意邏輯小達人: 神秘古文明 Rachel Coombs作; Peter Kent繪圖; 閣林編譯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46 創意邏輯小達人: 忙碌城堡的秘密 Rachel Coombs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閣林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53 創意邏輯小達人: 動物農莊變變變 Nicholas Harris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閣林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60 創意邏輯小達人: 火車站大探索 Sarah Harrison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明天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77 創意邏輯小達人: 海盜奇航大冒險 Sarah Harrison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明天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84 創意邏輯小達人: 動動手蓋新學校 Sarah Harrison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明天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791 創意邏輯小達人: 歡迎光臨動物園 Sarah Harrison作; Inklink Firenze繪圖; 明天編譯室翻譯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752814 少年偵探隊: 受詛咒的球場 因薩.鮑爾(Insa Bauer)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21 少年偵探隊: 魔鬼沼澤地 尤莉亞.伯梅(Julia Boehme)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45 情緒管理小學堂: 彩色大野狼 歐芮安娜拉蒙(Orianne Lallemand)原著; 艾雷歐諾圖伊利爾(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52 情緒管理小學堂: 阿曼達的黑點點 凱瑟琳帕蒙耶布隆加(Catherine Parmentier-Blancard)原著.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69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蝙蝠愛星星 艾莉絲.布里耶哈格(Alice Brire Haquet)原著; 黛樂芬.布隆耶(Delphine Brantus)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76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蝸牛的大煩惱 維吉妮.漢娜(Virginie Hanna)原著; 阿曼汀.皮優(Amandine Piu)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83 情緒管理小學堂: 海盜哈啾了 維琴妮.漢娜(Virginie Hanna)原著; 米歇.布什爾(Michel Boucher)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90 情緒管理小學堂: 口袋裡的奧克塔 伊莉莎白.隆布李(Elisabeth de Lambilly)原著; 傑若米.培拉(Jerome Peyrat)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06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兔比特當哥哥 雅爾梅勒.何努特(Armelle Renoult)原著; 克萊兒.弗勞薩(Claire Frossard)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13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豬羅莎愛香香 維吉妮.哈拿(Virginie Hanna)原著; 基斯黛勒.黛絲莫挪(Christel Desmoinaux)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20 情緒管理小學堂: 狐狸孵雞蛋 凱瑟琳帕蒙耶布隆加(Catherine Parmentier-Blancard)原著.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37 情緒管理小學堂: 飛翔吧!露露 卡琳.羅宏(Karine Laurent)原著; 史蒂芬妮.阿拉絲特(Stephanie Alastra)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44 情緒管理小學堂: 叩叩叩,請開門! 歐莉安娜.拉蒙(Orianne Lallemand)原著; 克萊兒.弗勞薩(Claire Frossard)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51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鬍鬚的鬃毛 雅爾梅勒.何努特(Armelle Renoult)原著; 梅蘭妮.葛倫吉哈德(Melanie Grandgirard)繪圖; 吳愉萱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002 腦力轉轉轉系列. 6, 魔術益智50 Brain school原著; 陳惠雯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019 少年偵探隊: 盔甲的祕密 因薩.鮑爾(Insa Bauer)原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026 少年偵探隊: 克爾特神諭 邵亞.費德爾(Sonja Fiedler)原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3033 蝙蝠巴特冒險記. 6, 極地裡的長毛象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原著; 明天編輯小組翻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8050 佛說出家功德經演講集 釋如本演講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48067 佛說出家功德經演講集 釋如本演講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073033 殭屍哪有那麼萌? 服部充作; 賴瑞琴譯 2011-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3040 殭屍哪有那麼萌? 服部充作; 賴瑞琴譯 2011-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5303 殭屍哪有那麼萌? 服部充作; 賴瑞琴譯 2011-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5365 S男友超級棒 桃白, 兄崎遊南作; 趙秋鳳譯 2011-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5402 Switch girl: 變身指令 逢田夏波作; 張芳馨譯 2012-03-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75495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2-08-00 平裝 第1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法王講堂



9789861075655 王樣老師 椿泉作; 蔡夢芳譯 2011-12-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5679 花與惡魔 音久無作; 尤靜慧譯 2011-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5693 學園管家 伊沢玲作; 莊麗玲譯 2011-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5860 打結不打解 水瀬マユ作; 翁蛉玲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5884 蜜柑次郎 双葉よう作; 陳書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041 謊言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李文軒譯 2012-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6058 謊言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李文軒譯 2012-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6089 學園奶爸 時計野はり作; 黃依齡譯 2011-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133 八潮與三雲 草川為作; 江荷偲譯 2011-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287 虎與狼 神尾葉子作; 李其馨譯 2011-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317 愛說謊的莉莉 小村鲇海作; 趙秋鳳譯 2012-06-00 平裝 第0冊 1

9789861076324 愛說謊的莉莉 小村鲇海作; 趙秋鳳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331 愛說謊的莉莉 小村鲇海作; 趙秋鳳譯 2012-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348 愛說謊的莉莉 小村鲇海作; 趙秋鳳譯 2012-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6379 歡迎光臨水泳社 右京礼音作; 王薇婷譯 2011-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386 歡迎光臨水泳社 右京礼音作; 王薇婷譯 2011-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393 閃亮的騷動 山本景子作; 王薇婷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409 閃亮的騷動 山本景子作; 王薇婷譯 2011-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850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06-00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1076867 死神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2011-07-00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1076935 櫻蘭高校男公關部 菜鳥ビスコ作; 陳書萍譯 2011-08-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1076966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鍊金術殺人事件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江荷偲譯 2011-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973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鍊金術殺人事件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江荷偲譯 2011-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7246 戀愛這回事 辻田里々子作; 李其馨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253 戀愛這回事 辻田里々子作; 李其馨譯 2012-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7277 人偶歌 李善英作; 黃昱霖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338 Milk你是我的牛奶 佐藤ZAKURI作; 王靖惠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77550 Candy boy蜜糖關係 drm, 2008cp原作; 峠比呂作畫; 蔡妃甯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567 Candy boy蜜糖關係 drm, 2008cp原作; 峠比呂作畫; 蔡妃甯譯 2011-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7673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2012-02-00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1077789 無可救藥的愛情 車谷晴子作; 蔡妃甯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796 無可救藥的愛情 車谷晴子作; 蔡妃甯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8250 密斯瑪路卡: 興國物語 林トモアキ原作; 淺川圭司漫畫; 方郁仁譯 2012-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8328 圍繞千歲的愛 吉住涉作; 陳書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8335 我們的故事 藤宮亞由作; 江荷偲譯 2011-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8342 裸足玫瑰 上田倫子作; 尤靜慧譯 2011-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8359 少女少年學級團 藤村真理作; 尤靜慧譯 2012-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8441 聲優志願! Maki Minami作; 李芝慧譯 2011-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8458 回家之歌 ふじもとゆうき作; 吳美嬅譯 2012-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8465 花之騎士 西形真依作; 李其馨譯 2012-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8601 ONE PIECE: 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1-06-00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1078618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天野明作; 周福泉譯 2011-06-00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1078762 1/2王子 御我原作; 蔡鴻忠漫畫 2011-07-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8908 苦中帶甜的滋味 小林ユミヲ作; 張惠真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004 吸血姬 平野俊弘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李妮瑄譯 2012-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011 吸血姬 平野俊弘原作; 垣野內成美漫畫; 李妮瑄譯 2012-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9035 天才的超級戀愛 ヒロユキ作; 吳傳賢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127 18X10的同居生活 佐伯イチ作; 游若琪譯 2011-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9196 失樂園 尚村透作; 猴譯 2011-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9295 模擬結婚 上田美和作; 林杏芳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301 模擬結婚 上田美和作; 林杏芳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9356 聖堂風雲 史村翔, 武論遵, 池上遼一作; Asma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363 聖堂風雲 史村翔, 武論遵, 池上遼一作; Asma譯 2011-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9608 火影忍者疾風傳(劇場版)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79615 尾田栄一郎畫集COLOR WALK 4 EAGLE 尾田栄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079615 尾田栄一郎畫集COLOR WALK 4 EAGLE 尾田栄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1-08-00 平裝 2

9789861079622 動畫資料集黑執事II: FINAL RECORD 枢やな原作; 尤靜慧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79639 D.Gray-man驅魔少年畫集Noche 星野桂作; 李芝慧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79806 書香森林的夢想家 磯谷友紀作; 蔡妃甯譯 2011-1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9813 白色伊甸園 吉岡李々子作; 吳美嬅譯 2011-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9967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2-08-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0000 死神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2011-09-00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1080123 FIVE: 型男5人組 中原亞矢作; 尤靜慧譯 2011-07-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80147 惡魔拉法頌 姚森三好作; 蔡夢芳譯 2012-0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80178 天然王子的寶石箱 木々作; 莊麗玲譯 2011-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0208 江戶夢時代 津田雅美作; 江荷偲譯 2012-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0239 少年改造計畫 ーノ瀬薰作; 蔡夢芳譯 2012-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0253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Julietta作; 江荷偲譯 2012-04-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80277 謊言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李文軒譯 2012-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80345 朝5晚9 相原実貴作; 王靖惠譯 2011-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0468 飛輪少年 大暮維人作; 陳書萍譯 2011-10-00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1080505 火鳳燎原 陳某作 2011-06-00 平裝 第42集 1

9789861080741 火影忍者疾風傳(劇場版): 絆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080796 東京最後戀曲 みよしふるまち作; 吳美嬅譯 2011-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0802 東京最後戀曲 みよしふるまち作; 吳美嬅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0826 妹妹是我的! 神田はるか作; 王靖惠譯 2011-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0833 十六夜之瞳 高見鳴瀬作; 林捷瑜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1038 白兔玩偶 宇仁田由美作; 林杏芳譯 2011-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1113 甜蜜的季節 Kuku作; 月島綾譯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1081151 花樣少年少女After School 中条比紗也作; 韻韻譯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1081182 如織似錦. 華麗回歸 冰川良子作; 翁蛉玲譯 2013-09-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1212 戀愛目標 北川夕夏作; 張惠真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1236 情敵不輕鬆 紫海早希作; 王薇婷譯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1081243 完美男孩戀愛了 紫海早希作; 王郁雯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1250 愛從KISS開始 麻見雅作; 林杏芳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1267 帥哥醫生的指尖 河丸慎作; 王郁雯譯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1081533 Boys and girls: 男女戀愛方程式 賴安[作] 2011-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081663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1-08-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1687 妖怪戀繪卷 新條真由作; 蔡夢芳譯 2011-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1694 鈴木同學,我愛你! 池山田剛作; 趙秋鳳譯 2012-06-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1748 妖怪連絡簿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2011-11-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1762 能劇美少年 成田美名子作; 光依譯 2011-08-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81779 玻璃假面 美內鈴惠作; 趙秋鳳譯 2011-12-00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1081991 隔壁的我 南波敦子作; 黃依齡譯 2012-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2011 近距離戀愛 Mikimoto凜作; 蔡夢芳譯 2012-0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82073 殼中少女 沖方丁原作; 大今時良漫畫; 游若琪譯 2012-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2264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2012-11-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2479 GATE7-7號閘門 Clamp作; 尤靜慧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2486 GATE7-7號閘門 Clamp作; 尤靜慧譯 2012-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2509 蠟筆小新精華版. 28, 我的無敵暢快大進擊篇 臼井儀人作; 何力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082639 闇影之華 友藤結作; 尤靜慧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2776 他是惡魔! 霜月加代子作; 王郁雯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2783 他是惡魔! 霜月加代子作; 王郁雯譯 2012-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2967 鈴木同學我愛你!公式漫迷手冊 池山田剛作; 趙秋鳳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3292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天野明作; 周福泉譯 2011-10-00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1083315 ONE PIECE: 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1-09-00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1083346 死神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2011-10-00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1083391 13號鍊金石 山崎貴子作; 黃依齡譯 2011-09-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3445 黑白少年少女 福山遼子作; 蔡夢芳譯 2012-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3483 苦中帶甜的滋味 小林ユミヲ作; 張惠真譯 2012-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3506 白兔玩偶 宇仁田由美作; 尤靜慧譯 2012-05-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83773 Raiders狙擊者 林珍俊作; 林建豪譯 2010-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83872 模擬結婚 上田美和作; 林杏芳譯 2012-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4046 水手服與重戰車 野上武志作; 鄭啟旭譯 2012-04-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4084 追逐夢想的每一天 绘夢羅作; 翁蛉玲譯 2012-06-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84091 王樣老師 椿泉作; 蔡夢芳譯 2012-07-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84114 開始吧!秘密戀愛 一井加寿美作; 張惠真譯 2012-10-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4244 新東遊記 鄭惠那作; 林建豪譯 2012-05-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4299 首爾俠客傳 申泳雨作; 林建豪譯 2012-05-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1084510 火影忍者疾風傳(劇場版): 火意志的繼承者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1084541 尚月地畫集NOSTALGIA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1084558 出包王女畫集LOVECOLOR 矢吹健太朗作; 陳書萍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4718 戰國美姬傳花修羅 山田圭子作; 猴譯 2012-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4732 戰國美姬傳花修羅 山田圭子作; 猴譯 2012-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4749 花宵奇談 佐知美梨穗作; 賴芯葳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1084831 華陀風來傳 秋乃茉莉作; 蘇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4954 花魁少女 響涉作; 王郁雯譯 2012-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4992 親愛的伊達政宗大人 中島翼作; 李妮瑄譯 2012-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029 朋友的故事 河原和音原作; 山川愛兒漫畫; 王郁雯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5036 我的甜蜜Honey? 吉井祐作; 王薇婷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5128 豔戀搖擺 時山初芽作; 赤雨愛子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1085135 單戀糖球 紺野理沙作; 張芳馨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1085265 Toxic劇毒黑薔薇 高橋燎央作; 江荷偲譯 2012-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272 Toxic劇毒黑薔薇 高橋燎央作; 江荷偲譯 2012-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319 勢均力敵 栄羽 弥作; 尤靜慧譯 2012-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326 勢均力敵 栄羽 弥作; 尤靜慧譯 2012-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647 藍夜的等待羽柴麻央選集 羽柴麻央作; 張芳馨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1085654 戀愛方向箭 Maria作; 吳美嬅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5708 小惡魔Lion 市川聖作; 黃依齡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5760 飛輪少年 大暮維人作; 陳書萍譯 2011-12-00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1085838 只想告訴你 椎名軽穂作; 張芳馨譯 2012-02-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85937 蜜柑次郎 双葉よう作; 陳書萍譯 2012-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6200 俠義少年王. II, 源平合戰 沢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2011-02-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86255 今天,我很好 羽柴麻央作; 光依譯 2012-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6286 旅人 片桐正傳原作; 中野ハジメ繪; 杜信彰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6293 旅人 片桐正傳原作; 中野ハジメ繪; 杜信彰譯 2012-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6316 火影忍者疾風傳卡卡西外傳(動畫版): 戰場上的少年時代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1086347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2012-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6385 靈感天使與惡魔情人 中貫えり作; 林捷瑜譯 2012-1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86422 粉紅系男孩 菅野文作; 蔡夢芳譯 2012-09-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86439 花之騎士 西形真依作; 李其馨譯 2012-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6446 戀愛這回事 辻田里々子作; 李其馨譯 2012-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6644 小咩的管家 宮城理子作; 翁蛉玲譯 2012-03-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86651 Switch Girl: 變身指令 逢田夏波作; 張芳馨譯 2012-07-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1087245 妖狐X僕SS 藤原ここあ作; 郝致均譯 2012-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7252 妖狐X僕SS 藤原ここあ作; 郝致均譯 2012-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7320 魔鏡的夏娜娜 山本弘原作; 玉越博幸漫畫; 李文軒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7320 魔鏡的夏娜娜 山本弘原作; 玉越博幸漫畫; 李文軒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7375 青澀戀物女 亞樹新作; 賴芯葳譯 2012-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481 京洛除魔記 浅野りん作; 李文軒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528 明星宅男 さとがねしょう作; 王薇婷譯 2012-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559 同居要不要?: 花鳥風月4兄弟 田中子規作; 王薇婷譯 2012-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726 妖怪戀奇譚 かまたきみこ作; 賴瑞琴譯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1090047 逆轉檢事 黑田研二腳本; 前川一夫漫畫; 吳傳賢譯 2012-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0054 逆轉檢事 黑田研二腳本; 前川一夫漫畫; 吳傳賢譯 2012-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0092 逆轉裁判 黑田研二腳本; 前川一夫漫畫; 吳傳賢譯 2012-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0108 逆轉裁判 黑田研二腳本; 前川一夫漫畫; 吳傳賢譯 2012-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0825 魔幻石之戰 艾蜜莉. 羅達原作; 庭野真琴人漫畫; 江昱霖譯 2013-1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91204 BIOMEGA生化禁區 弐瓶勉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91259 河豚先生 徳弘正也作; 張益豐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94274 墓守戰記 Fukui Takumi原作; 鄭啟旭譯 2013-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95219 咒語騎士 しほうあきら, 高乃夕作; 張益豐譯 2012-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5813 ONE PIECE: 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3-04-00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1098630 蒼藍世界的中心(完全版) アナス夕シア, シェス夕コワ原作; クリムゾン作畫; 江昱霖譯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98647 蒼藍世界的中心(完全版) アナス夕シア, シェス夕コワ原作; クリムゾン作畫; 江昱霖譯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1782 cosplay角扮社的豆丁妹 仏さんじょ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2260 殲鬼戰記 黑乃奈タ繪作; 江荷偲譯 2013-1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2277 貓先生拉麵屋 そにしけんじ作; 蔡夢芳譯 2014-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2284 人型兵器. 刀 オニグンソウ作; 張益豐譯 2014-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5278 廢墟同盟 ゆうきあずさ原作; 渡辺ゆうな作; 賴思宇譯 2014-0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3281 偷窺孔 本名和幸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73335 傲嬌同盟 井上喜久作; 方郁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4004 女忍者一年生 河田雄志原作; 行徒妹作畫;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4202 黃金拼圖 原悠衣作; 江育綾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4264 超級靈犬 葦原大介作; 黃依齡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4387 裝甲惡魔村正. 魔界篇 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銃爺漫畫; 李文軒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4394 幻獸學園 東なゆみ作; 游若琪譯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4776 天才野球少年. II 岩澤正泰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74844 關鍵快速球 寒川一之作; 季上元譯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5155 鋼鐵貴公子 西森博之作; 李文軒譯 2013-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5162 鋼鐵貴公子 西森博之作; 李文軒譯 2014-02-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5391 蠟筆小新(DX版) 臼井儀人作; 何力譯 2013-12-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75469 搖滾宅男 日高央原作; 三数鬼暴動漫畫; 蔡妃甯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5599 30歲的保健體育. 戀愛晉級篇 三宅大志作; 吳勵誠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5889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祥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6152 東京闇虫 本田優貴作; 吳傳賢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6183 君之刃 小手川瑜亞作; 賴瑞琴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6190 君之刃 小手川瑜亞作; 賴瑞琴譯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7418 五花八門. II 竹本友二作; 江昱霖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177678 裸拳格鬥派.柚希 為永祐作; 鄭啟旭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7685 天才惡少年 藤木俊作; 蔡妃甯譯 2013-11-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7708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9481 擅入寄居者 今井大輔作; 賴思宇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7791 黑街 コースケ作; 賴思宇譯 2014-0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9580 獨裁格林魔導書 狩野アユミ作; 吳勵誠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8798 LOST MAN契約足球員 草場道輝作; 李見裕譯 2013-11-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78835 朝5晚9 相原実貴作; 王靖惠譯 2014-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8842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氣作; 黃依齡譯 2014-01-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78842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氣作; 黃依齡譯 2014-01-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79030 機車X夢想 吉良考史作; 吳傳賢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9139 二瘤駱駝 雨中恭原作; 明石英之漫畫;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9443 極速爆走 山田一喜作; 江昱霖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9467 偷窺孔 本名ワコウ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79566 魔法少女和美 平松正樹原作; 天杉貴志作畫; 蔡夢芳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9573 魔法少女普莉堤☆貝兒 Kakeru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9757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9948 想念的碎片 竹宮ジン作; 方郁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051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0334 變研會 Tagro作; 方郁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0754 隱藏的另一面 峰浪了作; 吳傳賢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0914 黑之夜魔(漫畫版) 十文字青原作; ちんじゃおろおす作;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1027 修羅之門異傳 川原正敏作; 飛永宏之漫畫; 鄭啟旭譯 2012-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1041 戰國兄弟 東鄉隆原作; 細川忠孝漫畫; 吳傳賢譯 2012-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1287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1393 食夢者瑪莉 牛木義隆作; 鄭啟旭譯 2014-02-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41645 狼口 久慈光久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1676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2012-1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41683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柯明鈺譯 2013-12-00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41805 他就是主將 東義男作; 方郁仁譯 2012-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1812 S終極警官 小森陽一原作; 藤堂裕作畫; 吳勵誠譯 2013-0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41980 熱血江湖 全克瑨, 梁載賢作; 黃昱霖譯 2012-11-00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3242154 夏天、神明、少女們 堀北蒼原作; 谷澤史紀漫畫; 吳傳賢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2628 我與她的絕對領域 鷹山誠一作; みなずきふたご漫畫; 張紹仁譯 2012-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2673 三國志 北方謙三原作; 河承男作畫; 吳勵誠譯 2012-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2833 女王之刃. II: 叛亂:ZERO Hobby Japan原作; さがら梨々漫畫;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3861 無間雙龍 神崎裕也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44004 影子籃球員公式漫迷手冊 藤卷中俊作; 李芝慧譯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244707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44714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張益豐譯 2013-12-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44721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44820 星屑與妮娜 福島聡作; 黃依齡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4844 麻醉科醫生 なかお白亜, 松本克平作; 陳雪美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4868 華麗的餐桌 船津一輝, 森枝卓士作; 陳雪美譯 2012-12-00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44875 華麗的餐桌 船津一輝, 森枝卓士作; 陳雪美譯 2014-01-00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44912 吸血鬼同盟 環望作; 江荷偲譯 2014-0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44929 天才野球少年. II 岩澤正泰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44981 少爺與保鑣 四位晴果作; 風間鈴譯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5100 鬼姬VS 林達永, 李秀顯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5629 為什麼東堂院聖也16歲還交不到女朋友? 內乃秋也, 茂木完田作; 蔡妃甯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5452 夢幻戰士 Zol; 日本Telenet作; 江荷偲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5452 夢幻戰士 Zol; 日本Telenet作; 江荷偲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5490 惡之華 押見修造作; 猴譯 2013-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5872 魔法少女普莉堤☆貝兒 Kakeru作; 江昱霖譯 2014-0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46015 裸足的流星 小西幹久作; 季上元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6053 少女質數 長月みそか作; 王薇婷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6114 我間亂 中丸洋介作; 江荷偲譯 2013-12-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46138 大使館的工作守則 西山優里子作; 光依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6183 俄女殺手阿留沙 近藤るるる作; 鄭啟旭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6190 鬼牌夫人 名香智子作; 風間鈴譯 2014-0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46213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張紹仁譯 2013-01-00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46220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6237 臏: 孫子異傳 星野浩字作; 李芝慧譯 2013-11-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46282 天才寫真少年 千明太郎作; 李妮瑄譯 2013-12-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46480 山賊日記:真實的獵師奮鬥記 岡本健太郎作; 謝子庭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6701 追逐繁星的孩子 新海誠原作; 三谷知子漫畫; 李文軒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770 百花繚亂 すずきあきら原作; 八乃多々良漫畫;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340 海賊伯 ゆづか正成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456 遺傳因子01 多田乃伸明作; 李文軒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7760 貓娘道草日記 いけ作; 陳姿君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920 圖書館之主 篠原ウミハル作; 光依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937 圖書館之主 篠原ウミハル作; 光依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8095 滿開!Sister 東屋めめ作; 季上元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125 漢晉春秋司馬仲達傳三國志: 司馬仲先生 末弘作; 涂祐庭譯 2013-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8132 漢晉春秋司馬仲達傳三國志: 司馬仲先生 末弘作; 涂祐庭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149 漢晉春秋司馬仲達傳三國志: 司馬仲先生 末弘作; 涂祐庭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8255 PLUG: 兵器少女超偶任務 小嶋武史作; 吳勵誠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8309 Are you Alice?: 你是愛麗絲? 二宮愛原作; 片桐いくみ作; 李芝慧譯 2013-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8323 桃色天堂 吉野瑪莉作; 翁蛉玲譯 2014-0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48347 問題小子孫六 貞安圭作;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3248712 新重機人間JUMBOR 武井宏之作; 吳勵誠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8729 新重機人間JUMBOR 武井宏之作; 吳勵誠譯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9016 幽靈神醫 大沢祐輔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122 幸運好球 乾良彥作; 吳勵誠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276 人型手機JOY 朴大根, 朴影彬作; 林建豪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320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573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陳宙遠譯 2014-01-00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49597 逃離伊甸園 山田惠庸作; 光依譯 2013-11-00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23563 逃離伊甸園 山田惠庸作; 光依譯 2013-12-00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23532 GE: 戀愛成就 流石景作; 方郁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49610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2013-11-00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49658 屍錄御姐殭屍 熊倉隆敏作; 林佳祥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9689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9696 關鍵鬼牌三國志 青木朋作; 施慶忠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9924 惑星種子 カネコナオヤ作; 鄭啟旭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931 惑星種子 カネコナオヤ作; 鄭啟旭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955 喜歡妹妹有什麼不對? 福田晋一作; 鄭啟旭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098 天國少女特別篇 樹夏實作; 陳書萍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227 幕末男子 加瀨敦作; 林佳祥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289 甘黨企鵝 そにしけんじ作; 林佳祥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333 人偶關係 真崎総子作; 賴瑞琴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340 收穫的十二月 Talestune原作; 三浦純漫畫; 許任駒譯 2013-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357 收穫的十二月 Talestune原作; 三浦純漫畫;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364 幻想人形之瞳 田沢孔治原作; さかもと麻乃漫畫; 游若琪譯 2013-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0371 幻想人形之瞳 田沢孔治原作; さかもと麻乃漫畫; 游若琪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418 草字頭 竹村泉作; 張益豐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0500 妹妹老師.小渚 村枝賢一作; 風間鈴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609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20616 俠義少年王. II, 源平合戰 沢田博文作; 陳書萍譯 2013-12-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20739 快樂看護工 草花里樹作; 鄭啟旭譯 2013-12-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20753 勇午. 臺灣篇 真刈信二, 赤名修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1118 拿破崙: 霸道進擊 長谷川哲也作; 林琬清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1187 屍體派對. 新章: Another Child 祁答院慎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王薇婷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1347 小魔女計時器 奈央晃德作; 江荷偲譯 2013-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1361 銀色湯匙 小沢真理作; 張惠貞譯 2013-1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1392 我間亂 中丸洋介作; 江荷偲譯 2014-02-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21705 永遠的0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壮一作畫; 吳勵誠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774 青春御茶緣 みよしふるまち作; 賴瑞琴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798 異常殲滅 筒井大志作; 張益豐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828 御伽草紙 天地ゆみ作;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835 御伽草紙 天地ゆみ作;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866 醫食專家 野崎ふみこ作; 陳雪美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1880 地獄的愛麗絲 松本次郎作; 張益豐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1897 地獄的愛麗絲 松本次郎作; 張益豐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009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茂作; 光依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016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茂作; 光依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2023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茂作; 光依譯 2014-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2191 琴浦小姐 えのきづ作; 郭名珊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283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2013-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467 未來都市NO.6(漫畫版) 淺野敦子原作; 木乃ひのき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2542 頂尖明醫 入江謙三取材; 橋口隆志原作; 翁蛉玲譯 2013-1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22641 魔彈之王與戰姬(漫畫版)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謝怡苓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689 最果警察 松久倖作; 王薇婷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2757 拘束乙女的聖歌隊 金川泰宏原作; 猫井ヤスユキ作畫; 方郁仁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2764 拘束乙女的聖歌隊 金川泰宏原作; 猫井ヤスユキ作畫; 方郁仁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832 火影忍者疾風傳(劇場版): 失落之塔 岸本斉史作; 方郁仁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322887 神劍闖江湖(特筆版) 和月伸宏作; 陳姿君譯 2013-11-00 平裝 下卷 1

9789863323204 通靈童子FLOWERS 武井宏之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211 通靈童子FLOWERS 武井宏之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228 通靈童子0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242 秘密少女.銃姬 天瀨晴之作; 方郁仁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23273 制服王子的秘密 雨宮栄子作; 陳書萍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297 鸚哥與僕人 內村要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3365 天上掉下來的女神 楽楽作;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372 天上掉下來的女神 楽楽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440 鍵人 田中靖規作;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23549 神通小偵探 加藤元浩作; 李文軒譯 2013-12-00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323785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2013-12-00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23815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23839 超S同盟 佐野タカシ作; 李文軒譯 2014-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3907 屋簷下的萌美眉 Mizuki Takehito作; 黃依齡譯 2014-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4072 單戀速報 マミヤ作; 陳姿君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24317 櫻花大戰奏組 Team奏原作; 島田千絵作; 陳書萍譯 2014-0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437 感應少年EIJI. 新章 安童夕馬原作; 朝基勝士漫畫; 李其馨譯 2013-12-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4454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4546 棺屋 X6suke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24683 陰陽師玉手匣 岡野玲子作; 風間鈴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4775 花嫁研習社 未影作; 黎蕙慈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4829 銃夢Last Order: 最後的任務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2013-11-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24904 百合鐵: 私立百合咲女子高校鐵道部 松山清治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017 吸血鬼僕人 田中ストライク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5253 我妻同學是我的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5260 我妻同學是我的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5468 犬忍參上! 朴ノ木空作; 蔡妃甯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5659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3-10-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5840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2013-11-00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325918 天然格鬥少女千尋 森尾正博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5987 就這樣一見鍾情! 谷川ニコ作; 張芳馨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994 就這樣一見鍾情! 谷川ニコ作; 張芳馨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6120 全力少年 双葉よう作; 賴思宇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6144 天野こずえ的寶貝經 天野こずえ作; 張芳馨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26151 浮戀 糸杉柾宏作;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6168 浮戀 糸杉柾宏作; 吳傳賢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182 女孩子不可以畫H漫畫嗎? ジュームスほたて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6199 女孩子不可以畫H漫畫嗎? ジュームスほたて作; 方郁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311 傭兵隊長 霍克武德 トミイ大塚作; 林佳祥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6397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403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410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6731 鐵拳小子外傳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6823 鄰座同學是怪咖 森繁拓真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7141 冒牌偶像 晴瀨浩貴作; 吳傳賢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7158 冒牌偶像 晴瀨浩貴作; 吳傳賢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165 夢幻轉生: 龍希、小虎與戰國殭屍 ヒロモト森一作; 張紹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7202 僕BOKU 木月 明+佐藤南紀作; 蘇佳凜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7219 僕BOKU 木月 明+佐藤南紀作; 蘇佳凜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288 寂寞的星球 売野機子作; Aitsae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27356 時空建築幻視譚 冬目景作; 張紹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7387 小桃的天空 伊都勝作; 張益豐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27479 遙遠的藍犬 岡田屋鉄蔵作; 陳姿君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7844 他的愛情天秤 登田妤美作; 蔡紀甯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27899 未必之戀 KAYA SHIGISAWA作; 郭名珊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7929 DOG LAW超限之法 武論尊, 上條淳士作; 許作駒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7936 動研: 菜ノ花高校動畫研究部 松沢まり作; 謝子庭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7943 非實在推理少女 綾 シオミヤイル力イラス作; 錦メガネ原作; 張紹仁譯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8025 雲端駭客 能條純一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063 戰國傭兵: 蛇眾 矢黟隆原作; 長田悠幸漫畫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070 戰國傭兵: 蛇眾 矢黟隆原作; 長田悠幸漫畫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100 勇者淨化之劍 福田青丸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155 就這樣畫漫畫 平尾アウリ作; 張紹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407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28407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28452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2013-1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9572 我與她的戀愛目錄 咲良作畫; 張紹仁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513 史萊姆少女與勇者研究社 我孫子祐作; 吳勵誠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780 Switch girl: 變身指令 逢田夏坡作; 張芳馨譯 2014-01-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29107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114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121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2014-0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9145 Night Walker: 深夜徘徊者 力ラス作; 多鳴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176 搞怪美眉入侵 佐々木実作; 張紹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190 KEY MAN關鍵超人 わらいなく作;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268 富士山崩壞 石黑耀作; 林志昌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29381 女帝由奈 倉科遼原作; 黑川あづさ漫畫;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602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原作; 西川彰作畫; 陳姿君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763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770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794 破曉時刻的等待 荒木宰作; 張紹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879 執事的你與女僕的我 綺条有都作; 楊永婷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9916 乙女的小圈圈 鬼龍駿河作; 江昱霖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9930 我與她的絕對領域 鷹山誠一作; みなずきふたご漫畫;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9954 放課後的靈感! 庄名泉石作; 黃依齡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086 善變的謊言 辻田里々子作; 楊詠婷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70192 少年同盟 堀田きいち作; 陳姿君譯 2013-1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0208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カヤド作; 張紹仁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734 井之頭石像鬼 藤沢亨作; 張芳馨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0741 井之頭石像鬼 藤沢亨作; 張芳馨譯 2014-0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819 橫跨另一邊 龍炎狼牙作; 吳傳賢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70901 惡意代碼 池野雅博作; 陳姿君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0918 惡意代碼 池野雅博作; 陳姿君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1045 我妻同學是我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1212 銀之匙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1274 櫻花樹下的小惡魔 松本トモキ作; 陳姿君譯 2014-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1526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1533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595 劍之女王與烙印之子 あきやまねねひさ作; 陳書萍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1632 金田一少年的推理解謎書: 向難解事件挑戰吧!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71663 火影忍者名言集絆. 天之卷 岸本齊史作; 蔡夢芳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1670 火影忍者名言集絆. 地之卷 岸本齊史作; 蔡夢芳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71762 未來都市NO.6 淺野敦子原作; 木乃ひのき漫畫; 陳書萍譯 2014-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1830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371861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4-01-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71885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1892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1908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鄭啟旭譯 2014-0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1977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3-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1991 遊戲王ZEXAL 高橋和希原案.監修; 三好直人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2004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2013-1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2134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372158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原作; 長谷川光司漫畫; 陳姿君譯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2196 Drc2: 反社會的妄想具現症候群專門醫 伊藤仁原作; 楓月誠作畫; 張紹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653 她的世界 袴田あら作;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2714 禁止偷跑 湯町深作; 趙秋鳳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72745 Card master: 塔羅牌之主 ときお銀作; 夜光花原作; 賴思宇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2912 變愛研究室 宮原るり作; 趙秋鳳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3452 愛犬社!守護尾巴大作戰 片野ゆか原作; 高倉陽樹作畫; 風間鈴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3469 愛犬社!守護尾巴大作戰 片野ゆか原作; 高倉陽樹作畫; 風間鈴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513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3520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599 鈴醬NOW ver.0 Sezu原案; 田村ヒロ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73605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原作; 稍日向漫畫; 蔡夢芳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3629 最強學生會長 西尾維新原作; 曉月明漫畫;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73643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2014-0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3667 窮神 助野嘉昭作; 江荷偲譯 2013-12-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73704 藤村同學的學生會 敷誠一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3759 送給妳甜甜的派吧! さかもと麻乃作; 簡廷而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4206 來自新世界 貴志祐介作; 及川徹漫畫 ; 陳姿君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4237 Code: breaker法外制裁者 上条明峰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374251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2013-12-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4305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許任駒譯 2014-02-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4312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林志昌譯 2014-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4381 銀魂角色書: 凹本 空知英秋原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74411 JOJO的奇妙冒險名言集. part1-3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74503 巴洛克騎士#1overture: 幻想連結 葉村哲作; 林意凱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374718 魔界醫生梅菲斯 霜月灰吏漫畫; 菊地秀行原作; 張紹仁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4770 櫻花色的歎息 森永みるく作; 許任駒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4787 櫻花色的歎息 森永みるく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4794 牽牛花與加瀨同學 高嶋ひろみ作; 張紹仁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4800 小魔女莎樂美 袴田めら作; 林志昌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5579 甜甜圈貓 コザキユ一スケ作; 張紹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722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翁蛉玲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777 男裝少女x扮裝遊戲 御子柴トミイ作; 楊永婷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944 搜神: 幻想戰國封神 黃文信作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6279 緋色王城 依歡[作] 2013-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6286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作; 林意凱譯 2013-11-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76293 銀閃戰乙女與封門公主 瀨尾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6293 銀閃戰乙女與封門公主 瀨尾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6316 神話戰域. I, 第九十九位破壞者 無嶋樹了作; 蕪村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6323 不可以玩這種遊戲!. 1, 只要有你在,就會擾亂風紀岩波零作; 許奕璿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6330 我的現實與網遊被戀愛喜劇侵蝕了 藤谷ある作; 露露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6347 Over image超異能遊戲. 3, 人間失核 遊佐真弘作; 林憲權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6354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6514 GJ部 新木伸作; 曾鳳儀譯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521 星圖詠的理娜 川口士作; 石學昌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6545 人氣妹妹與受難的我 夏綠作; 陳姿瑄譯 2013-1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6552 Mix!. 2, 不要叫我姊姊 岩佐まもる作; 絕影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6569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周若珍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6613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644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張益豐譯 2013-12-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6668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尤靜慧譯 2013-12-00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376675 灌籃少年. ACT3 八神浩樹作; 方郁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76750 JOJO的奇妙冒險.PART8JOJO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2014-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781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4-0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6798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3-12-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76811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作; 微笑皮耶羅譯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7450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2014-01-00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377467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2013-12-00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77474 驅魔少年 星野桂作; 陳書萍譯 2014-01-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77498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3-12-00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77603 奇想之國 雷句誠作; 許任駒譯 2014-0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7665 龍狼傳. 中原繚亂篇 山原義人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7672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3377696 小鎮有你 瀨尾公治作; 陳姿君譯 2014-01-00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77863 大根君是生的 こめ助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78037 她與相機與她的季節 月子作; 王郁雯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044 她與相機與她的季節 月子作; 王郁雯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8204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1, 英雄召喚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8211 認真和我談戀愛!! 野山風一郎作; 周庭旭譯 2013-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8228 劍刻的銀乙女 手島史詞作; 露露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235 精靈使的劍舞. 11, 精靈王暗殺 志瑞祐作; 何力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8259 CROWN FLINT雙合透鏡. 1, 鏡頭、我與死者之聲三上康明作; 羅怡蘋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8266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III, 一個夏天的奇蹟 藤卷忠俊, 平林佐知子作; 梅應琪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8303 萌電少女 よしづき, くみち作; 趙秋鳳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396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周若珍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8402 月神來我家! 後藤祐迅作; 許奕璿譯 2013-1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78419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作; 楊憲權譯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8426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2013-12-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78433 公主心. 7, 因為你是我的命運之卷 高殿丹作; 陳姿瑄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8754 我無法說明她有貓耳與尾巴的理由 三上康明作; 曾鳳儀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8761 鈴醬NOW!SSs sezu作; 許昆暉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78761 鈴醬NOW!SSs sezu作; 許昆暉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78778 其中1個是妹妹! 田口一作; 林意凱譯 2013-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8938 火鳳燎原 陳某作 2013-12-00 平裝 第50集 1

9789863379249 OLDMAN奧德曼 常勝作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416 惡少香本舖 黃佳莉[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379492 銀之匙: 大蝦夷農業高校青春指南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79973 宅語錄 羊寧欣漫畫 2013-12-00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480112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2014-0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0150 死神 久保帶人作; 張益豐譯 2014-01-00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480167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4-01-00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480358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0426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2014-02-00 平裝 第4集 1

9789863480624 花草關係 賴安[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0686 水沙庵 妍希[作] 2014-0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480808 ONE PIECE航海王劇場版. 喬巴身世之謎+冬季綻放奇蹟之櫻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80907 火界王劍的神滅者 ツガワ卜モタ力作; 蕪村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0914 羽月莉音的帝國 至道流星作; 杜信彰譯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0921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作; 何力譯 2014-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0938 獻給失落之神的聖謠譚! 內田俊作; 王麗雅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0945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4, 遊戲玩家兄妹遭遇現實戀愛遊戲而逃之夭夭了榎宮祐作; 林憲權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80945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4, 遊戲玩家兄妹遭遇現實戀愛遊戲而逃之夭夭了榎宮祐作; 林憲權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80952 歌姬少女的創樂譜 雨野智晴作; 陳姿瑄譯 2014-0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0969 無賴勇者的鬼畜美學 上栖綴人作; 何宜叡譯 2014-01-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80976 修羅場戀人! 岸杯也作; 周庭旭譯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2

9789863480983 絕對服從少女。. 2, 聽好囉,絕對不可以進來我的棉被裡喔?春日秋人作; 曾鳳儀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80990 如果折斷她的旗. 6, 我只能先在電話裡和你說這些,等見面再詳談學園祭的事吧竹井10日作 ; 林均鎂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81003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林玟伶譯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1003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林玟伶譯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1010 MIX!. 3, 偽娘來襲 岩佐まもる作; 絕影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81027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作; 吳建慶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034 屠龍者的異世界生活 赤雪トナ作; 林意凱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041 10歲的保健體育 竹井10日作; 石學昌譯 2014-0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058 偽戀: 慕後花絮 古味直志, 田中創作; 梅應琪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065 卡納克的軌跡 上総朋大作; 周若珍譯 2014-0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1393 王 陳某原作.插畫; 王貽興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81409 瑪姬Pet 張博棋作 2014-02-00 平裝 第2集 1

9789863482154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2014-02-00 平裝 第7集 1

9789863482505 神明大人的工作 幹作; 黃琴薇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512 聖劍鍛造師 三浦勇雄作; 許昆暉譯 2014-02-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482536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作; 蕪村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543 悠久騎士. 1, 月誓的高貴之劍 七烏未奏作; 林均鎂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82543 悠久騎士. 1, 月誓的高貴之劍 七烏未奏作; 林均鎂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82550 月神來我家! 後藤祐迅作; 許奕璿譯 2014-02-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2550 月神來我家! 後藤祐迅作; 許奕璿譯 2014-02-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2567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作; 林意凱譯 2014-02-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482574 我的現實與網遊被戀愛喜劇侵蝕了 藤谷ある作; 露露譯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2581 魔王學校裡只有我是勇者!?. 第七堂課★ 夏綠作; 周若珍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82598 萬事包辦退魔士的還債計畫. 1, 100億的契約書 SOW作; 羅怡蘋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82598 萬事包辦退魔士的還債計畫. 1, 100億的契約書 SOW作; 羅怡蘋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82635 這間教室被不回家社占領了 おかざき登作; 露露譯 2014-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2642 GJ部 新木伸作; 曾鳳儀譯 2014-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2925 Night Walker: 深夜徘徊者 力ラス作; 多鳴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4509 我與一乃的遊戲同好會活動日誌. 其之9, 來自最後的一年葉村哲作; 周庭旭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1181745 尾田榮一郎畫集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0-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181745 尾田榮一郎畫集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0-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192697 吸血鬼同盟 環望作; 江荷偲譯 2006-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41551 抽籤勇者 清水文化作; 鄭翠婷譯 2009-08-00 第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48482 辣男爆誕! 中邑天作; 猴譯 2010-08-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48499 辣男爆誕! 中邑天作; 猴譯 2011-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51925 悖德之城: 黑耀的軌跡 桑原水菜作, 石据カチル作; 江荷偲譯 2010-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53387 鄰座的怪同學 Robico作; 張惠真譯 2010-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53899 妖怪戀繪卷 新條真由作; 蔡夢芳譯 2010-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55183 不良仔與眼鏡妹 吉河美希作; 李芝慧譯 2010-08-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56012 快樂婚禮 円城寺真紀作; 亞奇譯 2010-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56029 快樂婚禮 円城寺真紀作; 亞奇譯 2010-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56036 快樂婚禮 円城寺真紀作; 亞奇譯 2011-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57613 百姓貴族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2010-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57620 火鳳燎原 陳某作 2010-05-00 平裝 第38集 1

9789861058030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Julietta作; 蔡夢芳譯 2011-08-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59440 只想告訴你 椎名軽穗作; 張芳馨譯 2010-09-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59488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2010-07-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59686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方郁仁譯 2010-09-00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1136226 御姐百分百 河下水希作; 方郁仁譯 2010-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136240 御姐百分百 河下水希作; 方郁仁譯 2010-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196763 NARUTO火影忍者插畫集 岸本斉史作; 方郁仁譯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1061412 鄰居*同居 渡辺鮎作; 蔡夢芳譯 2011-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61481 火鳳燎原 陳某作 2010-07-00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1061733 爆漫王 大場鶇, 小畑健作; 蔡夢芳譯 2010-10-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61740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江荷偲譯 2010-09-00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1061788 ONE PIECE: 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0-09-00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1061870 玻璃假面 美內鈴惠作; 趙秋鳳譯 2010-12-00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1062242 快樂婚禮 円城寺真紀作; 吳美嬅譯 2011-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63379 公主心. 2, 捧在雙手的花有刺之卷 高殿円作; 虛淩譯 2010-09-00 平裝 1

9789861064314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1-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64819 只想告訴你 椎名軽穗作; 張芳馨譯 2010-12-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64901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愛藏版). 1, 歌劇院殺人事件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作; 佐藤文也漫畫; 劉素娟譯2011-03-00 平裝 1

9789861065151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Julietta作; 蔡夢芳譯 2011-10-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65588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原作; 小畑漫畫; 莊湘萍譯 2011-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65595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原作; 小畑漫畫; 莊湘萍譯 2011-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65601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原作; 小畑漫畫; 莊湘萍譯 2011-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65618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原作; 小畑漫畫; 莊湘萍譯 2011-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65908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原作; 小畑漫畫; 莊湘萍譯 2011-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65915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原作; 小畑漫畫; 莊湘萍譯 2011-06-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65977 麻辣教師GTO: 湘南14日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2010-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66011 爆漫王 大場鶇, 小畑健作; 蔡夢芳譯 2010-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66028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天野明作; 周福泉譯 2010-11-00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1066691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2-06-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67001 只要妳說妳愛我 葉月鼎作; 吳美嬅譯 2010-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67025 ONE PIECE: 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0-12-00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1067261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愛藏版). 2, 異人館村殺人事件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作; 佐藤文也漫畫; 劉素娟譯 2011-03-00 平裝 1

9789861067278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愛藏版). 3, 雪夜叉傳說殺人事件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作; 佐藤文也漫畫; 劉素娟譯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1068145 逆走的青春日記 田丸さと作; 柯明鈺譯 2011-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68947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1-04-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68664 玻璃假面 美內鈴惠作; 趙秋鳳譯 2011-03-00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1068893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 天野明作; 周福泉譯 2011-01-00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1068930 爆漫王 大場鶇, 小畑健作; 蔡夢芳譯 2011-0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69425 讓你說愛我 永田正実作; 陳雪美譯 2011-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0230 鄰座的怪同學 Robico作; 張惠真譯 2011-06-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0292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Julietta作; 蔡夢芳譯 2012-0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70384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2-07-00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602 導遊人員關鍵破解: 誰說臨時抱不到佛腳! 張萍如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619 領隊人員關鍵破解: 誰說臨時抱不到佛腳! 張萍如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098 絲薇的祕密筆友 尤哈.維塔(Juha Virta)文; 瑪莉卡.麥雅拉(Maria Maijala)圖; 凃翠珊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59

送存冊數共計：647

芳立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3488 影子王后 王美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3495 霸主、仁君、梟雄、狗熊...論太宗 黃如一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23501 霸主、仁君、梟雄、狗熊...論太宗 黃如一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9833 免動刀的微整型化妝術: Q彈嫩肌x深邃電眼xV型小臉x性感嫩脣x立體挺鼻,完美妝容一次掌握!黃瑞媚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1709 美魔女教練教你打造苗條好身材!: 伸展操+椅子操+水瓶操+毛巾操,運動必瘦9大部位,讓你恢復完美曲線陳鈴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1846 一試上手玩美搶眼彩妝 莫菱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511 我的喜帖我設計: 花時間.玩炸彈 創意喜帖+手作婚宴小物詹曉蘋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4573 今生必去的100旅遊黃金路線 圖說天下編委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603 即將消失的100個世界最美天堂 圖說天下編委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610 超級動漫大圖鑑. 1, 綜合篇 C.C動漫社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641 翻滾吧!動物小醬搞笑聯萌 飛樂鳥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658 萌彩繪: 一週學會可愛色鉛筆簡易繪圖技巧 飛樂鳥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665 紫砂鑑定 宋伯胤, 吳光榮, 黃健亮作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94702 世界輕武器圖鑑: 手槍 Thomas Kisszalai, Philippe Poulet, Jean-Paul Ney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19 今生的100個完美假期. 世界篇 圖說天下編委會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71735 閻王情之銀剎傳說 太陽雨著 2009-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采竹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知本家文化



9789868980921 我的世界甜點全書: 150道超人氣麵包.蛋糕.餅乾.甜品.巧克力.無蛋奶點心,安全健康美味易學,在家就能輕鬆做麵包花園著; 林芳伃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7046 法的禮物 拾得著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5631 胸腔影像經典案例 刁翠美等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6575648 實用尿路動力學 郭漢崇等作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6575655 急診醫學醫療手冊 胡勝川編著 2012-09-00 第五版 精裝 1

9789866575860 動作控制與動作學習 胡名霞編著 2013-08-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6575884 呼吸生理學 賴義隆, 賴亮全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219 佛陀八相成道 郭韻玲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213 鼓風飛翔 何希慧總編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367 文字亮起來: 大一國文優秀作品選. 101學年度 李蕙如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金色蓮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如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374 旭日瑞雲 李逢堅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728 巡安宮文化活動紀實 陳進益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6887 染指小情人 若小歡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894 大當家請笑納 媄娮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00 讓我愛你好嗎? 席雪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17 惹爺掀喜帕 妍情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24 百家樂勝經 戴子郎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31 愛我先同床 唯棠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48 後來的先達陣 桂小雯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55 前妻玩叛逆 孟芷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62 逮爺比翼飛 妍情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79 胭脂香 祈霏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86 琥珀嬌 錦瑟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6993 二手的愛不愛 桂小雯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03 與爺結同心 妍情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10 姻緣簿 祈霏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27 公主嫁到 媄娮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34 妃子血. 卷一, 冷情帝王 周夢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41 回鍋的再考慮 桂小雯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58 邀爺共枕眠 妍情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佑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師資培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邑文化工作室



9789866196065 妃子血. 卷二, 葬后藏嬌 周夢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72 新21點勝經 戴子郎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89 前夫要從良 孟芷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096 鴛鴦曲 祁霏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02 妃子血. 卷三, 血濺皇妃 周夢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19 妃子血. 卷四, 愛別君側 周夢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26 繞指柔千歲 律風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33 貼心男直接外帶 桂小雯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40 宮闕淚. 一, 錯扣同心結 寂月皎皎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57 狂獅子的俏女傭 若小歡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64 火暴龍的妙管家 妍情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71 宮闕淚. 二, 金枝殘花恨 寂月皎皎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88 芳心動 祈霏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195 單純男乾脆內用 桂小雯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01 佞臣美人 蘇靜初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218 紅杏出牆來 律風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25 老公的秘密 錦瑟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32 宮闕淚. 三, 為君謀天下 寂月皎皎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49 專屬老公 妍情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56 心善男決定打包 桂小雯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63 佞臣美人 蘇靜初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6270 柳絮隨風舞 律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87 龍鳳鬥 祈霏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294 宮闕淚. 四, 天定亡國女 寂月皎皎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00 幸福不遠 錦瑟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17 溫柔男豈能放過 桂小雯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24 棄后. 一, 重返宮廷 西西東東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31 不生病,從活化細胞開始! 王緒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48 公主大福 周夢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386 公主大福 周夢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6355 桃花逐水流 律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62 註定賴上妳 妍情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79 棄后. 二, 冷宮真相 西西東東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393 棄后. 三, 斬情邂逅 西西東東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100 浮光掠影: 張學良將軍 陸昕慈文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1200 震驚世界的日子(彩色圖文版) 羽果.戴文波特(Hugo Davenport)著; 劉娜譯 2010-09-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605 被遺忘的埃及. I: 那法亞媞 Ruowen Huang作.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7612 被遺忘的埃及. II, 那法媞媞 Ruowen Huang著.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4901 某種頻率的相遇 林少英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035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 2013 江潤華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延伸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工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波希米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侖貝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2

延伸文創工作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042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 創刊號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2541 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第三屆陳心田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2035 太平洋戰爭: 海島鏖戰 星塵等合作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879 日俄戰爭: 開戰背景及海戰始末. 1904-1905 查攸吟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2886 兩岸隨筆: 中國未來統一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李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2893 二戰日本海軍艦艇全覽 劉怡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00 世界現役戰車全集 鄧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17 1917年俄國革命: 細述推翻沙皇與二次革命始末袁鵬, 劉怡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24 淞滬會戰: 1937年中日813戰役始末 戴峰, 周明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31 海上堡壘: 現代航母發展史 劉怡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48 西南揮戈: 1944年中日桂柳會戰 馮杰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55 國軍軍級單位戰史(合訂本): 突擊雜誌精選國軍26個軍完整戰史新銘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62 不可不知的當今事兒.說未來: 臺灣、大陸,與世界的新變局孫廣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79 黑色閃電: 二戰德國黨衛軍第二「帝國」師戰史陳星波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86 飛虎,黑蝙蝠及黑貓 傅中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0993 五次圍剿 王逸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6701 失去的勝利: 破解國共內戰之謎 霍安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兵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兵堂出版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經管系



9789868986718 紅色帝國的米格銀燕: 蘇聯MiG-17戰鬥機 高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6732 韓戰: 抗美援朝 周明, 光亭, 馬丹松合著 2013-11-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7560 52週田徑400公尺訓練 王淑華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5492 水滴精靈變身記 李美愛作; 李昇圭繪; 熊懿樺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522 占星魔女的預測 安晝安子著.繪; 蕘合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539 撕下黏上,趣味的形狀 東雨文化編輯部作.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546 撕下黏上,彩色的蝴蝶 東雨文化編輯部作.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553 魔法公主. 5: 迷宮寶石 成田覺子文; 千野枝長圖; 胡慧文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5577 IQ名偵探. 6: 祕密基地大作戰 深澤美潮文; 山田J太圖; 蕘合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5584 髒小弟. 6, 好習慣了沒? 艾倫.麥當勞(Alan Macdonald)作;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繪; 艾瑪小姐譯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591 超可愛,點心舖大驚奇 成瀨瞳, 橫山寬子, 原凹作.繪; 蕘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607 超帥氣,魔法勇士大探險 桂介作.繪; 蕘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614 超驚奇,惡魔島大冒險 青木健太郎, 幸池重季, 小豆最中作; 蕘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621 魔法公主. 6: 最後的堡壘 成田覺子文; 千野枝長圖; 胡慧文譯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0001 KK音標寶典 許華欣作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90018 自然發音寶典 許華欣作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90025 Little Speak out 許華欣作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90032 Little Speak out 許華欣作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90049 Little Speak out 許華欣作 2010-07-00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知欣文教機構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雨文化



9789866190056 Little Speak out 許華欣作 2010-07-00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61915 陳黎詩集. II: 1993-2006 陳黎著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233 海外遺珍: 紅山玉韻巡展實錄全集 林雲騰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1109 中華養生茶飲 中華茶飲養生大全編寫組編 201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01116 四季養生食譜 潘宏基主編 201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01123 中華茶養生便典 王敏華編著 2010-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01130 無師自通學按摩 付國兵, 郭長青主編 2010-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01147 發財開運掌中握. 2011 張清淵著 2010-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01154 張清淵二0一一年發財開運寶典 張清淵作 2010-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01161 頸肩部按摩 付國兵, 郭長青主編 2010-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01178 中華養生粥 (清)黃云鵠原著; 中華養生粥編寫組編 2010-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2172 這樣說,男人只會退避三舍 慕容妍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2196 這樣說,就能說進男人心坎裡. 3, 幸福女人必學的「攻心說話術」羅夫曼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松果体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昇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東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4077 Workplace reading 黃大夫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8656 李斯特<>分析 胡心麗著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240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四屆陳信捷, 廖穆信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942 反轉人生: 黑白分明的法律世界 謝明珠作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65247 會計學全方位複習講義 洪宏財, 林欣誼編著 2013-12-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223 會計學全方位複習講義 洪宏財, 林欣誼編著 2013-12-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230 工職數學全方位總複習. C 黃煒鈞, 張人文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7065254 商業概論講義式勝經 葉伊修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065261 商業概論講義式勝經 葉伊修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065278 經濟學快易通高分講義 林虹妙編著 2013-12-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285 經濟學快易通高分講義 林虹妙編著 2013-12-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292 會計學家課式輔助教材 願景工作室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065308 會計學家課式輔助教材 願景工作室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時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和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定易



9789867065315 會計學萬試通總複習 馬家逸編著 2013-12-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322 會計學萬試通總複習 馬家逸編著 2013-12-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339 會計學百試達講義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065346 會計學百試達講義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065353 家職數學精準複習講義. A 張人文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7065360 商職數學講義式複習計劃 曾正偉編著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065377 商業概論實用背多分重點歸納 葉伊修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384 商業概論實用背多分重點歸納 葉伊修編著 2013-12-00 第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391 工職數學講義式複習計劃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1146 到阿蜜家玩 陳麗雅文.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153 我說過了啊 五味太郎文.圖; 鄭明進翻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160 樹木之歌 艾拉.馬俐(Iela Mari)作; 鄭明進導賞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177 棉被國的小矮人 越智典子文; 出久根育圖; 林真美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238 紅氣球 艾拉.馬俐(Iela Mari)著; 鄭明進導賞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245 松鼠先生和藍星來的客人 瑟巴斯帝安.麥什莫澤文.圖; 林倩葦翻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252 好冷、好冷、好冷喔 垂石真子作; 蘇懿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269 金銀島 羅勃特.路易斯.史蒂文生原著; 艾瑞希.修勒插圖; 林滿秋改寫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41276 好忙好忙的耶誕老公公 嘉納純子文; 黑井健圖; 嶺月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290 請你來晚餐 劉清彥文; 孫心瑜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290 請你來晚餐 劉清彥文; 孫心瑜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910 危險貨物運輸建議書: 模式規範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8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知性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552 生產系統設計與診斷 許棟樑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9569 萃智創新工具精通 許棟樑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7645 看圖抓飆股: 操盤基準戰法 張銘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7663 嚕嚕米漫畫全集 朵貝.楊笙(Tove Jasson)著; 董文琳譯 2013-07-00 第一版 精裝 第1卷 1

9789866437427 決戰黑山鎮 李赫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407 香港刑事偵查程序與人權保障 楊先恆作 2013-11-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8985421 刑事訴訟法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85438 法學的實踐與創新: 陳猷龍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陳猷龍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作 2013-07-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985445 法學的實踐與創新: 陳猷龍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陳猷龍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作 2013-07-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9755 浯洲烽煙: 明代金門海防地位變遷之觀察 何孟興作 2013-05-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8244 鏡深 黃克全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8244 鏡深 黃克全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88305 金門戰地文化實錄 黃振良文; 唐振瑜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金縣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承法數位文化

亞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玩股網



9789860388527 睡山 翁翁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8527 睡山 翁翁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88749 世界遺產與金門鄉土教育 翁國華, 閻亞寧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8756 金門申遺軍事遺跡潛力點: 九宮坑道、翟山坑道、獅山砲陣地簡雪玲等撰稿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3033 母語傳文化.浯洲展風華: 金門縣方言志 鄭藩派編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3

9789860393972 金門閩南傳統建築圖鑑: 合院 陳書毅, 李秀秀編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3949 金門國家公園大二膽戰役六十週年研討會專輯 張火木主編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406 後豐港人文與社造 洪榮利等編輯撰文 2010-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344 金門縣物價統計年報. 第44卷. 中華民國101年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2778 金門縣農業生產統計. 第37卷. 中華民國101年 金門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5731 金門縣統計年報. 第59期. 中華民國101年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6929 金門風獅爺、新郎燈及剪黏調查實錄 楊天厚, 楊易淳撰文.攝影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7551 金門縣社會指標統計. 中華民國101年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914 雙人翻身擺位: 操作手冊 高佳君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長庚科大老人照顧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縣後豐港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8

金縣文史工作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0529 100個宗教聖地,100個故事 彭友智編著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30666 道教諸神背後的真實故事 彭友智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952 空山: 李光裕新作. 2014 曾堯生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475 馬永川設計作品集: 產品意象語彙與造形呈現對應關係之應用與探討馬永川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482 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成果專刊. 2013 馬永川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25982 IELTS雅思核心字彙大全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合著 2013-12-00 增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7025999 TOEFL-iBT高分托福閱讀120 Rick Crooks, 江璞合著 2014-03-00 增訂一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025340 TOEIC多益口說&寫作大破解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合著 2013-12-00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2641 45度線獲利秘訣 陳霖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02627 期權賺很大 陳霖著 2010-08-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怡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青頻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25919 張步桃用方的奧秘: 病不絕人,妙方癒沉疴 張步桃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7825926 張步桃用方的奧秘: 病不絕人,妙方癒沉疴 張步桃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7825933 第三類醫療 謝麗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5690 漫談生命的誕生與死亡 簡忠義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0514 秘書不上床 宋雨桐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521 萬能酷男秘書 香奈兒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538 貼身秘書 桑蕾拉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545 心繫豔秘書 子澄著 2013-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03 主播未婚妻 唐浣紗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10 單純寶貝嬌妻 夏洛蔓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27 悔婚嬌妻 艾蜜莉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34 不乖小嬌妻 季葒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41 女王太多情 季葒著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58 女王惹不起 夏灩著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65 馴服女王 佟蜜著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0972 惡男的女王 子澄著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160 傾聽男人心 莫顏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177 不想哭女人 夏洛蔓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184 男人好壞 佟蜜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191 蹺婚小女人 陶樂思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535 福晉很忙 涼風有信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青春



9789863281542 福晉很忙 涼風有信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559 福晉很忙 涼風有信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1566 沒關係小姐 子澄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573 小姐窮緊張 席維亞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580 小姐擺不平 辛蕾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597 小姐妳很難追 路可可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603 戀愛,忙線中 唐浣紗著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610 本週戀愛中 艾蜜莉著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627 戀愛B咖出頭天 花茜茜著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634 談一輩子戀愛 季葒著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641 難為侯門妻 不要掃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1658 難為侯門妻 不要掃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696 再見前男友 沈韋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02 戀愛有益健康 艾蜜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19 先生早上好 橙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26 芳鄰晚上見 淘淘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33 親愛的店長大人 子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40 生鮮達令 煓梓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57 超感應之妻 香奈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64 為妳耍心機 伍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71 換個時空再戀妳 柚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88 我愛藍先生 梅貝兒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795 年年有魚 玖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1801 年年有魚 玖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818 年年有魚 玖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1825 年年有魚 玖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1832 年年有魚 玖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1849 難為侯門妻 不要掃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1856 難為侯門妻 不要掃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1863 難為侯門妻 不要掃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1870 惡少的恩典 宋雨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887 守護這個搗蛋鬼 連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1894 等一下先生 子澄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00 我的完美先生 夏洛蔓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17 先生滾開 蘇霏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24 先生幫幫忙 桑蕾拉著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31 熟女真命苦 唐浣紗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48 熟女急婚頭 艾蜜莉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55 熟女單身日記 凱琍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62 不要愛熟女 佟蜜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1979 丫鬟我最大 凌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1986 丫鬟我最大 凌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1993 丫鬟我最大 凌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006 丫鬟我最大 凌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2013 丫鬟我最大 凌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2020 心機的對門冤家 子澄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037 香腸小王子 慕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044 心愛俏前妻 沈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051 糖水情人 辛蕾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143 腹黑狐狸小媒婆 蘇小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2150 腹黑狐狸小媒婆 蘇小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3877 In joy town Grace Chang, Sophia Yang[作]; Artone[圖] 2013-11-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83891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2013-12-00 1st ed 其他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802 好學的速成爵士鋼琴 洪啟洋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美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68

佳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5697 上師無盡的愛 督如瓦難陀(A'c Dhruva'nanda Avt.)著; 吳莉莉, 王序良譯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101 外星人的地球王朝全集 徐向東作 2013-03-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25 為什麼偏偏是朱元璋. 1, 小兵崛起 明河在天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32 為什麼偏偏是朱元璋. 2, 四方逐鹿 明河在天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49 為什麼偏偏是朱元璋. 3, 北定中原 明河在天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56 為什麼偏偏是朱元璋. 4, 魂歸孝陵 明河在天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63 東漢原來這麼變態. 1, 光武中興 月望東山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70 東漢原來這麼變態. 2, 明章之治 月望東山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87 不可思議的前世今生 徐向東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194 東漢原來這麼變態. 3, 三權詐鬥 月望東山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00 東漢原來這麼變態. 4, 天下大亂 月望東山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17 小心!外星人就在你身邊 徐向東編著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24 超神秘的百慕達三角 徐向東編著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31 亞特蘭提斯: 神秘消失的夢幻帝國 徐向東編著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48 外星人的地球遺產全集 徐向東編著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55 火星上的金字塔 徐向東編著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62 超文明的神秘世界全集 徐向東編著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79 穿梭空間的時光隧道全集 徐向東編著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86 神秘消失的夢幻文明 徐向東編著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293 魔法師的金字塔 徐向東編著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19

玩美攝影器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阿南達瑪迦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1143 玩攝影教學誌: 見證松盧之美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50 玩攝影教學誌: 花蓮六十石山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67 玩攝影教學誌: 為你開啟新視野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74 玩攝影教學誌: 拍出任誰都垂涎三尺的美食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81 玩攝影教學誌: 每個女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198 玩攝影教學誌: 追尋最好的視覺饗宴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04 玩攝影教學誌: 美味攝影技法解析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11 玩攝影教學誌: 夏日泳裝美女特輯. 1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28 玩攝影教學誌: 夏日泳裝美女特輯. 2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35 玩攝影教學誌: 臺灣最夢幻的仙境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42 玩攝影教學誌: 十月圍城: 電影般婚紗照拍攝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59 玩攝影教學誌: 簡單拍出雜誌般的商品照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66 玩攝影教學誌: 光影之間追尋風景之美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73 玩攝影教學誌: 純真浪漫的花兒女孩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80 玩攝影教學誌: 閃耀動人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297 玩攝影教學誌: 網拍小美女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03 玩攝影教學誌: 日常-家具品拍攝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10 玩攝影教學誌: 迷惑眾人眼光的藝術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27 玩攝影教學誌: 外拍燈與紅外線的親密關係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34 玩攝影教學誌: 婚紗攝影讓照片說故事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41 玩攝影教學誌: 紅外線攝影: 夢幻人像創作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58 玩攝影教學誌: IR紅外線拍攝: 婚紗拍攝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65 玩攝影教學誌: 潮流服飾棚拍攻略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72 玩攝影教學誌: 再現失傳經典歌仔戲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89 玩攝影教學誌: IR紅外線拍攝: 婚紗拍攝. 2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396 玩攝影教學誌: 網拍商品棚拍教學: 光線魔術師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東海



9789865990312 臺灣建築史論壇. 2013: 亞洲涵構中的臺灣建築與都市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990398 東海大學音樂系. 2013: 革命的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鍾家瑋等作; 林若琪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0398 東海大學音樂系. 2013: 革命的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鍾家瑋等作; 林若琪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411 中區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 第四十五屆江品如等執行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90411 中區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 第四十五屆江品如等執行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459 保險相關法律問題評析 卓俊雄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381 非法,非非法: 東海美術水墨三十年 李思賢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90381 非法,非非法: 東海美術水墨三十年 李思賢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428 存在: 東海國際袖珍雕塑展: 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立三十週年林文海執行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90428 存在: 東海國際袖珍雕塑展: 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立三十週年林文海執行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435 建築師的契約性質與法律責任 趙文弘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海中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350 孫子 詹茂焜編訂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442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 叢書部暨方志部陳惠美, 謝鶯興合編 2014-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7545 高雄市圓夢美術推廣畫會創作畫集. 2014 曾期正等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1510 臺北市街道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1-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619 大高雄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12-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633 大臺中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12-02-00 其他 1

9789866261688 臺中市行政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756 新竹縣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2-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763 屏東縣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2-06-00 其他 1

9789866261770 Sightseeing map of Taipei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794 大臺北雙都地圖集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1800 宜蘭縣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831 桃園區、中壢區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848 中壢區、平鎮區街道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862 中國掛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陣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時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中國經典管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9789866261916 桃園區八德區街道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923 三重區 蘆洲區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930 全新機車考照手冊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1947 臺灣行政全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954 新竹市全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961 臺灣全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992 淡水區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02 三峽、鶯歌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19 土城、樹林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008 汽車機車考照指南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1022 宜蘭市羅東鎮地圖 2005-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17694 新手裁縫Q&A Boutique社著; 謝孟穎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7700 每日健康美味的生薑料理 森島土紀子著; 賴庭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7700 每日健康美味的生薑料理 森島土紀子著; 賴庭筠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7717 新手在家做基本款甜點 Boutique社著; 賴庭筠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7717 新手在家做基本款甜點 Boutique社著; 賴庭筠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7724 新手自學鉤針編織入門 Boutique社著; 李惠芬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17731 新手自學棒針編織入門 Boutique社著; 李惠芬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081 廣告文案 蔡淑敏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非馬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松根



9789867134530 大手牽小手,認識寶貴書信 吳昭誼文字; 林育如繪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4547 總統交代的任務 李雀美文; 吳佩蓁圖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705 裸.色 廖之韻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705 裸.色 廖之韻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712 毛孩子,不哭了: 小獸醫的醫診情緣 林煜淳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403 牛奶與麗麗 林宗彥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410 DVD&CD學習法!SLAP BASS入門 河本奏輔作; 王瑋琦翻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495 法務研究選輯. 101年度 法務部綜合規劃司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3026 法醫鑑定業務統計年報. 一零一年度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編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4425 人權大步走行政執行篇: 法務部人權秘笈 張清雲主編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148 法務部廉政署二週年報 鄭銘謙, 楊石金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務部廉政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務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果文創



9789860404586 人權大步走廉政篇: 法務部人權秘笈 朱坤茂總編輯 2014-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215 人權大步走. 調查篇: 法務部人權秘笈 法務部調查局人權教材編纂小組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0397635 「穩中求進,互利雙贏:兩岸關係新格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7635 「穩中求進,互利雙贏:兩岸關係新格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4937 展望與探索月刊時評文集. 2013年 [法務部調查局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5686 巧藝天工: 傳統工藝成果專輯 劉梅仙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158 心向陽光、再生希望戒毒處遇計畫總結報告. 101年度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教化科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6119 傳承之美: 蓪草花藝在新竹 黃文生編輯; 趙榮彬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務部新竹看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務部臺中女子監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務部矯正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務部雲林第二監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調查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展望與探索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952 拒毒: 毒品犯心路歷程繪本集 鄧鄧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457 技能訓練 傳承印記 葉碧仁等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82457 技能訓練 傳承印記 葉碧仁等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1628 東監再創 生命教育佳績 易永誠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71628 東監再創 生命教育佳績 易永誠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869 臺灣獄政文物選輯. 第一輯, 臺灣總督府時期獄政文獻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編輯小組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5415 精彩Access 2013(中文版) 林國榮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5446 Java網路程式與資料傳遞 賈蓉生, 吳宗靜, 施嘉佶作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5835453 ANSYS電腦輔助工程分析進階範例 夸克工作室等作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5835460 Access 2010精選教材隨手翻 林佳生作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477 簡易電腦入門Windows 7 林佳生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484 舞動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Creative Cloud設計寶典趙雅芝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5835491 舞動InDesign Creative Cloud設計寶典 趙雅芝作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35507 舞動Illustrator Creative Cloud設計寶典 趙雅芝作 2013-10-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法務部嘉義監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習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務部臺北看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法務部臺東監獄



9789865835514 舞動PhotoShop Creative Cloud設計寶典 趙雅芝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5521 SolidWorks Simulation電腦輔助工程分析進階範例夸克工作室等作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835538 原來AutoCAD應該這樣用: 現學現賣ACAD 廖高德作 2013-1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35545 Creo Parametric 2.0進階設計 劉福隆, 曾慶祺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35552 SolidWorks模型溝通策略. 逆向工程篇 鍾隆嘉作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35569 精彩Excel 2013中文版 林國榮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835583 SPSS統計應用學習實務: 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 吳明隆作 2013-1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35590 PowerBuilder 12共好.NET 方榮久作 2013-12-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5835606 AutoCAD 2D/2.5D解題技巧範例詳解 廖高德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835613 SolidWorks API二次開發: 使用Visual C++ 徐永源, 高春林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835620 CorelDraw經典範例集錦 趙雅芝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835637 Pro/Engineer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技能檢定題庫解析林俊傑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835644 SolidWorks CamWorks自動化加工解決方案 徐永源作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4525 圖解照明: 110種關鍵提案與具體做法,營造有FU的空間表情安齋哲著; 林詠純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532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2014年最新版 古雲秀等作 2013-1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6434549 圖解說得好, 才是出頭關鍵! 高嶌幸広著; 裘鎮寧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563 圖解沒有人這樣說財報: 只有常識和數字的直覺就學得會財務報表神田知宜著; 方瑜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570 圖解第一次買對房子就上手 林姜文婷, 易博士編輯部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7110 小的力量: 中小企業也能以小博大,創造巨大影響力亨利.杜伯洛夫, 蘇珊.馬克斯著; 李璞良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189 股票上漲的原理: 選到好股票,狠狠賺一票 弗萊德烈克.柯布里克(Frederick R. Kobrick)著; 張書華譯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271 全世界都在用的英文書信分類大全 Charles Yang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295 財經記者的告白: 股票,就是一場世紀大騙局! 大衛.葛芬(David Gaffen)著; 李璞良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301 圖解日文的寫作要素 田中千奈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易富文化



9789865927318 圖解英語文法大全 蘇秦著 2013-05-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325 圖解我的第一堂銷售課: 等人教,不如自己偷偷學中村勝宏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332 來當業務吧!我的第一本銷售課本 中村勝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349 成交的關鍵5秒鐘: 決定成交與不成交, 就在一開始的5秒鐘渡邊滿枝著; 王文賜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387 google翻譯不了的英文 蔡詠琳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394 牛津英語大師幫你開口說英語 路易思(Luiz), 馬修(Matthew David Townend)著 2013-07-00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400 創意始終來自需求: 50個賺大錢的商業思維 Ian Wallis著; 李佩珊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424 不會英文也能環遊世界: 簡單、易懂、馬上開口Kerra Tsai著 2013-08-00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431 我用這幾句英文在全世界吃喝玩樂 蔡詠琳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455 100元的口紅如何賣1000元? 紀家祥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462 我用7,000單字學好英文 林芯著 2013-09-00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479 圖解真正用得到的英文: 用老外的一天學好英文Michael Coughlin, Josephine Lin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486 給未來的33個禮物 白亨利, 晴天娃娃, 中村勝宏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493 35歲以後要上的33堂英文課 關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509 圖解英文寫作的要素 吳宜錚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516 看原文書學英文 Leonard Huang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523 有錢人的祕密: 觀念對了,錢就來了! 里奇.康財務規劃團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530 給客戶一個選擇你的理由 潔妮.史密斯, 威廉.弗拉納根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554 考一次就過關ALL PASS學測英文滿級分應考攻略陳品豪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7578 永不放棄: 堅持成就完美 開欣格格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7585 25歲以後,靠的是人脈: 老師沒教,但你一定要會的16個人脈學分中村勝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55634 鋼琴獨奏的秘密: 流行鋼琴獨奏教本 陳俊宇著 2014-01-00 其他 2

9789579755658 住在紐約的猶太小孩阿米海 藍天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579755665 流行長笛教本 鍾玫芬, 魏瑔廷編著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卓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亞堤斯特藝術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000 我為琴狂: 臺灣豎琴教父李武男的奮鬥傳奇 蕭容慧作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0010 高原臺北青藏盆地: 邱醫生的處方箋 邱仁輝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0027 4腳+2腿: Bravo與我的20條散步路線 Gayle Wang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3163 料理名人的世界廚房: 5國60道最經典的異國家常菜Sylvain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483 閱讀公共藝術.親子樂陶創作 林勤敏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8490 公共藝術親子創作暨展演活動 林勤敏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8193 成長: 一個讓人不會後悔投入的教學經驗分享 施敏慧總編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27613 東廠妻 橙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20 沖喜妾 寄秋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37 俘虜后 葉雙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44 回到王朝嫁暴君 綠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51 冤家: 聽說愛情不等人 淺草茉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68 無價小氣婆 綠風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75 無敵錢奴 凌宓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9789862427682 無薪特助 林曉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699 大亨不好嫁 千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05 突破心牆妻 艾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12 媒婆變老婆 顏依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29 臨演未婚妻 可人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43 奴役金貴夫 沐向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50 人妻插班生 七巧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67 後媽見習生 鐘淇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74 新娘留級生 春野櫻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81 一品丫鬟 馥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798 御賜貴妾 橙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04 道姑王妃 裘夢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11 臨陣換妻 凌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28 脫稿愛前夫 林曉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35 天敵變金夫 米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2663 試用惡老闆 千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42 養奴為妻 春野櫻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59 寵奴點夫 雲袖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66 傻奴高嫁 千藍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73 紅娘闖高門 寄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80 特務玩宅鬥 簡薰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897 廚娘戲王侯 金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03 小祕拐皇帝 簡瓔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03 小祕拐皇帝 簡瓔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10 傾國為聘 淺草茉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427927 傾國為聘 淺草茉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427934 誤撿財神爺 春野櫻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41 穿越來偷妾 艾佟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58 大餅換奸商 馥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72 平民富豪 綠風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89 老闆同居中 凌宓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7996 老公是情夫 簡瓔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09 總裁賣身債 七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16 金夫定情約 鐘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23 前妻辭職信 林曉筠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8861 為什麼病患願意等他到半夜?: 排隊名醫林朝慶談中醫減重林朝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8878 植牙前必須知道的12件事 黃經理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6346 和樂無諍: 心平氣和,是非要溫柔;和樂平安,我為你祝福。聖嚴法師著; 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353 心靈環保經濟學 釋果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360 安心禪: 上班族40則安心指引 聖嚴法師著; 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377 An early Chinese commentary on the ekottarika-agama: the fenbie gongde lu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zengyi ahan jingAntonello Palumbo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315 Chan and enlightenment Chan master Sheng Yen[編]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5986384 佛教文化之重新 東初老和尚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391 親子快樂禪 曉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136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自由旅行精品書. 2014-2015 楊春龍文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5879167 大阪京都關西廣域精品書. 2014-15 楊春龍著 2013-09-00 第八版 平裝 2

9789865879204 香港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3-12-00 第七版 平裝 2

9789865879211 名古屋: 日本中部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4-01-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79211 名古屋: 日本中部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4-01-00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5879211 名古屋: 日本中部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4-01-00 第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2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鼓文化



9789865879228 奧地利.瑞士: 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8533 賢愚經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595 解深密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663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消災延壽藥師懺法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687 關聖帝君戒淫經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700 法句經; 法句譬喻經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717 佛學常見詞彙 陳義孝居士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72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731 準提咒持誦儀規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748 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816 佛門必備課誦本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830 佛說彌陀寶懺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78847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854 現代因果實錄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578861 佛說魔逆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885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922 佛說壽生經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953 圓覺經直解 (明)憨山大師解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960 金剛心總持論 (後趙)天竺僧佛圖澄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984 了凡四訓: 命運的疑惑解答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047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唐)三藏沙門義淨於佛光內寺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054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 (唐)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061 佛說阿彌陀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14-0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0807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08092 道德經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2

和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305 破繭愛臺 林園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711 現代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徐志明等編輯 2013-04-00 其他 1

9789868828735 兩岸經貿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徐志明等編輯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234 直奔標竿: 長榮大學2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 謝季宏總編輯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6358258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聯合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總編輯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227 國際企業專業英語(基礎篇) 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作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241 與當代名人對話 陳唐山等著; 卓春英, 周少豪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170 再來一碗飯:53道中菜到味祕訣 邱裕民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學生事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國企系

來達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0274 降頭師 魔墳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0281 肉體買家 貴竹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0472 肉體買家 貴竹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0298 騎士的血脈 血珊瑚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2930465 騎士的血脈 血珊瑚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2930311 獵國 跳舞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0502 獵國 跳舞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0328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0342 魔鬼老師 小手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0366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0373 美人圖 風中嘯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0397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2930403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0458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0489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0519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0533 拉里傳奇 蕭九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0540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0588 降頭師 魔墳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1141 降頭師 魔墳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0595 肉體買家 貴竹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0601 肉體買家 貴竹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1004 肉體買家 貴竹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1011 肉體買家 貴竹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0625 騎士的血脈 血珊瑚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2930748 騎士的血脈 血珊瑚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2930632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0656 獵國 跳舞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圖文化



9789862930809 獵國 跳舞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0960 獵國 跳舞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0977 獵國 跳舞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0663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1073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0670 魔鬼老師 小手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080 魔鬼老師 小手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0700 拉里傳奇 蕭九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0854 拉里傳奇 蕭九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0717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0885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30724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2930731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0908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0755 美人圖 風中嘯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0786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0922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0946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0823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0892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0861 淫術鍊金士 帥呆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0915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1172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042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2931134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1158 騎士的血脈 血珊瑚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2931189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1196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1202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1219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1264 獵國 跳舞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31271 獵國 跳舞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931301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1318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1325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1332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1363 魔鬼老師 小手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1370 拉里傳奇 蕭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1387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931394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1400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1417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931431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1493 逆俠 閒來無事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1509 龍寵 蕭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2230 龍寵 蕭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2247 龍寵 蕭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516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1523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1530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2117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2124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2131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1547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714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2209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2216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2223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1554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2001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1561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2931578 肉體買家 貴竹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1615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2254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2261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1646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1981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1653 魔鬼老師 小手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1677 拉里傳奇 蕭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1684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931929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931691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1905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1707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2018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1752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1769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2025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2032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2049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1837 獵國 跳舞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931844 獵國 跳舞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932056 獵國 跳舞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2932063 獵國 跳舞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2932070 獵國 跳舞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932162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2179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2186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2193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1851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1868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1875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1882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1899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1998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2932278 逆俠 閒來無事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2285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2582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2353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2360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2391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2407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2414 龍寵 蕭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2421 龍寵 蕭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2438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2445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2476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2490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2599 獵國 跳舞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2932506 獵國 跳舞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2932513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2932520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2537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2544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2932575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2636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2643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2650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2667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2674 獵國 跳舞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2932681 獵國 跳舞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2932711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2698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2704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2759 龍寵 蕭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2766 龍寵 蕭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2773 龍寵 蕭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2780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2797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2803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2810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2834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2865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2872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2932889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2896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2919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2933 逆俠 閒來無事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2957 邪器 知樂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2964 邪器 知樂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2971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2988 大隱 血珊瑚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2995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3008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3015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3022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3039 獵國 跳舞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2933046 獵國 跳舞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2933084 龍寵 蕭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3077 龍寵 蕭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3114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3121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3138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3152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3176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3183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3190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2933213 逆俠 閒來無事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3428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4111 亞特蘭提斯戰記 狼太郎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076668 劍指天下 蕭九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8780 好神奇!這樣教狗狗5分鐘就聽話 藤井聰作; 黃薇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797 改變人生的29個練習: 快樂或痛苦,取決於你的想法!找出天賦的生命課程岩元貴久作; 許慧貞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10 糖尿病一定有救 內場廉著; 楊孟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10 糖尿病一定有救 內場廉著; 楊孟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27 工作3年,就當小主管的31個工作態度 丸茂喜泰作; 卓惠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41 「神奇藍眼鏡」視力回復法: 每天5分鐘眼頸操,近視一定會變好本部千博著; 蔡麗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41 「神奇藍眼鏡」視力回復法: 每天5分鐘眼頸操,近視一定會變好本部千博著; 蔡麗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65 腰痛、頭痛完全改善!最強30秒「拉筋操」: 116招全圖解,一日伸展30秒,年輕15歲,看電視、睡覺前、等公車都能做的活力伸展操!盧賢浩著; 陳馨祈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889 身體本來就會的11個自癒運動,讓你年輕10歲: 日本名醫告訴你,天生的「本能」,就是你最好的醫生!永野正史著; 賴祈昌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02 78道停不了口的10分鐘肉料理: 雞翅、絞肉、肉片大變身!把超市便宜的肉變好吃了!人人都會做的「秒殺佳餚」美味大絕招!NHK出版編; 何姵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487 CG6009公司治理制度評量作業說明書 柯承恩, 葉銀華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918 天生完美 楊永民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火把全人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0

送存冊數共計：189

采實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111 光明語錄. 中華民國103年版 谷口雅宣, 宗教法人「生長の家」原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長之家傳道協會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422 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946422 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4209 你害怕的時候呢? 蘇禾文案創作; 簡穗于, 陳怡伶美術創作 2011-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9266 全球藝術博覽會指南. 2013年版 石隆盛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779266 全球藝術博覽會指南. 2013年版 石隆盛等作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8779266 全球藝術博覽會指南. 2013年版 石隆盛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106 糖尿病腎病變食譜 許碧惠主編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糖尿病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畫廊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危機管理學會



9789868816688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2013-10-00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4226 土地與政治 施正鋒, 徐世榮編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4233 探討中國 施正鋒主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4240 臺灣外交戰略 施正鋒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804 文化古蹟災害防救整合對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社團法人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臺灣分會學術委員會編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806 濱線追憶: 哈瑪星的五四三 李侑謙等撰文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3657 高雄攝影年鑑. 2012 周鑫泉, 陳國斌, 李媚娟編輯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8283664 高雄攝影年鑑. 2013 周鑫泉, 陳國斌, 李媚娟編輯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4021 活讀創世紀 孫恩源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自學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打狗文史再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登輝民主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7632 原圖集郵的玩賞與組集樂趣 謝朝枝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8657649 原圖集郵的玩賞與組集樂趣 謝朝枝著 2014-0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005 與趙炳世教授一起修鍊冥想 陳烱彰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990005 與趙炳世教授一起修鍊冥想 陳烱彰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5758 紅城光影: 戀戀紅城故事集 鄭道聰著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530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教育宣導手冊 王淑芬等作; 葉大華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9619 非政府組織責信辨析 Jem Bendell著; 錢佳緯譯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2723 行政組織與人事行政法制之新發展 詹鎮榮等作; 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42730 資訊法制、土地規劃與損失補償之新趨勢 陳愛娥等作; 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政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元太慈愛人文推廣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文化協會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2729 老人自殺防治: 自殺新聞事件的省思 李明濱主編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8053 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3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132 表演娛樂產業的自動控制 馬克.艾格(Mark Ager), 約翰.哈斯提(John Hastie)作; 王孟超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5115 傳蓆.傳習: 小露的藺草帽 陳品竹作; 江淑綺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8630 說故事方法與實踐 林偉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4443 臺灣法學新課題 社團法人臺灣法學會主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社區培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兒童閱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技術劇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自殺防治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218 坤道與習氣 無極禪化院, 南天虛原堂奉旨扶鑾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615 臺灣特有種牛樟芝(菇) ( Antrodia cinnamomea )子實體標準暨正確學名判斷之關鍵陳玉芬, 魏隆行總編輯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319 庶民美學「藝術家園. 2013」專輯: 油畫.水彩.水墨畫聯展社團法人臺灣庶民美學發展協會全體理監事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9949 司法正義與人權: 從扁案談起 張炎憲, 林佳和主編 2012-1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8119956 臺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論文集 張炎憲, 許文堂主編 2012-1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8119963 重譯校註被出賣的臺灣 George H. Kerr原著; 詹麗茹, 柯翠園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903 臺灣混凝土學會2013年會暨混凝土工程研討會大會手冊摘要集臺灣混凝土學會第四屆混凝土工程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8080 臺灣連鎖加盟產業特輯. 2014 戴中興總編輯 2014-02-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混凝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食藥用菇菌類生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庶民美學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虛原慈善功德協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851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mission possible without vicious circle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68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the green journey to Penghu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75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mission possible with alternative energy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82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the green journey to I-Shou University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2899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Liz and her dream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05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Felipe’s proposal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12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bob’s ambition 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29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Abraham and Sam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36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amazing adventure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43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story of magical power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50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first encounter 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67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surprise from heaven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74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angel’s words 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81 A wonderful eco-friendly journey: mysterious catalyst方柏婷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798 ECO English 傅儀琳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5677 再見.愛 賴諾曼(H. Norman Wright)著; 蔡明穎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15684 淚湯: 失去摯愛的療傷食譜 佩特.許威伯特(Pat Schwiebert), 查克.達可林(Chuck DeKlyen)文; 蔡明穎譯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15691 我往哪裡去?: 再度單身者的幸福派對 米瑞安.奈芙(Miriam Neff)著; 李明芝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5429 老海港新生命: 蘭陽博物館濕地生態復育解說手冊. 100-101年賴擁憲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濕地保護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綠色科技發明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909 瀛社與臺灣詩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吳福助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313 臺灣國際蘭展<>. 2013 劉黃碧圓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934320 臺灣國際蘭花研討會. 2013 劉黃碧圓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3322 China en la literatura hispánica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4340 我把生活變無毒: 美化地球不必靠綠建築!Live Nature從居家無毒清潔開始Mrs. Bee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764524 Maya動畫技法大揭密 盧俊彥著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764531 全民做遊戲:Unity 跨平臺遊戲開發進階寶典 謝忠和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64562 攝.寄生: 用看得見的影像,傳達看不見的思緒 宋剛明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579 看圖例學Office 2013 洪錦魁編著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764586 筆裡墨間: 流瀉白際的水墨畫基礎畫典 鄭中華編著 2014-01-00 精裝 1

9789865764609 半澤教不了你的事: 10種場合加倍禮儀,讓你好運連連奉還蘇拉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616 電容式觸控技術導入與解析 洪錦維編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4623 室內設計配色寶典 mcoo色彩研究中心編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4630 最強動漫不藏私: 如何玩轉分鏡構圖 C.C動漫社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654 萌少女: 魅力手繪達人秀 愛卡動漫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瀛社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9789865764661 Maya 2014動畫製作範例剖析 賴芳延, 滕金紘著 2014-01-00 精裝 1

9789865764678 最強動漫不藏私: 照片學漫畫一把罩 C.C動漫社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685 打造名作的構圖經典法則 Sun I視覺設計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692 Maya 2014特效製作範例剖析 滕金紘, 賴芳延著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764708 Android互動開發創意商機 郭少豪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15 好坪x好評: 客廳空間好感設計 許海峰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22 好坪x好評: 餐廳/玄關走廊空間好感設計 許海峰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39 Xilinx All Programmable Zynq-7000 SoC設計指南 何賓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46 多元成畫.終極解放: TOP25全球多媒介插畫家作品極粹聶佑佳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53 李昌鎬兒童圍棋課堂. 啟蒙篇 李昌鎬作; 葉碩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60 親手開發商業版Android程式: 全方位360度手機衛士案例王家林, 王家俊, 王家虎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77 Android及ARM原生語言: 逆向工程破解Android APP安全豐生強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784 MAYA角色動作設定技巧實例解析 吳書旻編著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764791 Adobe InDesign輕鬆學習一點靈 蔡雅琦著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764807 攝影師手札: 正妹攝影師的花色美圖 羅曉韻, 許稚敏等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814 Adobe Illustrator影像美學玩設計 蔡雅琦, 方宏彬著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764821 溺設計: Dynamic logo: 動態排列怎麼玩出品牌的生存力度本圖書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838 溺設計: COLORING YOUR BRAND一窺知名品牌的嚴選色彩度本圖書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845 李昌鎬兒童圍棋教室. 初階篇 李昌鎬作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4852 比MySQL快60倍: Redis記憶體儲存資料庫快速上手李子驊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869 筆裡墨間: 水墨下的鳥語花香 鄭中華編著 2014-02-00 精裝 1

9789865764876 用OpenStack建立如Amazon的雲端環境 陳伯龍, 張傑, 程志鵬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64890 光傳輸網路OTN技術原理及測試 李允博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06 你也可以進入千億電子商務市場: 用Big Data掏金的制勝關鍵譚磊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13 iPhone應用程式開發一本就通 謝庭松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20 Android工程師面試寶典 李寧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51 微.旅行:第一個透過微博募款成行的夢想之旅 占夏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68 30個攝影祕訣大公開 陳仁文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82 時尚設計潮流: 居家美學easy fun 國際最新室內設計精選編寫組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99 時尚設計潮流: 文教及公共空間藝術哲學 國際最新室內設計精選編寫組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12020 凝視: 全球頂尖插畫家筆下奇幻自我 度本圖書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12037 版面設計不敗の17項準則 ArtTone視覺研究中心編著 2014-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2044 MAYA x Mudbox: 燈光渲染與演算精粹 王以斌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12051 色鉛筆繽紛世界. 彩繪生活篇 飛樂鳥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12068 國際CG插畫:唯美華麗的角色設計 LeewiART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12075 玩轉i Photo!!分享圖片/影像管理、後製技法 郭志輝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12112 活用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實作雲端架構的每塊拼圖王淑江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325 美腿女王: 瘦小腿達人の奧麗薇小腿微雕術 盧杰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599 臺灣藝術的鄉愁: 社會美學論文集 蔡明哲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7599599 臺灣藝術的鄉愁: 社會美學論文集 蔡明哲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7599605 弱勢者教我們的事: 社會工作之權利導向 李明政等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7599629 福利與商業: 身障者銷售彩券的生活考察 林玉萍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7599636 重工業之路: 劉曾适百歲回顧 劉曾适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7599636 重工業之路: 劉曾适百歲回顧 劉曾适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6586 2013年是中國的移動互聯元年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64 中國電子商務產業開始新啟程. 2013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71 創新應用在雲端,市場商機無國界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88 兩岸OLED產業發展仍有待撥雲見日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295 2.5D/3D IC深度剖析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301 移動互聯網商業化應用分析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金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慧



9789865914318 中國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4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325 全球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4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8557 王母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吳東明主編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8558557 王母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吳東明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604 鯉魚潭自然誌 黃憲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611 地圖繪製學 王威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628 路.Lalan 阿道.巴辣夫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635 甘蔗的名字 赫恪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642 大地之上 邱上林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003 阿嬤,請簽名 黎吟文; 蘇郁婷圖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050 環抱美境界: 生命之河美崙溪 饒瑞玲等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環保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花縣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花縣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花蓮勝安宮管委會



9789868017955 狐狸的電話亭 戶田和代作; 高巢和美繪; 郭淑娟譯 2004-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2930281 田螺的才藝 阿部夏丸作; 村上康成繪; 何榮發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30298 螯蝦真的很壞?? 阿部夏丸作; 村上康成繪; 何榮發譯 2010-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63817 蝌蚪運動會 阿部夏丸作; 村上康成繪; 何榮發譯 2010-12-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8663824 狐狸的電話亭 戶田和代文; 高巢和美繪; 郭淑娟譯 2010-12-00 初版八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59480 殿下息怒 莫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59497 殿下息怒 莫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59510 愛,無從抗拒 茱麗. 詹姆斯(Julie James)著; 林子書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527 好個惹禍精 羅莉塔.雀斯(Loretta Chase)著; 苗蜜亞譯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59534 好膽忘了我 梁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541 棉花糖小姐 米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558 家有傻妻 季可薔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565 好個渣王爺! 金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596 早餐時光邂逅中 夏喬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602 戀愛要在晚餐後 陶樂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671 型男主廚到我家 喬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688 愛情,預告片 樓雨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081 Action grammar Jim Zhang, Olivia Lin[文]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9098 Wow!big sky(student book). level 4 Edward Hsieh etc[作] 2014-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89104 Wow!big sky(student book). level 4 Edward Hsieh etc[作] 2014-0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89135 Action grammar Jim Zhang, Olivia Lin[文]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長頸鹿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772 金融法規彙編 2013-11-00 六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7402 愛字旁的 王浩翔作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97419 成為雪 吳奇叡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64249 小花的手作教室 花花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9453 為什麼你的故事被打X: 創意、編劇、文案魔力鍊金術D.B.吉爾(D.B. Gilles)著; 郭玢玢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460 人面獅身像是怎麼到博物館? 潔西.哈特蘭(Jessie Hartland)作; 張東君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477 氣球大遊行: 紐約感恩節遊行操偶師的故事 梅麗莎.斯威特(Melissa Sweet)作; 賴嘉綾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484 小老鼠大畫家 珍.布萊絲京.力爾班(Jane Breskin Zalben)作; 馬筱鳳譯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491 風火林泉: 當代亞洲藝術專題研究 高千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507 風景入藝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作; 廖新田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514 不能賣掉畢卡索?: 從賣書到賣畫,當代傳奇畫商的品味與靈魂莫里(Christophe Mory)著; 李淑寧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521 10公分: 源自小城市裡藝廊的愉快生活 三谷龍二著; 丁雍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6239 KK音標easyK 李成權著 2012-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知識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藝術家庭

金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松濤文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3345 李克強內閣 相江宇, 葉茂之作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0384 發現金寶山之美: 金寶山攝影大賽. 第二屆 張孟起撰文; 曹日章總編輯 2014-0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807 山茶花譜臺灣情 陳麗惠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802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發展. 2013 林秋芳, 蔡明志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5816 宜蘭縣宜蘭市歷史建築舊宜蘭縣議會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燦景古建築研究工作室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538 宜蘭美展. 2013 2013-10-00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蘭陽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宜蘭市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寶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怡馨緣茶花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8879 康灩泉吟草 康灩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1473 夢想沒實現? 因為你不懂老派熱血的祕密 塞繆爾.史邁爾斯(Samuel Smiles)作; 鄧捷文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480 史上最有感!扭轉疾病的新4大好食物 尼爾.柏納德(Neal Barnard)作; 徐葳唐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497 風暴 羅尹登.米絲崔(Rohinton Mistry)作; 鄧捷文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503 這輩子,可以不後悔嗎? 塞繆爾.史邁爾斯(Samuel Smiles)作; 鄧捷文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510 驚人的湯瓶八診.七代名醫奇效療法 楊華祥著; 楊庭亮整理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527 癌症大震撼!德國名醫要救你的高治癒率全身療法喬瑟夫.以色斯(Josef Issels)作; 周群英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313 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 劉祥光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382 「融鑄」與「進程」: 朱熹<>之歷史思維 陳逢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399 土耳其語聽力與詞彙教學 Dursun Kose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6475405 丹道實踐: 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 李豐楙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412 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廖敏淑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412 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廖敏淑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429 中國民族觀的摶成 金觀濤等著; 周惠民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436 尺素頻通: 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林玉茹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443 影像近代中國 王凌霄等著; 劉維開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467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Yen-zen Tsai[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474 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 王文隆等作; 周惠民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政大出版社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頭城鎮公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994 王繼光書法作品集 南山中學著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8586994 王繼光書法作品集 南山中學著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9017107 偕藝同遊: 邱乾聰書法.吳秋香布藝聯展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443 就缺這一款!超實用手拿包 陳幼緞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81481 漫遊城市拼布手作包 林蔚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586 Sounds from the other side: the oper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nial Taiwan an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徐亞湘著; 王若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7586 Sounds from the other side: the oper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nial Taiwan an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徐亞湘著; 王若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3864 朱爾丹的瘋狂日記 彌黎阿慕.沃娜.薇耶哈(Myriam Warner-Vieyra)著; 邱大環, 杜邱宗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3871 哈喇魔咒 森奔.烏斯曼(Sembene Ousmane)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76054 機械力學教戰手冊 蔡一玲,彭媛編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南山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飛天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32560 伏藏 謝璃[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577 人魚王子 泠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584 暗戀 月光石[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591 親愛的老婆 萬如意[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07 殘蝶 夢漪[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14 紅妝俊仵作 童繪[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21 鐵捕探情 杜默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38 配角戲 攸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45 行行出狀元 席絹[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52 奪愛 唐茵[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69 想太多 堯堯[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76 還魂名捕 泠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83 艷情 攸齊[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690 再愛一次又何妨 夏語晴[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06 桃紅為誰春 南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13 奉子方成婚 童繪[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20 愛情的配角 禾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37 相思愁來只為君 簡單艾[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44 好好照顧我的心 萬如意[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51 二次心跳 莫非[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68 賽離之歌 風玥[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75 戀戀韶光 謝璃[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82 闖進你的心 伊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799 怦然心動 張靜日[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05 如果我愛妳 攸齊[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12 月映暗香 關兮[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29 不是不愛妳 月光石[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36 捉迷藏 黃千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43 傻瓜 攸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50 弄情 泠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67 戲情 唐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74 我愛拜金女 子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2881 順風耳討妻記 童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30856 就是你 黃千千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2812 熟齡經濟學: 淺釋Gerontonomics 王釗洪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8882829 蝴蝶翩飛的時候: 富源社區發展史料蒐集手冊 陳進金主編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882836 與核共舞的覺醒 賀立維主編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8882843 美麗富饒的蓬萊仙島: 臺灣 周瑞燉編纂 2013-02-00 精裝 1

9789868882850 樂活紓壓 呂佩芸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8882867 殘月橋: 保衛家園及父女情深的故事 神田健司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8882881 櫻田神社 神田健司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9017206 滲透壓統整按摩術教本 黃新作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9781 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吳宗隆等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859 幾何圖形與尺規作圖 吳宗隆等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9965 旗開得勝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張宏程等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201 新細說高中化學複習講義 張乃文, 薛勝雄, 徐亞丘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61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41461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41485 機率與抽樣 吳宗隆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492 資料整理與分析 吳宗隆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508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41508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41539 活用國中大家做數學講義. 六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建弘



9789865841553 新細說夯點數學大學指定考科數學甲考前99天 羅添壽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560 新細說夯點數學大學指定考科數學乙考前99天 羅添壽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577 活用自然會考通. 六, 理化(南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584 活用自然會考通. 六, 理化(康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591 活用自然會考通. 六, 理化(翰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14 活用自然會考通. 四, 理化(翰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21 活用自然會考通. 四, 理化(南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38 活用自然會考通. 四, 理化(康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45 活用自然會考通. 二, 生物(南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52 活用自然會考通. 二, 生物(康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69 活用自然會考通. 二, 生物(翰版) 段清文, 李其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676 活用高中基礎物理精析(B版). 二 張大揚, 紀延平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231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8991248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8991255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8991262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8991279 寂默編年 形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8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5135 電訊傳播CEO的經營策略 朱詣璋等合著; 劉幼琍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5159 殯葬文化學: 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讀 王夫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苗北藝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3

春生原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威仕曼文化



9789860390957 苗北藝文中心年刊. 102 劉佳佳等撰稿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364 龍年一九七六 林道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2368 真愛陌生人 西西莉雅.艾亨(Cecelia Ahern)著; 呂奕欣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375 別仰賴前輩教你,這些事要自己偷學! 千田琢哉作; 賴庭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382 危險情人 諾拉.羅伯特(Nora Roberts)著; 唐亞東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399 玩跑步!城市慢跑微旅行的22種玩法 胡杰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405 一百個名字 西西莉雅.艾亨(Cecelia Ahern)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2861 假面殺機: 林斯諺長篇推理小說 林斯諺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1686 集郵達人來開課: 帶你從鑑賞郵票品味世界 王華南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5406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蘇同炳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95413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蘇同炳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95437 西風東漸: 晚清民初上海藝文界 張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444 六十個人事管理黃金守則: 教你向上掌握主管心意、向下凝聚部屬向心力施耀祖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5451 霧影莊殺人事件: 林若平探案系列 林斯諺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5499 噓,別出聲: 草白散文集 草白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18 集郵達人來開課: 從郵票認識英國鐵路機關車 王華南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25 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羅永生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32 郭沫若: 士與仕的長長背影 賈振勇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49 吟遊.奧圖: 張至廷吟遊詩集 張至廷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思行文化傳播



9789869905756 擁擠的灰色愛情世界: 「五四女作家」小說之愛情書寫研究(1918-1936)楊雅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5756 擁擠的灰色愛情世界: 「五四女作家」小說之愛情書寫研究(1918-1936)楊雅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905763 罪愛: 紀富強罪案長篇小說 紀富強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69554 未酬志 江洋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653 紅塵笑之蝶兒飛 蒼海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738 江南 末回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9745 江南 末回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9752 梁祝系列.一,守靈 塵夜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9790 養小鬼 塵夜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9806 養小鬼 塵夜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9844 異能檔案 不識你我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9882 錢途無量 色如空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066 帝將臺. 卷一 扶搖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0073 帝將臺. 卷一 扶搖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042 透過性戀愛裝置 かわい有美子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127 機關重重 七草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134 異能檔案 不識你我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0141 異能檔案 不識你我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0257 瘋狂世界 綺步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301 貪情 禪狐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530 糖霜流星 かわい有美子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547 等待月光 方淨淨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554 背著你 紙醉金迷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684 青絲雪 月佩環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0714 殺陣. 狩之章 聿暘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790 全球論劍 網路黑俠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0806 全球論劍 網路黑俠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威向



9789862960813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0905 鬼話妖譚 白日夢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049 鳳于九天. 十七, 一觸即發 風弄著 2011-10-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2961070 全球論劍 網路黑俠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1179 全球論劍 網路黑俠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1087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1117 門派養成日記 玄晴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1094 末日教父 蕪菁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1124 末日教父 蕪菁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1131 末日教父 蕪菁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1148 城堡之心 慎獨行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1155 城堡之心 慎獨行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1421 城堡之心 慎獨行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1445 末日教父 蕪菁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1452 末日教父 蕪菁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1483 全球論劍 網路黑俠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1490 全球論劍 網路黑俠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1537 皇叔 大風颳過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544 皇叔 大風颳過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568 赤龍奴 月佩環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1575 赤龍奴 月佩環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1872 溫府風雲錄之天青星宸 蒔舞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872 溫府風雲錄之天青星宸 蒔舞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896 溫府風雲錄之曉星映月 蒔舞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1896 溫府風雲錄之曉星映月 蒔舞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107 小心你的牙 爆琦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268 星雲物語. 八, 身世之謎 閃靈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305 亂神. 七, 雲從龍 蒼海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473 都市奇緣之7[]的距離 樊落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2497 都市奇緣之7[]的距離 樊落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2480 都市奇緣之7[]的距離 樊落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2619 星雲物語. 十, 星光燦爛 閃靈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2671 私狎偵探 芸鳥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043 浪蕩江湖之任俠 緒慈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3036 殺陣番外: 圓缺 聿暘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3111 典藏緒慈: 浪蕩江湖之任俠 緒慈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3128 典藏緒慈: 浪蕩江湖之任俠 緒慈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3555 只是一場遊戲 熒夜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125 重生之後. 2, 蛻變 瑞者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446 重生之男子軍校 冬瓜.泡椒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4491 親愛的愛蜜莉外傳: 夏洛克的回歸 吐維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507 親愛的愛蜜莉外傳: 夏洛克的回歸 吐維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514 魔王與終焉雪: devil and warrior 拆野拆替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4521 魔王與終焉雪: devil and warrior 拆野拆替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4590 重生之男子軍校外傳: 林南返家 冬瓜.泡椒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637 誅妖. 一, 破印 扶蘇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4736 天師執位設定集 樊落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4781 浪蕩江湖之鐵劍春秋 緒慈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798 浪蕩江湖之鐵劍春秋 緒慈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910 重生之後. 第二部 瑞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4958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四季. 1 顧懿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965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四季. 1 顧懿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085 末日牧場 小林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092 父 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108 父 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115 喪世生存 西陵冥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122 喪世生存 西陵冥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139 獨角獸軍團. 二, 法師學院 D魔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146 魔王與終焉雪: devil and warrior 拆野拆替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5153 魔王學園暴走中!! 拆野拆替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5160 獨角獸軍團. 一, 黃金之都 D魔王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177 難解難分 熒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184 難解難分 熒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191 誅妖 扶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5207 誅妖 扶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5214 職業替身 水千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238 職業替身 水千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221 職業替身 水千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5245 鯊魚紫丁香 貞穎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5252 糖果CANDY 喜喜果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313 糖果CANDY 喜喜果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269 求退人間界 天堂放逐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5368 求退人間界 天堂放逐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5276 法則系列. 四, 三位一體 夜非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283 法則系列. 四, 三位一體 夜非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290 重生之後. 第二部 瑞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5375 重生之後. 第二部 瑞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5306 十殿. 3, 鬼差 晝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320 鯊魚紫丁香. 2 貞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337 鯊魚紫丁香. 2 貞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351 綠星天使. 1, 從天而降 子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382 魔王學園暴走中!! 拆野拆替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5399 禁忌學園. 5, 不正確的友情 雲易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405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65412 新秩序. 3, 永不褪色的羈絆 瓶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429 天師執位. 三部. 十, 人偶 樊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436 天師執位. 三部. 十, 人偶 樊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068847 青絲雪 月佩環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8977 典藏風弄: 主子 風弄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113

哈佛人



9789865807016 美國報稅與財產揭露(2014修訂版) 呂旭明等作 2013-1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3538 幻境戀曲 三階菱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3712 不見天日 汪小蘇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6905 兩個世界 汪小蘇著 2009-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3231 對酒當歌 雨輕塵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3248 不完美情人 多樂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3255 沖喜 品葉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3361 龍騎士 夜凌嵐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3408 哭泣的劍 多樂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3439 冷情北苑 夜凌嵐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01665 綺麗的迷途 Minchelle圖文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4789 DSLR使用與攝影技巧聖經 曹春海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4925 跳.時空寫真: 一個導演的街頭剪影 林清振著 2010-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760 李洪基: 美甲秘笈 李洪基, Kim Sue Jung作; 葛增娜譯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52007 犬神的新娘 樋口美沙緒作 2013-11-00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Trendy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城邦文化



9789571053066 絕美風景這樣拍: 你也能拍出大師級作品 楊安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219 啟航 貝絲.瑞維斯(Beth Revis)作; 甘鎮隴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233 天后御用造型師Kevin's彩妝術: 連正韓妞也想偷學的眼妝Style101陳凱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370 會賺錢的魅力小店:不只是設計,更是會動的銷售Lim Nari著; 陳曉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639 潮男決勝穿搭 朴善英, 閔詳媛著; 陳品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691 CRASH!. 3, 邁向超偶的階梯 藤原友佳原作; 廣瀨晶作; 林宜錚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707 這一秒接近永恆 莎拉.迪森(Sarah Dessen)作; 黃涓芳譯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752 iPhone5 S+C完全攻略 黃耕雲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79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涂祐庭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3813 國王遊戲 金澤伸明著; 許嘉祥譯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844 我,要成為雙馬尾 水澤夢作; 623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851 囮物語 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875 百萬部落客、網拍麻豆都想學!: 10大人氣造型師教妳打造超韓系正妹髮Aaron等作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882 就愛OLYMPUS PEN: 輕鬆創作出只屬於你的生活手札吉住志穗作; 張書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905 極致性感攝影 邱元鴻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929 逆時美人: 林葉亭的40/30/20美魔女養成書 林葉亭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936 森魅幻境. 3, 榮耀 亞曼達.霍金作; 黃涓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950 慢速快門攝影術: 凍結時間的魔法 田中希美男等作; 林璟辰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3974 野蠻遊戲: 動盪 黑井嵐輔作; 阿翔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3981 迷幻果實Lotus Dealer: 氣泡戀人 Puckio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3998 詠歌行 四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018 Ghost Hunt惡靈系列. 3, 少女的祈禱 小野不由美作; Hana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025 女裝皇家教師 野村美月作; Hana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056 Fate/Zero 虛淵玄作; hundreder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100 名師技法100招: 必修的交換鏡頭活用訣竅 上田晃司等作; 林克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124 圓環少女 長谷敏司作; 黃彥彰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131 請給我正常的室友。 太田僚作; Runoka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148 7天搞懂數位單眼: 實踐活用術 邱元鴻總編輯; 林克鴻, 張書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155 阿嬤的四季泡菜: 在家重現最經典的韓式家常味姜順義作; 彭玲林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162 薇薇安占星全面預測. 2014 薇薇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186 排便力: 便意大復活! 松生恆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193 KAJA!首爾美麗日記: 姊妹掏專屬!追星享樂旅行omo!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209 f(x)宋茜港澳寫真遊記 宋茜著; 蔡秉玲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223 Crash!. 4, 加深的羈絆 藤原友佳原作; 廣瀨晶作; 林宜錚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230 偷心任務 吾名翼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247 驕陽似我 顧漫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4254 電線桿上的路西法同學 魏思佳作 2013-11-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261 緋色十字 三月兔漫畫 2013-11-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278 偷心少俠 米絲琳著 2013-11-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285 草莓怪獸 水藍薰著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4292 極道甜心 陳漢玲漫畫 2013-11-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4308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梁恩嘉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54315 魅惑之歌 崔西亞.雷本(Tricia Rayburn)著; 劉曉樺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4315 魅惑之歌 崔西亞.雷本(Tricia Rayburn)著; 劉曉樺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4322 OUTBREAK COMPANY萌萌侵略者 榊一郎作; 張乃文譯 2013-12-00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4339 完美攝影微調術: 馬上學會的攝影關鍵全圖解 河野鉄平作; 黃婉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346 青山裕企的寫真告白: 私密的女孩攝影心訣 青山裕企作; 林克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353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360 魔王之類的啦! 原田源五郎作; Runoka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377 暗黑學校 二宮敦人作; 徐嘉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4384 暗黑學校 二宮敦人作; 徐嘉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4391 我的肉肉年代: 周靚的健漸美日記 周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407 穿得漂亮365: 一窺明星造型師從不公開的時尚搭配力金性逸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414 戀愛基因: 謊言和誤會都是戀愛的錯外傳 小林典雅作; 礿軒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421 襲來!美少女邪神 逢空萬太作; 哈泥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54438 身體暖了,人也美了!甩掉冷底體質的祛寒暖身術進藤義晴, 近藤幸惠作; 王榆琮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445 一天一點無壓力收納. 2, Before&after: 再亂的家都能完美歸位的超實用整理聖經沈賢珠作; 馬毓玲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445 一天一點無壓力收納. 2, Before&after: 再亂的家都能完美歸位的超實用整理聖經沈賢珠作; 馬毓玲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469 惡靈的低語: 預言的姊妹系列外傳 米雪兒.辛克作; JC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4483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54490 冥塚: <>先行者首部曲 葛瑞格.貝爾作; 張可婷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4506 風景攝影的巔峰: 麥可.弗里曼的攝影學校 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作; 曾慧敏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520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作; Hana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4551 神曲奏界黑. 12, 闇黑承諾 大迫純一作; 莊湘萍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568 OLYMPUS OM-D E-M1數位相機完全解析 力メラマン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575 觀景窗裡的瞬間戀愛! 黑麵, 梨寶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582 龍孃七七七埋藏的寶藏 鳳乃一真作; 林宜錚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4599 白銀的救世機 天埜冬景作; 吳政翰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629 絕叫學級. 4, 扭曲的願望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636 My Lovely[]妖狐婚約 沐茜茜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643 失敗禁止!美少女的祕密不側漏! 真崎政宗作; 阿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650 輓愛 蘿倫.奧立佛(Lauren Oliver)作; 蔡心語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4667 希望 貝絲.瑞維斯(Beth Revis)作; 甘鎮隴譯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4674 完全駕馭!攝影達人的閃光燈實戰攻略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704 蒼柩的青金石 朝野始作; 林佩瑾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728 聲優公主 太田顯喜作; 林宜錚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759 搞定時間就有錢!:讓窮忙族能夠開始累積財富的時間管理術田口智隆作; 卓惠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766 驚嘆號 二宮敦人作; 王炘珏譯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4797 雙胞胎與青梅竹馬的四人命案 森田陽一作; 陳怡帆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4810 花小錢打造夢想的攝影棚 玄光社特別編輯作; 周明憲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827 瑠璃色的瞎扯淡日常 伊達康作; 黃珮如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865 學戰都市Asterisk. 3, 鳳凰亂武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940 拜託,再給我五分鐘 境京亮作; 林香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957 鬼物語 西尾維新作; 張鈞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971 海色之戀 格林齊作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5022 Photoshop數位暗房實例講座: 最完整的人像寫真編修流程新宮武彥作; 林克鴻, 張書芬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107 我是圓仔 Jessica C, Eshana Chung, 曾顯章, 王育貞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8700 文化分析手冊 Tony Bennett, John Frow等著; 黃涵音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338700 文化分析手冊 Tony Bennett, John Frow等著; 黃涵音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5

送存冊數共計：88

韋伯文化國際



9789866338717 文化分析手冊 Tony Bennett, John Frow等著; 黃涵音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38717 文化分析手冊 Tony Bennett, John Frow等著; 黃涵音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38724 社會研究方法指南 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Julia Brannen主編; 葉宗顯等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338724 社會研究方法指南 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Julia Brannen主編; 葉宗顯等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338731 社會研究方法指南 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Julia Brannen主編; 葉宗顯等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38731 社會研究方法指南 Pertti Alasuutari, Leonard Bickman, Julia Brannen主編; 葉宗顯等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38748 轉變中的身體: 習慣、危機與創造性 Chris Shilling作; 廖珮如, 謝明珊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8748 轉變中的身體: 習慣、危機與創造性 Chris Shilling作; 廖珮如, 謝明珊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7315 日.韓補助動詞の研究: テオク/「eo nohda」とその周辺にある補助動詞を中心に李京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391 臺灣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年度: 支援日語教學之日本語文學研究馬耀輝, 曾秋桂編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7867544 想想看怎麼說: 初級日語會話 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867551 基礎日文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基礎日文教材編輯小組編著2014-0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867568 日本近世小說における歴史解釈: 都賀庭鐘から曲亭馬琴へ黃智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304 幸福花鑰: 情緒 療癒 曼陀羅 周羿彤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14311 幸福DNA: 幸福基因解碼 娜塔莎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3065 再現大唐.反對沙文: 陳有炳.一個建設東西方藝術的人吴合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3089 阿旺家的寶貝: 心智解讀圖畫故事書系列. 一 柯宥璿作; 陳筱如繪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3096 阿旺家的寶貝: 心智解讀圖畫故事書系列. 二 柯宥璿作; 陳筱如繪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紅豆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0

致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839 一時衝動,七世不祥 九鷺非香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93846 一時衝動,七世不祥 九鷺非香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93853 第二次初戀 Misa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860 來自天堂的雨 晨羽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877 來自天堂的雨: 番外: 來自天堂的雪 晨羽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778 小百科.林圮埔 竹山鎮公所編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528 愛的存摺 簡明雪著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78535 陶村夢憶雜詠 林文龍著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78542 探測詩與心的距離: 品賞岩上的100首詩 林廣著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78559 情深南投 李玉屏著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84901 眾裡尋她: 南投縣鄒族口傳文學與歷史 田哲益, 全妙雲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678 文學記遊 南投文藝作家散策. 5, 南投縣文學藝術旅遊書于尚民等著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0469 南投縣玉山美術獎作品專輯. 第十四屆 游守中總編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2180 南投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游守中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3460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五屆 游守中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139761 南投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8 陳振盛, 鄭邦鎮總編輯 2008-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投縣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9

九九美術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3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投縣竹山鎮公所



9789572921623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專輯. 2010 林之儀總編輯 2010-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290 女人心計. 2: 能力,是女人最極致的性感 蘇芩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001 全家老小不生病的健康瑜珈 Sujit Kumar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8018 讓我們更相愛: 打開男人心門的七個密碼 曾子航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025 做自己的月老: 找到一生真愛的八個黃金法則! 李松, 麥玉嬌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032 剛剛好的練習: 好感生活的12堂簡單練習課 林慶昭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049 愛與被愛都幸福: 擁有愛能力的幸福四講 曾子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056 愛情,穩賺不賠: 情場如股市,善用投資心法成為幸福大贏家鴻水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063 30歲,打場漂亮的翻身戰 林慶昭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087 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周維麗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6106 做事做到位: 成為職場紅人的30個黃金法則 林慶昭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204 比臺灣電影更陌生 臺灣實驗電影研究 吳俊輝編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7089 原味呈現: 屏東原住民創意美食料理 謝幸等編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5459 我從山林來 汪美芳, 李涂怡娟, 林弓義撰稿攝影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5633 原曲共聲: 原住民族合唱嘉年華主題曲創作集 哈尤.尤道等著 2013-07-00 平裝 2

9789860379297 咱的囝仔愛唱歌 徐芬春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0187 與生命對唱: 恆春半島民謠人物誌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861 璀璨風華: 屏東縣古物維護專輯 徐芬春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833 演繹戲曲人生: 屏東傳統戲曲發展紀錄 邱金惠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恆河



9789860391411 Color屏東: 我的色彩旅行(簡體字版) 侯于絹撰文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1428 Color屏東: 我的色彩旅行(韓文版) 侯于絹撰文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6560 大武山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第十二屆 徐芬春主編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8786 放肆童年 陳葚慈文; 鄭喜丹繪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030 藝象.屏東 徐芬春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705 麟洛合輯 洪瑞福總編輯 2010-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1102 第三十屆屏東縣美術協會展2013紀念畫集 屏東縣美術協會著 2014-01-00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6843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百年校慶特刊 曾彩金總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598 張愛玲小說評析: 百年僅見一星明 楊昌年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21 全球治理與臺灣的活絡模式 王榮霖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38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均衡與斷續: 以毒奶粉事件處理模式為例葉峯谷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屏縣高樹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客家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屏縣文化處



9789869005845 社交網路人際關係維繫之研究: 以Facebook為例 張純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52 東南亞國協與兩岸政經關係發展之研究: 從改善中國形象與ECFA觀點探討林士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69 數位版權管理對電子書消費者: 態度一致性影響之研究邵志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76 國共內戰與中美關係: 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 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83 境外社會組織於中國大陸合法性的建立: 以慈濟基金會為例陳信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1789 追風的孩子 萬隆國小101學年度繪畫社團編寫 2013-06-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8008 Smart students series foundation level student book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88015 Smart students series foundation level student book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88022 Smart students series foundation level letter book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88039 Smart students series foundation level letter book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88046 Smart students series foundation level activity book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88053 Smart students series foundation level activity book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88060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Andy ant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077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king ken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084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big mac's day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091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fun in the park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107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Tom's family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114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Andy ant's picnic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121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phonics book 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88138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phonics book 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88145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phonics book 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88152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workbook 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88169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workbook 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屏縣萬隆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垠昶文教



9789866188176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workbook. 3A 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183 Smart students series beginner level workbook. 3B Theo Joubert and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190 Smart students series higher intermediate level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88206 Smart students series higher intermediate level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88213 Smart students series higher intermediate level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88237 Smart students series intermediate level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88244 Smart students series intermediate level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88251 Smart students series intermediate level Theo Joubert, Ling Chung 2010-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88282 The misadventures of simon and horatio "winter fun"Mark Rivett 2010-07-00 平裝 1

9789866188299 The misadventures of simon and horatio Mark Rivett 2010-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9899 臺灣名家美術100水墨: 李蕭錕 許鐘榮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9032803 對焦與對話 孫孝仁作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48991 世界廚王臺北爭霸賽. 2013: 精選年鑑 臺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作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5017 稅務法規 林品希著 2011-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85277 兩岸金融合作與交流深化的制度創新研究: ECFA的論述張桓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5390 會計學概要 許金源, 張瑪利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5406 非營利組織租稅法規: 所得稅之理論與實務 林江亮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5420 中國公司治理入門 戚務君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指南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7

香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品度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1121 數位科技英文: 關鍵讀本 王宗松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197756 警察法規: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 洪采琳編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97763 警察實務概要(交通實務):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徐強編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97770 警察勤務與家戶訪查: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 彭晟編著 201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97787 警察學: 得分關鍵題 程譯編著 201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97794 保安警察學: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 彭晟編著 201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10804 犯罪偵查: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 辜擎松編著 201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10811 憲法: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 鄭中基編著 201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10828 法學緖論: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 陳文儀編著 201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10835 英文: 得分關鍵題(警察特考) 王皓編著 2010-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229336 公司法 李俊儀編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3979 中餐烹調實習 張瑞雲, 洪文發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583986 中餐烹調實習 張瑞雲, 洪文發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583993 中餐烹調實習 張瑞雲, 洪文發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14509 中餐烹調實習 張瑞雲, 洪文發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814516 日本料理基礎實務(B版) 李政彥等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4523 餐旅概論 劉清華, 劉碧雯, 張丰鐘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14530 餐旅概論 劉清華, 劉碧雯, 張丰鐘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14547 餐旅英文與會話 梁承忻, 李允中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14554 餐旅英文與會話 梁承忻, 李允中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14561 餐旅英文與會話 梁承忻, 李允中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14578 餐旅英文與會話 梁承忻, 李允中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814585 飲料與調酒 范之[], 黃香綺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14592 飲料與調酒 范之[], 黃香綺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宥宸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5

首席文化



9789868839205 蔬食料理 王鈺婷, 姚子濬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9212 食物學 劉黃惠珠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39229 食物學 劉黃惠珠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39236 西餐烹調實習 童富源, 侯建誠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39243 西餐烹調實習 童富源, 侯建誠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39250 日本料理基礎實務 王鈺婷, 李佳其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9267 餐飲管理 潘鳳珠, 張婷婷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39274 烘焙實務 張瑞雲, 葉昱昕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39281 烘焙實務 張瑞雲, 葉昱昕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34002 餐旅服務 范之[]等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34019 餐旅服務 范之[]等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34026 餐旅服務 范之[]等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34033 餐旅服務 范之[]等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34040 餐旅概論總複習 劉清華, 劉碧雯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057 餐旅服務總複習 潘鳳珠, 張婷婷, 高霈妤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064 飲料與調酒總複習講義 宥宸編輯小組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071 中式麵食食品加工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酥、糕漿皮)陳德勝, 郭炯村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088 餐飲管理. II 潘鳳珠, 張婷婷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095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劉緯武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101 西餐烹調實習. II(B版) 童富源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118 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得分秘笈 宥宸餐旅群科研究室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125 餐旅英文與會話 梁承忻, 李允中編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34132 餐旅英文與會話 梁承忻, 李允中編著 2013-09-00 再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8446 聽啊,緬甸的豎琴! 梁寒衣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521 來一壺無我茶吧. 一位比丘尼的人間行腳 永固法師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538 護生畫集圖文賞析. 一, 生的扶持 林少雯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545 花開了,禪心笑了 心培和尚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36

香海文化



9789866458552 詩禪紅綠: 丹慧詩畫 丹慧著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8569 人間佛緣百年仰望 星雲大師文; 游智光圖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58576 星雲禪話. 一, 點亮心燈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583 星雲禪話. 二, 到處是路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590 星雲禪話. 三, 隨心自在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06 星雲禪話. 四, 活得快樂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13 星雲禪話. 五, 一切現成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20 星雲禪話. 六, 真心不變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37 星雲禪話. 七, 百味具足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44 星雲禪話. 八, 養深積厚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51 星雲禪話. 九, 即心即佛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68 星雲禪話. 十, 禪即生活 星雲大師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458699 嚮往美感的讀書會: 99則經營讀書會智慧心法 方隆彰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705 到了這裡,你還要去哪裡 釋滿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729 和大師一起吃飯: 佛光山寺典座的六十道料理 釋覺具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750 瞬間明白 丘愛霖等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8750 瞬間明白 丘愛霖等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8767 推開夜色 方中士等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8774 娑羅花開 尹雯慧等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58781 護生畫集圖文賞析. 四, 天地好生 林少雯著; 豐子愷畫; 朱幼蘭書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798 石坡記遊 黃光男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204 香格里拉遊學課本 施智文等撰稿 2010-12-00 平裝 1

9789868683211 香格里拉遊學手札 施智文等撰稿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客家委員會



9789860383782 桐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趙韡文等著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3347 揚飛客心: 二十則東北亞、大洋洲客家人的奮鬥故事林怡慧, 蔡嘉瑋文字主筆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48606 六堆園區植物誌: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植栽導覽手冊劉振台, 劉志威執行策畫 2012-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6352 彩妝魔法書 Kevin作 2010-04-00 平裝 1

9789868276369 完美彩妝全攻略 Kevin作 2010-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904 臺灣抗日英雄羅福星烈士殉國一百周年紀念冊 羅秋昭執行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3013 塭內二分之一: 用地圖,細訴女性的在地觀點 尤采玲等圖文撰寫; 丁志堅, 陳玟旭主編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8316 苗栗縣西畫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四輯 黃慶嵩著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8438309 苗栗縣西畫學會作品集 謝文彬主編 2008-05-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西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大湖鄉義民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客委會客發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英特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2556 蕭琇琴油畫作品集 蕭琇琴作 2011-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162563 苗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美展暨第六屆小青溪得獎作品專輯. 第五輯蕭琇琴總編輯 2011-12-00 精裝 1

9789868162570 苗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會員美展暨第七屆小青溪得獎作品專輯. 第六輯蕭琇琴總編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8162501 山城故事: 族群融合創作展專輯. 第一輯 苗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編 2005-09-00 精裝 1

9789868162518 苗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會員美展暨小青溪作品專輯. 第二輯陳俊光總編輯 2008-11-00 精裝 1

9789868162525 苗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會員美展暨小青溪作品專輯. 第三輯蕭琇琴總編輯 2010-03-00 精裝 1

9789868162532 苗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會員美展暨小青溪得獎作品專輯. 第四輯蕭琇琴總編輯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3973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2013年第16屆劉火欽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第1冊 2

9789860382662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2013年第16屆劉火欽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第2冊 2

9789860387384 遊樂園 劉正偉著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87391 熠熠生輝 梁純綉著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87407 見識苗栗作家林海音小說創作風貌 汪淑珍作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87414 我可以再來嗎? 王力芹著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8987 走訪竹南濕地環境生態教育 朱達仁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341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3: 夢世代 曾俊豪雕刻藝術甘必通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471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3: 清心綻放 莊清勳紀念展作品集甘必通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976 臺灣國際木雕競賽得獎作品展. 2013 甘必通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文化觀光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苗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2

苗縣水利城鄉處

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9789860382976 臺灣國際木雕競賽得獎作品展. 2013 甘必通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3171 國際木雕藝術交流展. 2013 甘必通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4

9789860383706 木雕藝術創作采風展. 2013: 木之美 意先形走 羅興發木雕展甘必通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719 翰墨春秋永樂年華: 苗栗縣書法學會聯展專輯. 一0二年度邱瑞霞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04299 郵學演講集. 二0一三年度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8139 風球四號 郭哲佑主編 2010-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1961 全彩圖解,12星座運勢解析 李嫣著; 林孟樺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978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30件事 李群騰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985 新手一看就懂的ETF投資 張凱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83989 無本萬利 李群騰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004 電戰神鷹 王希亮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4

苗縣書法學會



9789868997011 機遇與挑戰: 省稅面面觀 楊心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28 奇異的回憶錄 王鍾琦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35 龔定國詩詞雜文集 龔定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42 哈子的五味人生 哈子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59 尚儉堂文集 唐孝先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66 如玉琴心 郭玉琴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73 一個訪問學者的在美歷程 楊世勝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80 魔術乘方製造和用途 梅衛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097 過客的私筆 葛可真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302 三色堇 方仁念, 方禮楷, 方信健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326 裸體營的故事 廖倩玲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6426 閱讀有愛,書寫無礙 張清文等選編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8906433 新編閱讀有愛 書寫無礙 張清文等選編 2013-09-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723 京都。愛的功課: 走一趟愛的旅程 左西小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0041 讓孩子愛上閱讀: 從作文考試到待人處世，「閱讀」是我們可以送給孩子最棒的「禮物」陳安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188 流的傳承: 大野耐一期待經營、管理者扮演的職責原田武彦作; 李朝森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195 醫生,我有可能不吃藥嗎?: 精神分裂症患者還不知道的自然療法亞伯罕.賀弗(Abram Hoffer)著; 蘇聖傑, 張立人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201 臨床案例: 藥理學 Eugene C. Toy等原著; 黃筱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78811 管理學 Angelo Kinicki, Brian K. Williams著; 榮泰生編譯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致理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飛鳥季社



9789863410218 服務管理 James A. Fitzsimmons, Mona J. Fitzsimmons, Sanjeev Bordoloi作; 周瑛琪, 顏炘怡編譯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0225 供應鏈設計與管理：全新臺灣案例版 David Simchi-Levi, Philip Kaminsky, Edith Simchi-Levi著; 何應欽編譯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10317 給邪惡天才的15個危險瘋狂專題 西蒙.孟克(Simon Monk)著; 許安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362 趣味簡明酸鹼、體液與電解質 Richard A. Preston著; 王盈堂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0379 電路學 William H. Hayt, Jr., Jack E. Kemmerly, Steven M. Durbin著; 歐勝源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423 財務管理第十版 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Bradford D. Jordan著; 徐燕山譯2014-0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10430 投資,愈被動賺愈多: 向巴菲特學極簡投資法 萊利.史維哲(Larry E. Swedroe)作; 譚天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10447 How to deliver a TED talk Jeremey Donovan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10454 醫學美容皮膚科學: 素人到達人,這一本通通都有Leslie Baumann, Sogol Saghari, Edmund Weisberg著; 曾銘儀, 葉育文譯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10461 給邪惡天才的30個Arduino專題 西蒙.孟克(Simon Monk)著; 謝瑩霖, 蔡睿烝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478 如何投資ETF Scott Paul Frush著; 韓慶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485 選對工作!老闆砍不到你: 搶攻8大熱門職務 104獵才顧問中心, 104人資學院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492 投資,愈被動賺愈: 向巴菲特學極簡投資法 萊利.史維哲(Larry E. Swedroe)著; 譚天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08 資產生財,富足有道!: 運用資產生利滾息,創造高於生活成本的投資收入,讓你五年內輕鬆退休樊恩.薩普(Van K. Tharp), 巴頓二世(D. R. Barton, Jr.), 史帝夫.賈 格魯(Steve Sjuggerud)原著; 陳儀譯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15 巴菲特的24個智富策略 詹姆斯.帕多(James Pardoe)原著; 羅耀宗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22 標準普爾教你做好選股策略 麥可.凱伊(Michael Kaye)原著; 陳儀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39 你不可不知的10大理財錯誤: 透析理財盲點保住辛苦錢創造大財富保羅.林(Paul J Lim)原著; 陳儀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46 海龜投資法則: 揭露獲利上億的成功祕訣 克提斯.費斯(Curtis M. Faith)原著; 劉復苓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53 笑傲股市: 歐尼爾投資致富經典 威廉.歐尼爾(William J. O’Neil)原著; 陳儀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60 笑傲股市風雲實錄: 看威廉.歐尼爾與<>如何領先市場,教導一般人獲利致富大衛.齋藤-宗(David Saito-Chung)原著; 陳儀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77 資本主義的代價: 後危機時代的經濟新思維 羅伯.巴伯拉(Robert J. Barbera)原著; 陳儀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84 海龜法則實踐心法: 看全球最優秀交易員如何管理風險克提斯.費斯(Curtis M. Faith)原著; 黃貝玲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591 散戶投資正典全新修訂版 傑諾米.席格爾(Jeremy J. Siegel)原著; 劉復苓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07 房市淘金不景氣也賺錢: 借鏡美國經驗,掌握臺灣趨勢布蘭琪.伊凡絲(Blanche Evans)原著; 林韋任, 黃美伶編譯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14 大衝撞: 全球經濟巨變下的重建預言與投資策略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A.El-Erian)原著; 陳儀譯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21 致富,從建立正確的心態開始 麥克.沙米(Mike Summey), 羅傑.道森(Roger Dawson)原著; 吳幸玲譯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38 智富一輩子: 養成理財紀律,訂做你的財務自由 詹姆士.狄克斯(James Dicks), JW.狄克斯(JW Dicks)原著; 陳儀譯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45 你不可不知的10大投資迷思: 吸取華爾街內行人的經驗,教你聰明投資以錢滾錢理察.拉奇(Richard L. Lackey)原著; 楮耐安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52 股市放空教戰手冊: 股價下跌也賺錢的致富策略湯姆.陶利(Tom Taulli)原著; 羅耀宗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69 標準普爾教你做好長期投資 約瑟夫.提格(Joseph R. Tigue)原著; 羅耀宗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3410683 Let's TALK! 生活美語脫口說 理查.史比爾斯(Richard A. Spears), 史蒂芬.史萊德勒(Steven R. Kleinedler), 貝蒂.伯勒(Betty J. Birner)作; 邱天欣, 王娟娟譯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0706 多空操作秘笈 Stan Weinstein著; 傑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706 多空操作秘笈 Stan Weinstein著; 傑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713 蘋果模式: 全世界都讚嘆的創新管理學 傑弗瑞.庫魯聖(Jeffrey L. Cruikshank)原著; 李芳齡譯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20 星巴克模式: 體驗熱情煮沸的經營哲學 約瑟夫.米其里(Joseph A. Michelli)原著; 胡瑋珊譯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37 豐田模式: 精實標竿企業的14大管理原則 傑弗瑞.萊克(Jeffrey K. Liker)原著; 李芳齡譯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44 服務業管理聖經: 打造以人為主的極致服務團隊丹.山德斯(Dan J. Sanders)原著; 張如玉譯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51 豐田人才精實模式 傑弗瑞.萊克(Jeffrey K. Liker), 大衛.梅爾(David P. Meier)原著; 李芳齡譯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68 下一個領導菁英: 全球頂尖企業最想要的領導人才10大指標唐娜.布魯克斯(Donna Brooks), 琳恩.布魯克斯(Lynn Brooks)原著; 曹嬿恆譯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75 行動領導: 頂尖領導人如何透過有效溝通落實目標格朗維爾.涂古德(Granville N. Toogood)原著; 戴至中譯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82 品質大師費根堡談管理資本: 驅動創新、獲利與成長的企業新引擎阿莫得.費根堡(Armand V. Feigenbaum), 唐納德.費根堡(Donald S. Feigenbaum)原著; 簡美娟譯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799 班加羅爾之虎: 印度科技新銳威普羅如何改寫全球競爭法則史蒂夫.漢姆(Steve Hamm)原著; 洪慧芳譯 2013-02-00 其他 1

9789863410805 真誠領導發展與實踐 布魯斯.J.艾沃立歐(Bruce J. Avolio), 佛瑞德.盧森斯(Fred Luthans) 原著; 袁世珮譯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410812 卓越領導者的財務風格: 透視9大財務特質,改善組織績效並增加市場價值泰德.普林斯(E. Ted Prince)原著; 簡美娟譯 2014-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701 老子大一生水出土啟示: 自然與磁現象的探索 王銘玉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5701 老子大一生水出土啟示: 自然與磁現象的探索 王銘玉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5718 緬懷永思: 馬公有岳先生事蹟輯錄 馬芬妹執行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306 陶發 無姿態: 2010-2011 陶發攝影 2011-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263 鄒語200句 溫英傑, 翟本瑞編 2013-11-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秋魚藝術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哲學生命系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9

美崙磁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256 慕尼黑奧林匹克公園春秋 虞和芳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4080 餐旅管理個案: 實務與理論 孫路弘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097 流通管理 許英傑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103 零售經營模擬 虛擬零售商經營模擬(VBR)認證檢定小組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110 餐飲管理 汪淑台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127 零售管理: 行銷觀點 許英傑, 黃淑姿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8197 從約翰福音認識主耶穌 林李艷蓮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578197 從約翰福音認識主耶穌 林李艷蓮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513 PID控制器調適寶典 虹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部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3353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03308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03315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致琦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虹博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歐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9789865803322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339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03346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03414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03421 淘寶黃金手. II 羅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03537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544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03551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03568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575 風月傳說 無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03629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3636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3643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3650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834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3841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742 蘑菇雲的追緝 追風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766 雙鳳旗 臥龍生作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3773 雙鳳旗 臥龍生作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3780 雙鳳旗 臥龍生作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3797 雙鳳旗 臥龍生作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803 馬政權的開場、中場和收場 南方朔作 2014-02-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3810 馬政權的開場、中場和收場 南方朔作 2014-02-00 平裝 中冊 1

9789865803858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朱子家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3872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朱子家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03865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朱子家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803889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03896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31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9771 故宮精品導覽 晉介辰, 徐俊賢文字主編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439788 故宮精品導覽(韓文版) 陳階晉, 徐俊賢文字主編 2013-0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978423 遇見新故宮 林正儀總編輯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3859 信發堂詳編中國萬年曆(攜帶型彩色版) 廖茂志編譯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8623866 信發堂詳編中國萬年曆 廖茂志編譯 2014-01-00 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97447 全新版華語 蘇月英等編撰 2010-03-00 臺二版十三刷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8824 基督生平一瞥: 馬槽、十字架與寶座 陳希曾著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501 遇見稻盛和夫: 事業部制發展.讓組織快速擴大的秘訣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 吳俊賢整理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0715 手作點心創意烘焙證照學園 陳佳琪, 周璻薇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722 簡單易學的刮痧拔罐療法 羅小衛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俊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流傳文化



9789866080739 輕鬆教你看懂農民曆 張晉慊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746 2400單字串連記憶法 張法蘭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753 簡單易學的耳穴按摩療法 羅小衛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760 命理師公開八字玄秘 劉威吾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190 宮本百合子文学研究 王淑芬作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001 細讀傳道書 盧俊義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2018 路加福音的信息 盧俊義作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62032 路加福音的信息 盧俊義作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62025 路加福音的信息 盧俊義作 2013-12-00 二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2226 麻雀變鳳凰: 女人變漂亮的100種方法 施銘瑋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72233 名醫教你不生病的100種方法 山本永男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72332 西語名師教你 學西班牙語發音: 西班牙語發音快速入門山川敏之, Felipe Gei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972349 德語名師教你 學德語發音: 德語發音快速入門 平井佳年, Glen Muller合著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972356 法語名師教你 學法語發音: 法語發音快速入門 大西幸光, Patrick Martin合著 2014-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5738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2013-11-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哈福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香遠



9789866975738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801 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李宗霖總策劃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577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STUST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5806 印象.映象@南臺 解讀媒體: 百篇短文作品集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5677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手冊. 2013第八屆 黃仁鵬等編輯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7115 臺灣總督府 黃昭堂著; 黃英哲譯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8017122 蘇府王爺: 臺灣素民史之一例 陳玉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375 尋夢記: 浮生尋夢紀行. 2 許極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美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化材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榮科大人文休閒學院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50513 伍牧隨筆 伍牧(鄧世明)作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250520 伍牧隨筆 伍牧(鄧世明)作 2011-08-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701 臺灣鱸鰻王: 中西創意料理&養生藥膳食譜 吳永龍, 施建發, 許堂仁作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4540 北冥有魚 劉暢文.圖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4625 傳家. 冬 姚任祥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625 傳家. 冬 姚任祥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007 團圓 余麗瓊文; 朱成梁圖 2010-06-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4588 傳家. 秋 姚任祥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588 傳家. 秋 姚任祥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595 傳家. 夏 姚任祥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595 傳家. 夏 姚任祥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632 傳家. 春 姚任祥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4632 傳家. 春 姚任祥作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7572 終身拼搏: 林文英的保險人生 林文英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保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信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璋



9789868407589 保險啟思錄 謝觀興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7105 保證成功36道: 圖解壽險行銷 吳磊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7112 他們為什麼成功. 2010: 20位國際龍獎IDA會員的成功啟示保險行銷集團編輯部編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124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2顏宗明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124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2顏宗明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0714 好命密碼: 預言解讀篇 愛德華(Edward)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752 七天見效王道化癌法 侯秋東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790 司螢居士洩天機 司螢居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0834 上善超級氣功 侯秋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917 飄萍絮語 張放之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0280 閱讀輕鬆讀 吳尚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60358 The proceedings of Taiwan TESOL conference. 2013Complied by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作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60365 English teaching&culture. 2013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Tungnan university作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760365 English teaching&culture. 2013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Tungnan university作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60372 The interplay between strategic processes and question types in L2 readingMin-Tun Chung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姿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春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107 繁體字對照簡體字整理版 吳錦川, 吳家豪創作編著 2013-12-00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53811 廣告媒體企劃與實例 車慶餘作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3835 恐龍菈菈生活教育讀本 川上隆子/繪; nini譯 2010-12-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6953842 恐龍菈菈校園教育讀本 川上隆子/繪; nini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953859 我的媽媽是老師 大眼女孩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3866 up!up!超人氣公主好習慣養成班 李蓮作; 金美順繪; nini譯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01764 薛利,停不下來的小烏龜 戴柏拉.摩絲作; 卡洛.史華茲繪; 何佳芬譯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01818 大象的煩惱 坦雅.史都納(Tanya Stewner)著; 埃娃.舍夫曼-大衛朵夫(Eva Schoffmann-Davidov)繪; 黃秀如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4556 產品開發與工程管理應用 黃敦義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263 天燈精靈2266 王文華文; 周瑞萍圖 2013-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9355 千歲爺出任務: 燒王船 管家琪作; 詹雅茵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郃譯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科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飛寶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美麗文



9789866039423 一萬小時的工程: 隱形的天才 蔡淇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430 月光三部曲. II, 巨靈動員令 張嘉驊文; 葉羽桐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478 菜刀小子的陣頭夢 林哲璋作; 崔永嬿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58807 窮人追漲跌.富人看趨勢: 投資前一定要懂的10個指標林奇芬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286 手帳控的關西小旅行 壘摳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354 聖賢神書 玥映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859361 鬼目之子 大山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859378 備位冥使. 3, 分部疑雲 DARK櫻薰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385 歲時卷之繁花綻放時 逢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59392 歲時卷之繁花綻放時 逢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415 防病: 讓身體變年輕,就能百病不侵 樓中亮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59446 我當道士那些年. 卷3-4, 苗疆風情畫 仐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859453 我當道士那些年. 卷3-4, 苗疆風情畫 仐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9460 禿鷹的野餐 Greg Palast著; 蔣慶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477 御宅魔法師 鬱兔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9484 不委屈的小家收納術: 16個收納高手教你享受小坪數生活成美堂出版編輯部作; 陳令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491 操弄 阿爾諾.史特博(Arno Strobel)著; 張筠青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1859507 回到你身邊 琳達.柯金(Linda Coggin)著; 栖子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59514 飛玄刺 宴平樂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859545 飛玄刺 宴平樂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9651 飛玄刺 宴平樂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859521 幸福, 可以練習 林熹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538 真愛變魔術: 全宇宙最簡單!聯誼, 約會, 夜店, 派對, 尾牙, 聚餐, 讓你瞬間受到女孩注目的浪漫魔術崔現宇作; 林彥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552 優秀,從你忽略的小事開始 何權峰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569 妖刀前線注意報 紫曜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859576 我當道士那些年: 城中詭事 仐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1859583 我當道士那些年: 城中詭事 仐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2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寶國際



9789861859590 我當道士那些年: 城中詭事 仐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1859606 我當道士那些年: 城中詭事 仐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1859613 備位冥使. 4, 因果輪迴 DARK櫻薰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620 獵魔師. III, 安格札克的祕密 喬瑟夫.德蘭尼(Joseph Delaney)著; 郁千儀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637 幻.虛.真: 人娃契 御我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1859644 獸之邊緣 燃聿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859668 惡靈宅配到府 林賾流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682 特偵X. 外傳, 魘之彼方 蒔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699 御宅魔法師 鬱兔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859705 夜惑英倫. II, 賭注 芮恩.米勒(Raine Miller)著; 俞羲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675 六仙 草子信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446 荷風の東京散策記 永井荷風著; 林皎碧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507 印度行李箱: 1頭大象、2本旅行筆記、4個城市、6個展覽: Popil的反芻創作糖果貓貓繪.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521 人生的行銷企劃書: 做你熱愛的事,並從中獲利、創造人生意義。羅伯.麥克.傅立德(Robert Michael Fried)著; 洪慧芳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457 周明智博士論文集 周明智編 2011-10-00 初版 其他 第13輯 1

9789574186457 周明智博士論文集 周明智編 2011-10-00 初版 其他 第13輯 1

9789574173976 周明智博士論文集 周明智編 2010-07-00 初版 其他 第12輯 1

9789574173976 周明智博士論文集 周明智編 2010-07-00 初版 其他 第12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6807 康智從油畫集 康智從作 2012-11-00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周明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康智從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5

網路與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927 先秦儒家的發展及其遭遇研究 陳政雄撰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958 籃球教練專書 鄭錦和, 李鴻棋, 徐武雄編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2221 高考三級考古題解答: 測量平差法 石頭編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347 行政法總論 陳敏著 2011-09-00 七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49322 外文內美: 國立成功大學60級外文系班刊 鄧伯宸主編 2007-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880 嘉義安溪陳氏族譜 陳元義, 陳凱鈿編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玉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元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政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錦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033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11033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2528 生態旅遊活動與遊程設計規劃 范玉玲編 201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172535 環境教育與解說 范玉玲編 2010-05-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3059 馬芳渝攝影專集 馬芳渝著 2012-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845 走吧,女士們,上街去買法文: 拉左雷巴史酷樂學習法文系列, 558a荷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0852 走吧,女士們,上街去買副詞: 拉左雷巴史酷樂學習法文系列, 375荷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0869 走吧,女士們,上街去買法文文法與字彙: 拉左雷巴史酷樂學習法文系列, 697b荷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621 美藝琴韻: 趙昌平委員油畫展暨琴韻饗宴 趙昌平作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趙昌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如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芳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荷龍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大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范玉玲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146 涉入表演之境: 表演創作報告 林如萍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418 穿越.圖像.潤澤: 戴明德作品集. 2014 戴明德作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685 彩晴科學姓名數字特性之解碼 趙芊逸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9589 全球化下發展臺灣經濟推動會議展覽產業策略研究曾惠珠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615 葉敏瑞水彩畫集. 二 葉敏瑞作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4713 現代公司法 劉連煜著 2010-09-00 增訂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連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尤英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惠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敏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芊逸



9789574310982 情事變更原則在工程案件的適用: 最高法院的看法尤英夫著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3302 金石翰墨緣 董翔飛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3302 金石翰墨緣 董翔飛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200 創新發明突破悶經濟 夏鑽禧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5758 公私合夥意義下「優惠」之求償 黃英哲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835 臨床藥品手冊 魏茂, 陳勝美編著 2014-02-00 二十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122 數位成音 林世洪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世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敏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英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翔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夏鑽禧



9789574311477 佛道雙修太上清靜經義解 戴敏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743 人性的旋律 黃遠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821 用愛心說誠實話 王建煊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0838 貧民窟: 看了會哭的地方 王建煊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671 全球執法合作: 機制與實踐 何招凡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876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2013-09-00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4308057 實用民法概要 劉振鯤著 2013-09-00 十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061 微小的事物: 吳松明版畫散文 吳松明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4155422 龍眼樹下: 吳松明圖文集 吳松明作 2008-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松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何招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振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遠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建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545 紫醉鈞迷作鈞瓷: 簡品淑作品集 簡品淑作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191 千金難敵書中樂 朱永霖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842 碑.帖.映象 黃一鳴[作] 2014-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026 大地工程學. 三, 工程地質篇 施國欽編著 2014-01-00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313 心中小孩玩花樣: 楊靜宜押花詩文繪卷. II 楊靜宜作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361 刑法違法性理論 余振華著 2010-09-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余振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綉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施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靜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永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黃一鳴

簡品淑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584 茶花經典 蔡燦玉, 絲群欽, 邱坤良合著 2011-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167722 茶花 蔡燦玉, 絲群欽, 邱坤良合著 2009-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9150 惡之華 波特萊爾著; 辜振豐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9143 惡之華 波特萊爾著; 辜振豐譯 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429 國家賠償法 梁添盛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224 經濟學 毛慶生等合著 2010-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4171231 基礎經濟學: 由生活到經典 毛慶生等合著 2010-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4171248 經濟學概要 毛慶生等合著 2010-05-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8698 西藏藏經所出七種準提佛母修法儀軌彙編 劉哲安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753 過關斬桃花符咒DIY 德安大法師編著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彥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慶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雅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辜振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梁添盛



9789574107865 紫微點竅DIY 陳彥安編著 2003-01-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4128143 面相點竅DIY 陳彥安編著 2005-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40220 風水密碼DIY 陳彥安著 2006-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147304 祈安 補錢庫DIY 陳彥安編著 2007-08-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347 彩墨畫入門. 花果篇 姚悳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027 陳宥潞開運法寶王. 2012年 陳宥潞編著 2011-11-00 平裝 1

9789574309252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14年 陳宥潞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4798 經濟學 張清溪等合著 2011-09-00 4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357 臺灣西北部陸域動物(兩棲類、爬蟲類) 牟永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197 淨宗法要 覺雲居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牟永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宥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清溪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姚悳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0272 童話: 人文.創意.彩妝.時尚: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98 級畢業展專刊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59406 正本清源話太極 朱壁修著 2008-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6533 字以載道 朱壁修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879 多層次模式在創造力之研究: 理論、方法與實務蕭佳純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658 重訪新聞自由: 概念及其源起 石世豪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5048 簡明刑法分則 黃仲夫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095 石谿鴻泥專輯: 陳志聲書法展 陳志聲作 2010-04-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源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志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蕭佳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世豪

送存冊數共計：1

歐錦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壁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735 HBV,戰勝: 結合中西醫治療B型肝炎及其病變 陸庭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1262 數位教學內容開發之研究: 以高爾夫運動基本動作為例洪祥洲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538 宇宙歷史: 風雲道者經典錄 張國松著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11644 人生字典: 風雲道者經典錄 張國松著 2014-02-00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3969 水田之春: 薛赫赫詩集 薛赫赫著; 紀慈, 何孟昭譯 2010-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194 標準化病人運用於PBL學習評量教師引導手冊 湯麗君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4311378 PBL/OSCE學生學習評量 湯麗君, 李欣慈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5888 彼此相愛. 親子篇 謝瑞玉作 2010-09-00 修正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湯麗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瑞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薛淑麗

送存冊數共計：1

陸庭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祥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6441 張君瑜水墨旅行畫記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7974 從雙語班快升天才般 潘氏家族總策劃 2010-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360 6分之2不約分 胡美娥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326 游藝輔仁: 梁永斐蛻變書藝展專輯 梁永斐著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958 衪的衣裳繸子 林偉作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354 吳德和雕塑: 型態與意象 呂允在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德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美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永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君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智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644 人際關係: 幸福之鑰 陳明芳, 陳明傑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071 紫微斗數筆記本. 論命觀念篇 張君寶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7553 財產保險經營管理八講 王事展著 2011-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399 IELTS雅思口說實用文法 何幸修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361 中級玄空風水. 陽宅篇 莊國仁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975 三十五佛名禮懺文_圖本 洪朝吉編著 2013-12-00 19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國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朝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事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幸修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賀春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708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電子化作業 劉陽柳編 2014-02-00 平裝 1

9789574312993 關港貿單: 窗口雲端查詢應用 劉陽柳編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272 生命之道: 約翰壹書信息分享 郭明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169 二上 書生X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4162 陳秀君創作集 陳秀君著 2012-08-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497 阿母乀話. 一: 臺灣俗語集錦 王美雪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06503 阿母乀話. 二, 臺灣俗語集錦 王美雪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6234 時之一 王君宇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美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君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昭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秀君

劉陽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郭明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019 白紗下的秘密 李帛芳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004 領隊實務. 二, 解析 王高樑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4011 導遊實務. 二, 解析 王高樑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682 無有不是藥者 真言集 演博居士作 2014-01-00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678 抽樣檢驗計劃 蔡文仁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972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解題秘笈 楊哲維編著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064 誰在看風景: 二零一三年.冬.國北語創童詩創作集王于華等著 2013-12-00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哲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玉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健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文仁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帛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高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510 蜘蛛網下的蜘蛛 陳香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452 慧質蘭心: 一個臺灣女子的傳奇故事 李思蘭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575 陽光.魔力.616星球 陳韻茹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827 電腦輔助模具設計 鍾文仁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251 洪十六劇作集 洪十六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732 羅馬天空下,十六歲的背包夢 賴晨心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十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晨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韻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文仁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香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思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695 愛自己 許立田著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688 鍥而不捨: 鹿鶴松甲骨文篆刻集 鹿鶴松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319 藝術概論(含概要): 95~102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7326 文化人類學: 95~102年高考及地特三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7333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95~102年高普考、三四等特考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7340 本國文學概論(含概要): 95~102年高普考及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7357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概要): 95~102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7364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97~102年高考、地特三等及其他重要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791 彩色書藝: 臺灣師大教授簡明勇書法輯 簡明勇作 2013-08-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026 行政法 莊國榮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國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克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常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簡明勇

許立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鹿鶴松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25 國考心理學歷屆試題詳解聖經版 陳克強編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187 澤修師父之靈命報告.生活禪. 2012 澤修, 澤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8187 澤修師父之靈命報告.生活禪. 2012 澤修, 澤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323 臺灣心臟玉 陳躍升作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163 環島十九 張人耀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637 林玉梅異想世界 林玉梅作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743 <>金陵十二釵之言談風格研究 張嘉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嘉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邢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人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玉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開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陳躍升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750 盛與衰(簡體字版) 邢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729 瑾瑜琦珍 蔡瑛瑛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811 Sunrise in the desert: records from Mongolia Albert Shao Yu Wang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835 丙級學術科氣壓技能檢定 李志輝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996 少奮鬥十年的買屋技巧: 圖解實價登錄 林立中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8972 川井深一 詩小刊 川井深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香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子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志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銘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lbert Shao Yu Wang



9789574309122 一頁又一頁的房子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160 自說自畫 趙艾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170 俳句: 閾域集 D. Masolili作 2013-12-00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498 用心遊臺灣 洪理夫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481 臺灣夜市小吃英文簡介 吳黌銘(Horng-ming Wu), 曹麗莎(Teresa Reinsma)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467 文昌帝君陰騭文 釋智久釋義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11 勇伯的生命列車: 回想與回響 蔡勇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智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理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黌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艾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傳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59 咪寶愛做夢 あきら(Akira)圖.文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35 現代愚公: 余烏龍傳奇人生 宋耀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80 The art of depicting a philosophical way of our life in modern timesUwe Mertsch 2013-10-00 精裝 Vol.1 1

9789574309597 The art of depicting a philosophical way of our life in modern timesUwe Mertsch 2013-10-00 精裝 Vol.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733 筆墨善緣: 陳田禮書畫集 陳建維, 林珊如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832 臺灣岸釣基本入門 許世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818 張列經老師國際期刊、研討會、專書研究成果報告. 2004-2006年張列經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世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列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Uwe Mertsch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建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維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烏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552 ARM嵌入式系統內建資料庫基礎應用入門 尚立人, 聯力達科技有限公司, 陳榮富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043 世界茶花精品集 蔡金條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067 山水變奏曲: 連瑜現代水墨創作 連瑜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142 米開朗基羅的當代對話: 北師美術館開幕大展圖錄林志明專文及解說; 林曼麗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159 生命自會尋找出路 林永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234 常用破音字手冊 戴光宇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永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光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連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曼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金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371 福氣稻米田 新園國小附幼102學年度小熊班師生文.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0388 QQ米達人 徐慶多文.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0395 我的QQ米日記 新園國小附幼101學年度小熊班師生文.圖; 徐慶多總編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517 戲遊藝生: 黃瑞珍創作八十回顧. 2013 黃瑞珍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623 Poko.Magic.Bottle 林羣富等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661 印記Symbol曾雅苑作品集 曾雅苑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692 簡瑞珍 衣裳人形偶.創作 簡瑞珍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149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閱讀心得 吳鳳敏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瑞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羣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雅苑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慶多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黃瑞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449 皮小說 王綺嫻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784 靈感七十二笑看人生 高寶川文.圖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807 大衍曆略釋 鄒佑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876 中文修辭與寫作 鍾隆榮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0937 音樂饗宴: 詞曲意境之樂趣.美妙音符之歌頌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040 西歐, 一段不曾停歇的旅程: 法盧荷比英旅記 黃亮鈞, 劉蕾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1040 西歐, 一段不曾停歇的旅程: 法盧荷比英旅記 黃亮鈞, 劉蕾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豐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亮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佑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隆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綺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057 新台湾史 洪健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309 改變你對國文的教與學: 用心智圖讀文言文 王清平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316 法規集成/統合綜效: 華語導遊領隊人員考照專書顏惠琪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323 Diris Wen童詩繪本 溫予謙圖文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422 佳人相見 瑪莉亞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569 法外天空 陳豐田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惠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豐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惠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溫志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健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清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576 郭為美畫集. 2014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637 國際經典瑜珈 伍宏杰作 2014-01-00 初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668 我如何理解金剛經 邱紀良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574311668 我如何理解金剛經 邱紀良著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682 強陰壯陽功 林東明作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866 英文諺語詳解. A 許佳瑞, 佐藤榮次郎, David Yost作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11873 英文諺語詳解. A 許佳瑞, 佐藤榮次郎, David Yost作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115 中風記事 鄭伯翔著 2014-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佳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齊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紀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東明

送存冊數共計：2

郭為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伍宏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160 捲紙創作與活動設計 吳麗媛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153 真佛宗臺灣雷藏寺之研究 魏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2153 真佛宗臺灣雷藏寺之研究 魏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337 數位中文 張財源, 張雅麗作 2014-02-00 首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344 穿越時空的安平俗語 盧炯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351 小繪本*作品集. I 黃瑞珉, 曾淑婷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481 室內設計防火安全與專技實踐 陳逸聰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瑞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逸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財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炯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麗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504 科幻文學解構 黃海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559 安全導論 黃讚松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702 生命的頌歌 林榮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757 近十年來日本教育改革重大議題研究. 一 林雍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740 吳東昇書畫篆刻集 吳東昇著 2014-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849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第二卷, 內政部檔. 第二冊, 進駐西南沙群島案唐屹編輯 2014-03-00 壹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東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雍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炳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讚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174 全方位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 洪鋕鋒 2014-03-00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501 江西鄱陽湖南磯濕地保護與旅遊規劃項目專書(簡體字版)郭亙榮作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0177 二戰前後左派音樂影劇對臺灣的影響 王受寧著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3136 肺癌診治照護全書 臺北榮總肺癌團隊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273 最溫柔的陪伴: 癌症晚期的希望照護 王正旭口述; 陳柏舟執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28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安德烈莫瑞茲(Andreas Moritz)著; 鄭安琦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3297 每天1分鐘,打造不臥病的好身體!: 抗老名醫教你提升50歲後人生品質的運動習慣!久保明著; 洪逸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303 療癒細胞的大笑運動 張立新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3310 喚醒減肥腦,重現苗條曲線!: 獻給遭受無數次挫折的你,人生最後一次的減肥!小林一行著; 林芸蔓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334 就醫前, 一定要先搞懂的醫療大小事 理查.克萊蒽(Richard S. Klein)著; 皮海蒂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1892 幻城. 第I部: 幻城前傳. 2, 巫師的使命 麗齊亞.特洛伊斯文; 倪安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290 皇家騎士. 12, 皇室遊俠 約翰.弗拉納根文; 崔容圃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水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鋕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亙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6477 三字經等六種合刊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413 CSEPT level 2 practice test 1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3420 CSEPT level 2 practice test 2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1578 得力的門徒事奉 基督教導航會作 2013-1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8421547 生之追尋. II, 肩負使命的男人: 真實反映基督 祂的形象Highquest Design Team作; 張映竹譯 2010-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155 國民小學. 3下: 閩南語. 第六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162 國民小學. 三下: 閩南語. 第六冊(通用版) 黃勁連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7830 修平科技大學英語教學學術研討會. 2013: 技職學生英語學習的困境與因應對策論文集蔣裕祺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897830 修平科技大學英語教學學術研討會. 2013: 技職學生英語學習的困境與因應對策論文集蔣裕祺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修平科大應英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手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倍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能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276 學會用電鍋輕鬆變大廚 吳秉承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1283 詹姆士帶你輕鬆煮 鄭堅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1290 臺灣小吃ㄟ氣味 郭主義, 吳秉承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5202 超級愛享瘦 潘懷宗, 鄭堅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5219 阿基師古早味偷吃步 鄭衍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29300 微積分(含基礎數學) 蕭新才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355 電子、信號與通訊創新科技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362 熱力學 張國平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386 航空維修常用英文字彙 高泰玉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393 PLC可程式控制器原理與實習 陳福春著 2013-07-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4129416 電力電子學 張英彬編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129430 多維資訊科技強化學習的建構與實徵研究 孟祥仁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447 質化研究之經驗敘說: 質化研究的六個修煉 李慶芳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5395 普通化學實驗 中原大學化學系編著 2013-08-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4127535 中文閱讀與寫作 陳佳穗等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8631 固體廢棄物處理 林健三, 林健榮編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128655 化妝品調製 張乃方, 陳玉芬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454 點閱菁華: 中文閱讀、思維、寫作 曾德宜, 劉香蘭, 盧景商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461 自動控制概論 陳朝光, 陳介力, 楊錫凱編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4129478 悅讀.樂讀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學團隊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485 醫用生物學實驗: 實驗原理與操作方法 黃雯雯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508 西方音樂賞析 林慧珍等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515 普通物理實驗 陳華明等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129522 本國語文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本國語文組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539 工業工程與管理 葉忠等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庫立馬媒體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立



9789864129546 環境管理學 陳王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553 基礎日本語 劉姬芳, 高子原, 張雅棻編著 2013-09-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4129560 大學物理實驗 蔡政男, 林燈河, 陳國昭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128860 微積分 許玉平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591 家長式領導行為對教練效能、賽前狀態性焦慮、自覺能力及團隊滿意度關係之研究周俊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676 道教與文學論文集 諶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6354 大專國文選 薛甯今等編 2008-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6840 數學趣談與科學發現之重要基礎 白豐銘等編著 2014-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7340 兵家的智慧 余福福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449 數學. C 蔡俊彥, 范振宏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47685 高中歷史應考手冊 黃正楷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47715 高中物理學測複習講堂 林謙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746 飆學測. 化學篇 邱華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760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下冊 葉開溫等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777 國文. VI, 珠璣文選 李沅珊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784 高中地理領航講義. 六 楊颺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791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甲版). 下冊 張淑珠等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07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乙版). 下冊 張淑珠等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1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應用地理 吳夢翔等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21 選修生物領航講義. 下 郭美貞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38 職業學校國文. VI 林淑媛等編著; 周虎林, 賴貴三主編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45 數學. B 謝立人等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47852 高中歷史應考手冊 文晴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真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宇



9789866147869 普通高級中學音樂(乙版). 二 鍾博曦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76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化學領航講義. 下 莊朋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83 高中化學學測複習講堂 孫旭初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890 高中選修化學應考手冊. 下 張永佶, 呂嘉興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06 閱讀越精彩 林梧衛, 游淑如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13 高中生物學測複習講堂 陳惟曦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20 詩詞曲閱讀賞析 陳揚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37 學測滿級分. 地球科學篇 林清俊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44 基礎物理B 黃方伯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51 高中化學實驗題組攻略 林偌婷, 林季瑩, 蔡佳怡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68 地理. II 楊宜靜, 廖再春, 黃馨慧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75 閱讀文學史 吳慧貞, 黃琇苓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7982 高中歷史應考手冊 文晴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47999 歷史 陳豐祥等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47104 基礎物理. C 葉宗哲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4848 科技與性別: 女工程科技人之養成教育研究 周保男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704855 靜態影像媒體編製: 使用雲端與自由軟體 周保男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8704862 教學媒體操作: 雲端與自由軟體取向 周保男著 2014-02-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702 三分鐘 禕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7719 當年離騷 河漢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07726 當年離騷 河漢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07740 遊樂場 江睿陽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泰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留守番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5504 拉威爾鋼琴室內樂研究 夏善慧著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121 嗆辣詩人2010～2011詩選 徐大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5255 奇妙的旅程: 曾曉峰的魔幻現實主義 陳義豐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35262 時間,因茶停駐。: 林明賜、王秋雪的晶柴燒 陳義豐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4333 養妃遊戲. 3, 蘿莉飼養指南 辛小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40 荳蔻小小妻. 4, 小妻當自強 月神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57 麻雀王妃 瑪莉莎.麥可隆(Melissa Mc Clone)著; 羅秀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64 家有刁夫. 4, 男人就是會惹禍! 周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71 姐姐有毒. 5, 狩獵美男計畫 柳暗花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88 獨占帝王寵. 3, 小三終結者 醜小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395 一品腹黑皇后. 參, 四年之約 野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401 伊人難為. 4, 搶人也要看實力 銀千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418 孤傲少東的溫柔 黑田萌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425 優雅少東的霸道 黑田萌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432 專制少東的溺愛 黑田萌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449 桃花少東的深情 黑田萌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林

送存冊數共計：4

站地萬象中文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浯舍文創



9789862864456 誤入總裁的陷阱 古心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463 擅闖大亨的被窩 古心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470 王子誘愛笨美人 惜之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487 獨享豪門貴公子 水銀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494 換妃. 1, 不祥的公主 依秀那答兒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00 危情黑騎士 莎拉.麥肯錫(Sara Mackenzie)著; 羅秀純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17 家有刁夫. 5, 男人就是愛耍帥! 周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24 荳蔻小小妻. 5, 大小通殺 月神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31 一品腹黑皇后. 肆, 桃色殺機 野北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48 吸血鬼日記. 4, 暗夜重生 L.J.史密斯(L. J. Smith)著; 吳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55 伊人難為. 5, 誰有實力誰作主 銀千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62 姐姐有毒. 6, 這見鬼的真愛 柳暗花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79 琉璃砂 靈雪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64586 思君寸寸淡墨香. 1, 重生篇 棠多令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593 換妃. 2, 記憶的真相 依秀那答兒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609 伊人難為. 6, 王牌總要最後出 銀千羽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616 妖怪都市. 1, NO.1妖界管區 一世風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623 一品腹黑皇后. 伍, 兩個男人的戰爭 野北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630 荳蔻小小妻. 6, 相公,我罩你 月神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8311 Paris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8938328 Hong Kong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8938359 Taipei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8943421 NEW YORK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8943445 LONDON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8943469 SYDNEY 2013-10-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泰佶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798 法治與公民社會 莊明哲, 張淳翔, 包淳亮編著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404 趙孟頫赤璧賦 沈耿香編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007 恩典湧流 恩典基督教會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105 帝國海軍啟示錄首部曲: 贗品與七烈士之死 傑希力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326 吉他入門一本就上手 不拘時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530 基隆港 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2013-10-00 第十五版 其他 2

9789860386547 基隆港及附近(野柳半島至深澳灣) 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2013-10-00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0386998 臺北港 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2013-10-00 第五版 其他 2

9789860387001 臺北港及附近 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0000-00-00 第二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軍大氣海洋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脈波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空膠囊音樂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味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恩典基督教會

益知書局



9789860387018 太平島及鄭和群礁(南沙群島) 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2013-10-00 第三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5825 彼得林區選股戰略 彼得.林區(Peter Lynch), 約翰.羅斯查得(John Rothchild)著; 陳重亨譯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65832 彼得林區征服股海 彼得.林區(Peter Lynch), 約翰.羅斯查得(John Rothchild)著; 陳重亨, 郭淑娟譯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65849 哈佛商學院最實用的創業課：教你預見並避開創業路上的致命陷阱諾姆.華瑟曼(Noam Wasserman)著; 許瑞宋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5856 彼得林區學以致富 彼得.林區(Peter Lynch), 約翰.羅斯查得(John Rothchild)著; 吳國卿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5870 柏南克的四堂課: 聯準會與金融危機 柏南克(Ben S. Bernanke)著; 許瑞宋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5887 技術分析入門: 基本原理與實務應用技巧 杜金龍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65894 經濟學人頂尖人物工作語錄: 上班前讀一句,讓工作完全不一樣比爾.瑞傑斯(Bill Ridgers)編; 簡國帆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5900 逆管理時代: 提升工作績效的逆向思考手冊 朱斯.戈達德(Jules Goddard), 東尼.埃克斯(Tony Eccles)作; 董佩琪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17888 環臺北一周,北臺灣登山健行古道 : 歷史的、人文的、旅遊的、祕境的完全分享鄭文正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217963 魔法青春旅程: 4到9年級學生性教育的第一本書卓家意, 湯家綾合著; 蝗蟲哥哥插畫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281 最新法國葡萄酒全書 周寶臨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218557 國境之南榮: 愛.教育.奇蹟 王淑俐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557 國境之南榮: 愛.教育.奇蹟 王淑俐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25 一看就會的韓語會話、文法 陳慶德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18632 千金難買好厝邊: 樓管達人就是你 陳麗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63 WOW!字彙源來如此. 社會篇 丁連財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70 開始當律師: 我的客戶在哪裡? 謝長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87 當律師,您準備好了嗎?: 從律師助理邁向律師之路謝長宇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694 李建軍的穿著改運術 李建軍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18700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2: 無所懼的偵察隊 高喜貞文字; 陳慶德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717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第一堂課 蕭嘉豪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724 感統運動訓練手冊 鄭信雄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財信



9789861218748 讀這本就夠了: 新日檢N2、N3文法 潘東正著 2013-11-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1218755 超簡單英文文法速成 李普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779 財經法律實務最前線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218786 何食能安心: 擁抱當令鮮蔬果 顧祐瑞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8816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四級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823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三級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830 姐妹知心話: 女人都該知道的77件保養心事 蔡翠敏, 吳純佩, 張慈珊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18861 請你跟我這樣教: 自閉症幼兒 袁巧玲, 白嘉民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878 圖解經濟學精華: 最重要概念 朱延智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892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第五級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08 數滿地. II, 文字符號與數學式的世界 李光淵文; 徐奭根圖; 邱敏瑤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39 打造NO.1大商場 鄭麒傑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46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3, 隱藏事件的真實面目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60 用關鍵字學日文 孫金羨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011 輕鬆成為觀星達人 施惠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035 N4文法,完全掌握 潘東正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3834 從筧橋到亞洲杯: 一個飛行員兼籃球教練回憶錄朱聲漪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3841 大樂之乘 慧深和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3858 諜戰風暴: 911前後的中情局局長 George Tenet著; 蕭台福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538 綠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鄭魁香等編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苑科大綠工程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軍官校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0

時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222 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學術論文集. 102年 劉玉珉等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907 Phonics student book Best Kids English Editorial Board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24914 Phonics student book Best Kids English Editorial Board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24921 Phonics student book Best Kids English Editorial Board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726 稅法輯要. 102年版 財政部賦稅署編纂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1719 稅法輯要. 102年版 財政部賦稅署編纂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0390599 財政部訴願決定書彙編選輯. 101年度 財政部法制處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3

9789860391169 所得稅法令彙編. 102年版 財政部編纂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1398 澎湖南方四島 賴秀美, 王威智撰文 2014-0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4764 東沙珊瑚生態圖鑑 戴昌鳳, 秦啟翔, 鄭安怡撰文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1634 那些年.藝想天開 任鳳雲, 凌春玉責任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美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格致視覺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倍思特資優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財政部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1806 高美醫專學術與創新技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一屆李後易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078 磁羅經學 周和平編著 2013-12-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8880085 海事保全法規 周和平, 王中同, 周明道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300 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七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704 Blender 3D遊戲. 1, 回擊野狼之人物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8691 中國大陸體育運動研究專輯 陳金盈等著 2013-12-00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906 正義之戰: 賽博機西斯戰役 蔡政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馬迴藝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倫悅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002 心行 木格.劉威汗二人展 木格, 劉威汗影像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0911 釣魚島新論 鄭海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0935 開羅宣言與中日關係: 開羅宣言70週年紀念論文集傅崐成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736 Knocking gently on the door of chan on the pracrtice of HuatouChan Master Guo Ru[文] 2014-01-00 1st ed.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224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9789866081231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集 1

9789866081262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集 1

9789866081293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8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423 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東方白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七屆戴華萱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58423 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東方白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七屆戴華萱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教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學術



9789866630392 A study on th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許家甄, 姚應生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8019 一生相守 疏朗作; 腐貍繪 2013-03-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033 一生相守 疏朗作; 腐貍繪 2013-03-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026 一生相守 疏朗作; 腐貍繪 2013-03-00 平裝 中冊 1

9789865848057 王子病的春天 非天夜翔作; 腐貍繪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48064 王子病的春天 非天夜翔作; 腐貍繪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48071 王子病的春天 非天夜翔作; 腐貍繪 2013-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48095 盜墓之祭品 猶大的煙作; 夜襲繪 2013-03-00 平裝 卷1 1

9789865848101 盜墓之祭品 猶大的煙作; 夜襲繪 2013-03-00 平裝 卷2 1

9789865848118 盜墓之祭品 猶大的煙作; 夜襲繪 2013-03-00 平裝 卷3 1

9789865848125 盜墓之祭品 猶大的煙作; 夜襲繪 2013-03-00 平裝 卷4 1

9789865848132 二零一三. 上, 鮮血黃昏 非天夜翔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149 二零一三. 中, 灰燼長夜 非天夜翔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156 二零一三. 下, 光輝黎明 非天夜翔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163 重生職業軍人. 卷一, 軍校風雲 靜舟小妖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170 重生職業軍人. 卷二, 單兵之王 靜舟小妖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187 重生職業軍人. 卷三, 遊隼精英 靜舟小妖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194 重生職業軍人. 卷四, 鷹揚千里 靜舟小妖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200 重生職業軍人. 卷五, 鐵骨柔情 靜舟小妖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8231 表弟凶猛 巫哲著 2013-08-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248 表弟凶猛 巫哲著 2013-08-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262 重生髮小 茶樹菇著 2013-08-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286 重生髮小 茶樹菇著 2013-08-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279 重生髮小 茶樹菇著 2013-08-00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3

時報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57508 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 苦苓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57966 發現7種IQ 霍華德.嘉納(Howard Gardner)著; 莊安祺譯 2013-08-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358093 羊道: 游牧盛夏記事 李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185 愛情避風港 尼可拉斯.史派克(Nicholas Sparks)作; 許晉福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08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277 紅酒佐餐．法式田園料理集 伊藤由佳子著; 劉姿君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321 快墜機了,為什麼沒人敢告訴機長?: 動腦不動氣的EQ帶人術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著; 歐陽端端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369 瑜伽的科學 威廉.布羅德(William J. Broad)著;楊琇玲 ,蔡依瑩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383 幸福手感 20分鐘完成的健康甜點 白崎裕子著; 黃正由, 高詹燦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44 花之鎖 湊佳苗著; 王淑儀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51 為什麼有錢人先吃最喜歡的菜?: 猶太富翁教我的致富思考世野Issei著; 吳偉華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68 黃金往事. 一九四九.民國人與內戰黃金終結篇 吳興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475 時空旅行的夢想家: 史蒂芬.霍金 吉蒂.弗格森(Kitty Ferguson)著; 蔡承志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05 白色沙灘旁的鶴龜助產院 小川糸著; 李美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12 以小勝大: 弱者如何找到優勢,反敗為勝? 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李芳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29 跟著半澤直樹說厲害職場日語: 輕鬆搞定日語溝通、談判、會議簡報!賴庭筠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58536 兩倍半島: 中南半島移動事件集 船橋彰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43 大家都有病. 2, 跟笨蛋一起談戀愛 朱德庸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50 跟著Running Man玩韓國 黃小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67 奇蹟,正在發生 布萊恩.魏斯, 愛咪.魏斯作; 張琇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74 一個人的品味 姚謙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581 酒之風月: 100種雞尾酒調法 鍾秀敏作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58598 沒有牆壁的教室: 悠遊在大自然裡的小日子 范欽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04 從思考、設計到行銷,都要玩遊戲!: Gamification遊戲化的時代井上明人著; 連宜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11 孩子,我和你們同一國: 一個偏鄉老師的真情筆記楊傳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28 日月當空 黃易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14 1

9789571358741 日月當空 黃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15 2

9789571358635 亡命伊斯坦堡 約瑟夫.卡農(Joseph Kanon)著; 李建興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42 買一件衣服要付多少錢?: 平價時尚的真相 伊莉莎白.克萊(Elizabeth L. Cline)著; 陳以禮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59 乘法領導: 想好再做,讓部屬能力倍增,讓顧客吸引更多顧客!方素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66 週末酵素輕斷食: 免禁食!每月2天的身體除鏽計畫鶴見隆史著; 李怜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73 國文課沒教的事. 2, 劉炯朗讀三字經 劉炯朗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80 愛已做完,珍重再見 水木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697 貓派生活繪本 Soon著: 方瓊瑩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03 給自己最好的禮物: 李偉文最想與你分享的60句話李偉文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10 星座大戰. 首部曲 Piepie, 王小亞, 夏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27 哀傷浮游 黃色書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34 反抗的畫筆: 媒體漫畫看全球時事,從柏林圍牆倒塌到敘利亞內戰尚-克里斯多夫.維克托(Jean-Christophe Victor)著; 徐麗松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58 昨日世界: 找回文明新命脈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廖月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65 白朗峰上的約定 艾狄安娜.翠吉亞妮著; 彭倩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72 凜冬將至 漢娜.肯特(Hannah Kent)著; 彭玲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89 破碎虛空 黃易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796 受用一生的陽光態度 戴晨志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58802 抗癌名醫的食療祕方: 權威中醫師量身訂作的特效食譜李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19 看見: 十年中國的見與思 柴靜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26 被取消的城市導覽 吉田修一著; 劉姿君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33 太陽坐落之處 辻村深月著; 王華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40 理財不必學,就能輕鬆賺 施昇輝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1841 七天學會用哲學思考 蓋爾哈特.央斯特(Gerhard Ernst)著; 莊仲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57 血型小將ABO 朴東宣作; 彭玲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358864 被混淆的臺灣史: 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駱芬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71 AV女優的工作現場 溜池五郎著; 王榆琮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88 一噸垃圾值多少錢: 垃圾變黃金?垃圾回收再利用,已成全球經濟舉足輕重的國際產業!亞當.明特(Adam Minter)作; 劉道捷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895 安眠,藥不要: 不需藥,不夜醒,躺下就睡著的失眠逆轉術!柯琳.卡尼(Colleen E. Carney), 瑞雪兒.曼柏(Rachel Manber)作; 周曉琪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901 臺北人 吳毅平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918 華爾街之狼(電影書封版) 喬登.貝爾福(Jordan Belfort)作; 王柏鴻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58925 巴黎.莫名其妙: 美國大廚的城市觀察筆記 大衛.勒保維茲著; 劉妮可, 游淑峰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932 日月當空 黃易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卷16 1

9789571359045 日月當空 黃易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17 1

9789571358949 愛情答非所問 許常德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956 平凡的日子: 廢柴人妻新婚萬歲 Nanda著; 馮筱芹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970 向星星許願,向月亮祈禱 中村航著; 王蘊潔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987 三分之一 木下半太作; 歐凱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8994 不焦慮的活法: 金剛經修心課 費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59007 巴菲特投資攻略圖解 三原淳雄作; 蕭仁志譯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59014 為什麼屁股不說話?: 揭開人類13種奇怪本能的趣味科學羅伯.普羅文(Robert R. Provine)著; 陳信宏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052 別輕易相信!你必須知道的科學偽新聞 黃俊儒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069 木壘河 李健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076 美麗境界: 數學天才納許獲諾貝爾獎二十週年紀念西爾維雅.娜薩(Sylvia Nasar)著; 謝良瑜, 傅士哲, 全映玉譯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59083 大黃蜂飛得比波音747還快?: 仿生科技-來自大自然的下一波工業革命杰.哈爾曼(Jay Harman)著; 陳玉娥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090 拆哪!北京!臺灣媽媽的北漂驚奇 藍曉鹿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6951 租船業務與租船術語 王肖卿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6309 唱遊學中文 黃慧珣作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7217 跨河橋梁橋基補強換底工程編纂 林呈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4468 大樹文史劄記 鄭勝揚等著 2013-12-00 平裝 第4集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土木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大樹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72

航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琉森中文學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7682 蘇信義&陳艷淑創作研究展 謝宛真, 羅潔尹執行編輯; 卓群翻譯翻譯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0379259 藝術推手: 高雄畫廊發展初探 林佳禾, 陳美智執行編輯; 卓群翻譯翻譯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2129 悸動.抒情與稀放: 鄭勝揚油畫個展 余青勳執行編輯; 卓群翻譯等翻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887 紅樓松濤: 高雄中學九十週年校慶紀念專刊 吳榮發主編 2013-09-00 其他 2

9789860381887 紅樓松濤: 高雄中學九十週年校慶紀念專刊 吳榮發主編 2013-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616 停格的情書: 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涂炳榔等口述; 楊碧川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0106 南臺灣研究. 第二輯 鄭仰峻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502 建築密碼: 按步就班蓋好宅 謝明汎作 2013-12-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耘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若水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史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自然史教育館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高雄中學



9789868740211 若雅於書,水乎得法: 高雄市若水書會展作品專輯. 102年蔡韻淑總編輯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810 高雄厝綠建築大獎作品集. 2013第二屆 各得獎作品得獎者, 樹德科技大學撰稿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1435 高雄厝.高雄厝成果專輯. 2013 黃志明等總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122 筆墨由我.寫南方: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3張龘青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962 開工了,高雄: 書寫高雄創作獎助計畫. 2011 王希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986 高雄市歷史建築茄萣竹滬鹽灘鹽警槍樓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施忠賢計畫主持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9570 光之穹頂 莫渝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9587 高雄市歷史建築「大樹三和瓦窯」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陳柏年計畫主持;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590 頂林仔邊風雲: 林園文史故事 朱永昌主編; 蔡同晏繪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313 高雄市皮影戲唱腔音樂 李婉淳著 2013-11-00 其他 2

9789860381313 高雄市皮影戲唱腔音樂 李婉淳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0384277 建構繁榮城市的巧手: 蕭佛助的建築物語 陳坤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025 海邊有夠熱情: 永安、彌陀、梓官、蚵仔寮 鄭順聰著; 林建志繪; 盧昱瑞, 鄭順聰攝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032 To: 西子灣岸 我親愛的永無島 劉芷妤著; 鄭潔文繪; 盧昱瑞攝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049 穿走母親河畔 郭漢辰著; 林怡芬繪; 鍾舜文攝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056 城市生活手帳 徐嘉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063 山林野旅手札 汪啟疆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070 臨海眺望 李志薔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671 來聽歌吧!當臺語老歌遇上黑膠唱片 王文翠總編輯;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784 山城包娜娜: 旗山香蕉產業與地區發展 莊淑姿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784 山城包娜娜: 旗山香蕉產業與地區發展 莊淑姿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784 山城包娜娜: 旗山香蕉產業與地區發展 莊淑姿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791 高雄市左營區鳳邑舊城城隍廟及其十三角落祭祀組織與活動李橙安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工務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文化局



9789860393828 高雄市橋仔頭糖廠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陳啟仁計畫主持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934 海洋新國力: 尋找臺灣海洋生命力 李錫珍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6854 高雄市推動老舊建築物整建更新及美化輔導計畫總結成果報告書. 101年度周伯丞計畫主持 2013-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3165 小小消防員滅「火」祕笈: 國小輕度障礙學生「生氣管理」課程示例蔡明富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9617 我的好幫手: 「溝通板」與「電動輪椅」課程教材彙編范淑媚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6744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成果報告. 101學年度 范淑媚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401 高雄捷運 Keep going. 100.101 吳嘉昌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89401 高雄捷運 Keep going. 100.101 吳嘉昌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8814 風的顏色聯展. 2011 顏逢郎, 廖慰涵執行編輯 2011-07-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南風油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教育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高市捷運局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9

高市海洋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都發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405 肉花花: 黃志偉藝術創作論述. 2013 黃志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9023412 打狗記藝: 藝術策展與評論文集. 2011-2013 黃志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9023429 非常花: 黃志偉藝術創作論壇. 2014 黃志偉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6142 歲月留痕.旗山風雲: 耆老口述歷史 劉己玄採訪撰稿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5809 時空蕉會 旗蹟重現: 旗山老照片故事集 劉己玄撰文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0385809 時空蕉會 旗蹟重現: 旗山老照片故事集 劉己玄撰文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216 心智圖學E-mail寫作好easy 陳瑾珮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54 哈佛人傳承: 職場高EQ 必修八堂課 倍斯特編輯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09 餐飲英語easy說 張馬克(Mark Venekamp)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61 理財秘笈13篇: 我是後天有錢人 倍斯特出版社編輯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78 英文文法超捷徑: 30天戰勝英文文法 朱懿婷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85 打工遊學英語會話我最罩 Claire, Melanie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3292 好學易上手的Hotel英語會話 Claire, Mark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3909 我家寶貝愛英文 Mark Venekamp, Chaire Chang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3916 跟著偶像劇的腳步學生活英語會話 伍羚芝著; 倍斯特編輯部, 吳悠嘉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23 用英語說出行銷力 胥淑嵐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30 用英語來學節慶 倍斯特編輯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47 漸進式英文文法句型完整KO版 黃亭瑋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54 英文文法超理解 倍斯特編輯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61 跟著偶像劇番外篇學英文會話 伍羚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78 上班族一開口就會的英語溝通術 倍斯特編輯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旗山區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倍斯特

高市新浜碼頭藝術學會



9789868973985 用News英語增進表達力 陳志逵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3992 美國人為什麼這麼說? 季薇.伯斯特, 保羅.詹姆斯.伯斯特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07 上班族英語生存關鍵術 胥淑嵐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114 求職英語一試雙贏 黃梅芳, 吳悠嘉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60010 人間偶拾 黃炳煌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034 教育論文寫作與實用技巧 吳和堂著 2010-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60072 論文寫作的通關密碼: 想畢業?讀這本 蔡清田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089 社會科學研究與論文寫作: 成功發表秘笈 蔡今中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60096 教育政策學 袁振國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140 溝通與融合: 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想史 朱永新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906 道教神仙譜系 沈武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52240 我的家教: 高中生物學測複習講義 劉翠華, 蔡敏麗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173 醫病對話: 大學醫學臺語閱聽本 鄭詩宗, 張復聚, 黃慶源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高等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高雄道德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8201 楊海蒂英語兒童美語 楊蓉編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598218 楊海蒂英語兒童美語 楊蓉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598225 楊海蒂英語兒童美語 楊蓉編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598232 楊海蒂英語兒童美語 楊蓉編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760 玉戈廬詩草 李戰和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4777 韋子曰 韋其江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4784 遺產 陳奎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4791 羚羊香象: 閑讀文言說今譯 張若牧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9309 知識存在論 宋哲民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9316 知識存在論 宋哲民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19323 何維樹作品集 何維樹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19330 行在路上 草根老九, 笑游閑賞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9354 悟裡看花 馬亮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204 當筆與我同在一起: 一個小六生的塗鴉日記 朱莫亞文.圖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200 城市幽靈地景 焦正德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高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根號

海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凌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0418 府城歷史古蹟與建築: 二級古蹟 楊飛等編著 201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705 李修緣傳(濟癲活佛) 楊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8988712 李修緣傳(濟癲活佛) 楊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849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領隊篇 陳安琪編輯 2012-08-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8752870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陳安琪總編輯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3035 21世紀基督教新約導論 德席爾瓦(David A. deSilva)著; 紀榮智, 李望遠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370 新約與神的子民 賴特(N.T. Wright)作; 左心泰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3431 上帝的美麗: 愛上耶穌認識的父神 司傑恩(James Bryan Smith)著; 陳逸茹, 盧曉芸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486 活出群體的美好 范尼雲(Jean Vanier)著; 屈貝琴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493 聖經故事王. 7, 耶穌的誕生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陳逸茹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509 聖經故事王. 8, 基督好牧人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宛家禾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516 聖經故事王. 9, 教會的擴展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李柏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523 聖經故事王. 10, 永恆的國度 廉淑慈編寫; 金申重繪圖; 陳逸茹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530 從讚賞開始,改變你的職場關係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 保羅.懷特(Paul White)作; 俞一菱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547 老英之歌: 英國宣教士石明理和安莉的故事 程亦君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554 牧養的藝術 大衛.韓森(David Hansen)著; 祈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561 神話語的力量: 談聖經與神的權柄 賴特(N.T Wright)著; 張奇軍, 郭秀娟, 梁碩恩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跡庫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校園書房

桂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陞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7162 特色課程暨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孫茂誠總編輯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787179 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孫茂誠總編輯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8787186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孫茂誠總編輯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6602 小藥丸,大學問 陳瓊雪等作;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76619 小藥丸,大學問 陳瓊雪等作;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76633 大嘴巴女王 玫格.卡波(Meg Cabot)著; 賴婷婷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695 夢遊祕境的女孩 倪采青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6718 熟年婚姻白皮書: 夫妻間不能說的祕密 二松まゆみ等作; 馥林文化編輯部編著; 楊文敏,吳秀緣翻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5410 關懷地球: 讓地球綠回來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0385410 關懷地球: 讓地球綠回來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0386172 綠色生活: 低碳健康食為先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3

9789860386189 綠色生活: 資源回收再利用 愛地球立即行動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3

9789860386196 綠色生活: 節能減碳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3

9789860386202 美麗海洋: 愛護海洋鐵馬行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0386202 美麗海洋: 愛護海洋鐵馬行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0386219 美麗海洋: 到海邊憩淘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0386219 美麗海洋: 到海邊憩淘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0386226 美麗海洋: 藍色水世界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0386226 美麗海洋: 藍色水世界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桃縣中壢市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教學資源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泰電電業



9789860386233 美麗海洋: 螃見側出 海鮮採購停看聽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0386233 美麗海洋: 螃見側出 海鮮採購停看聽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0386240 關懷地球: 全球暖化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0386240 關懷地球: 全球暖化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0386257 關懷地球: 獨角仙復育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2

9789860386257 關懷地球: 獨角仙復育 蔡叔芬等文字撰寫; 林正義總編輯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0386578 中壢市低碳蔬食食譜 萬能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455 樂學捷運網: 宋屋庄達人誌 林淑珍, 卓慶彬主編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0386455 樂學捷運網: 宋屋庄達人誌 林淑珍, 卓慶彬主編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3111 中壢佬的小日子: 澗仔壢文化生活導覽手冊 遠景出版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3128 溪行回春: 打開老街溪的回憶之蓋 路寒袖, 李偉涵文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962 原味覺醒: 原住民創意料理食譜 林誠榮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7842 桃園鄰舍節故事腳. 2013 張壯謀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952 「 創藝范姜.老屋再生」陶渭文化園區工作站建置服務案成果報告書林曉薇等撰稿 2013-10-00 初版 其他 5

9789860382969 一本初衷: 戴武光悠遊水墨五十年特展 張至敏策展 2013-10-00 初版 精裝 4

9789860385953 神風機場 傅林統文; 陳敏捷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5960 流浪的生命 鄧巧玲文; 傅馨逸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5977 傳唱 馮輝岳文; 周明誼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5984 神仙的家 陳俊華文.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桃縣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32

桃縣宋屋國小



9789860385991 燈塔的寶藏 詹迪薾文.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004 採樟腦的人 張致中文.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011 山豬伕如 王清龍文; 伊誕.巴瓦瓦隆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028 藻礁媽媽 潘忠政文; 余莉苹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035 泰雅之音 多馬斯 阿漾文; 黃玲馨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042 來自山上的水 林凱莉文.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059 街溪 城市的蛻變 巫秀淇文; 陳沛珛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066 山野傳奇 陳瑞成文.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6851 引人入勝: 桃源美展. 2013第三十一屆 張至敏, 趙嘉華, 張玉萱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6851 引人入勝: 桃源美展. 2013第三十一屆 張至敏, 趙嘉華, 張玉萱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4761 藝濤畫會 2010-02-00 平裝 1

9789572924778 生意盎然: 桃園縣美術協會作品專輯. 2010年 2010-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433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屋頂通風管修復工程施工紀錄報告書曾盛顯撰稿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95440 National 228 memorial museum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795457 濟州4.3 許榮善著; 鄭乃瑋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1637 建構我國雷射應用產業生態體系策略研究 葉錦清, 陳婉玲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644 印尼、菲律賓汽車零組件市場進入策略 蕭瑞聖, 陳志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651 臺灣被動元件產業佈局馬來西亞與泰國之策略研究董鍾明, 江柏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668 機械設備進入印尼市場之策略研究 江素雲, 葉立綸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工研院產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9

桃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二八基金會



9789862641675 解構市場需求缺口,探討臺灣X光產業的發展策略與機會黃裕斌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682 全球頁岩氣開採技術發展及對臺灣石化產業價值鏈之影響研究劉致中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699 打通東協醫藥市場任督二脈: 醫療法規與通路布局之解析. 印尼篇范涵柔, 謝秀欣, 黃彥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705 打通東協醫藥市場任督二脈: 醫療法規與通路布局之解析. 泰國篇范涵柔, 謝秀欣, 黃彥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712 打通東協醫藥市場任督二脈: 醫療法規與通路布局之解析. 越南篇范涵柔, 謝秀欣, 黃彥臻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729 次世代中小尺寸顯示器關鍵材料與設備發展策略葉仰哲, 葉錦清, 張敏忠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736 從Google及Microsoft策略分析談臺灣資訊終端產業轉型策略鍾銘輝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743 下世代行動網路: Small Cell與D2D市場趨勢與策略佈局陳梅鈴, 蘇明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750 韓國Flexible AMOLED技術發展策略趨勢大解析劉美君, 金美敬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41767 臺灣車載電子產業佈局印尼之策略研究 石育賢, 林宏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9498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view and outlook 2014-01-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6748 商用雞場生物安全與疫苗接種實務操作手冊 李春進總編輯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8686755 新式生產禽舍標準作業手冊 許振忠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104 彩繪生命,悅動人生: 富里新移民的心靈成長故事劉敏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098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馬鴻文, 鄒倫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央畜產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8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9789869028400 臺灣稀有資源循環發展策略 林志森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417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策略 林志森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424 臺灣鋼鐵業的挑戰與機會 林志森, 顧洋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431 非傳統安全議題對我國之衝擊評估與因應 楊之遠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448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 政策定位、經營管理、溝通協調許士軍等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455 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 林志森, 黃宗煌, 林茂文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454 奮鬥感應錄 財團法人天帝教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編輯2014-02-00 平裝 第5集 1

9789868952454 奮鬥感應錄 財團法人天帝教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編輯2014-02-00 平裝 第5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425 獎卿詩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一屆 曾人口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735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103年版 主計月報社編著 2014-01-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6646 區段徵收論 鍾麗娜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地政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宣教使命團文化事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主計協進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天帝教



9789869022101 收刀入鞘: 一名黑道變傳道的真實故事 呂代豪作 2013-12-00 修訂初版第十九刷 平裝 1

9789869022101 收刀入鞘: 一名黑道變傳道的真實故事 呂代豪作 2013-12-00 修訂初版第十九刷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6818 當代傳統詩暨書法風華大展作品集 2013-12-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8641 百年古剎普安堂: 土城普安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李長俊等作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1288 兒盟瞭望. 4, 牽手走過 兒盟二十 張麗伽, 謝瑩潔採訪撰稿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21295 兒盟瞭望. 5, 家,用愛定義 鄭敏菁等編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3902 兒盟瞭望 黃韻璇等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421226 兒盟瞭望 李宏文總編輯 2008-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421240 兒盟瞭望. 2 王美恩等編輯 2009-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21257 兒盟瞭望. 3, 少子化,怎麼辦? 李宏文總編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263 IFRSs釋例範本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543270 IFRSs釋例範本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會計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書法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民俗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8317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嵌入式系統類應考指南. 103/104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8324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開放式系統類應考指南. 103/104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8331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訊管理(應用)類應考指南. 103/104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8348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路通訊類應考指南. 103/104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8355 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數位內容類應考指南. 103/104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4753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挑戰與因應 張振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4760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期貨交易法規. 103年版 2013-12-00 修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6684777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103年版 2013-12-00 修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6684784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題庫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84791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3年版2013-12-00 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6684807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投資學. 103年版 2013-12-00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866684814 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4,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含自律規範. 103年版 2013-12-00 修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6684821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3年版 2013-12-00 修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6684845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試題彙編. 102年度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496 花鄉逐夢: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13 黃燕雀, 趙惠娟主編 2013-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3645 藥學生涯地圖: 藥學系學生職場發展指引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證券期貨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263 行政監督法 陳智暄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808270 「勞資對話與關懷」研討會: 勞動人權與經濟實務: 資料彙編趙守博等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21166 以個人為中心計畫輕鬆上手: PICTURE模式 Steven Holburn, Anne Gordon, Peter M. Vietze作; 張淑娟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559 認識大地工程 江憲宗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116 標竿生技: 營運績效/研發實力調查. 2013(英文版)張益華總編輯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177 馬來西亞藥品產業發展現況與前景 賴瓊雅, 陳正揚, 陳秋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184 銀髮族優質生活之生技醫藥產品商機探討 許毓真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651 生命的五個階段: 生命教育教學資源手冊: 以世界宗教博物館生命之旅廳為例王建鈞等作; 吳庶深主編 2011-12-00 三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心路社福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706 正義: 學習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家琪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713 正義: 教師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家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739 愛的言語 杜雨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246 真心告訴您: 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8360 平安人生. 選輯一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2115 平安心.効勞路: 行天宮公益志業年報. 2013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154 安平懶懶趖 周芷茹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929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撰述 李基甸編著 2013-10-00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安平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9789578819290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撰述 李基甸編著 2013-10-00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607 婦產科學新知講座: 當代醫學雜誌專集 周松男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4517 學佛之根本意趣 印順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4524 菩提心的修習次第 印順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4531 慈悲為佛法宗本 印順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4548 自利與利他 印順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138 古壺之美 黃健亮編撰 2014-01-00 精裝 卷5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920 朱銘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雙年展. 2010: 領域震央,劇場平臺朱銘美術館教育推廣部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3718 新竹風城二二八 張炎憲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成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球展望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順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714 弘一大師.豐子愷<>書畫集 釋如常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3714 弘一大師.豐子愷<>書畫集 釋如常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8984 轉型臺灣. 實在年代行動篇 朱思潔, 曲家琪文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88953 泛長江.渡黃河: 我們看南水北調 葉穎菡執行編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88960 治水新思維: 臺南縣治水政策白皮書 蘇煥智, 彭紹博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212 大乘同性經 無量義經 大毘盧遮那禪林佛法研究院編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208 金門高粱酒: 科學與生活 劉還月等撰述 2013-11-00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3230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九屆 孫梓評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219 玉里采風 財團法人花蓮縣王燕美文化藝術基金會著 2013-12-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王燕美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酒廠胡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佛教大毘盧遮那禪林基金會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9741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3 許育瑞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758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3. 總論篇 許育瑞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765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3. 螺絲螺帽篇 黃得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772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3. 模具篇 楊瑞雯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789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3. 手工具篇 許育瑞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796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3. 表面處理篇 陳仲宜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02 金屬製品業年鑑. 2013. 水五金篇 黃自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26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林偉凱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26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林偉凱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33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總論篇 林偉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33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總論篇 林偉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40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印度篇 林偉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40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印度篇 林偉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57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越南篇 陳建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57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越南篇 陳建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64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印尼篇 黃得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64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印尼篇 黃得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71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菲律賓篇 許育瑞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71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菲律賓篇 許育瑞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88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泰國篇 紀翔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88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泰國篇 紀翔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895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潘志倡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9895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潘志倡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901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總論篇 潘志倡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6519918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銅金屬篇 張聖傑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6519925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鋁金屬篇 陳佳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6519932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3. 鈦金屬篇 曾婉如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屬中心



9789866519956 高值合金材料之技術布局及應用發展策略 林偉凱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19963 智慧型精微製造之系統整合及技術布局發展策略陳仲宜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841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0集 1

9789868927858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7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0177 東南亞食品產業觀察及市場開發策略: 聚焦越南及印尼陳麗婷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0177 東南亞食品產業觀察及市場開發策略: 聚焦越南及印尼陳麗婷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0191 臺灣食品產業願景、發展藍圖及產業鏈運作 陳麗婷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0191 臺灣食品產業願景、發展藍圖及產業鏈運作 陳麗婷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0207 臺灣食品周邊產業發展藍圖 黃秋香, 鄭佩真, 簡相堂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0207 臺灣食品周邊產業發展藍圖 黃秋香, 鄭佩真, 簡相堂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008 荒蕪到美麗: 感恩之路-12年紀念 財團法人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705 南港藝文人才增值培力計劃成果集 曹錫智主編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9019705 南港藝文人才增值培力計劃成果集 曹錫智主編 2013-11-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54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食品工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763 處置發生率推估: 以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為基礎. 2005-2009　喬治華等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516787 保險英漢辭典 賴清祺, 吳小平總編輯 2013-10-00 修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7516794 工程保險基礎與實務 陳壽亭等執筆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516800 工程保險基礎與實務 陳壽亭等執筆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28115 未來百年人類生態聚落變化之預測: 2013潛鋒報告財團法人祐生研究基金會潛鋒特組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1557 混障是什麼東西: 混障綜藝團II團員的生命故事 劉麗紅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743 臺灣老年精神疾患之長期照護模式 李新民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8751767 我國人力資源政策之借鏡 陳業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3

9789868751774 後金融海嘯時代: 證券期貨市場監理之國際趨勢王詠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245 紡織產業年鑑. 2013年 王冠翔等撰稿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93252 印尼紡織產業供需結構分析 王冠翔, 李信宏撰稿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93269 臺灣機能性服飾自有品牌進軍國際市場成功關鍵因素分析巫佳宜撰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93269 臺灣機能性服飾自有品牌進軍國際市場成功關鍵因素分析巫佳宜撰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華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運璿基金會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祐生研究基金會



9789868893269 臺灣機能性服飾自有品牌進軍國際市場成功關鍵因素分析巫佳宜撰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3276 臺韓紡織供應鏈在越南佈局之競爭力分析 劉育呈撰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3276 臺韓紡織供應鏈在越南佈局之競爭力分析 劉育呈撰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93276 臺韓紡織供應鏈在越南佈局之競爭力分析 劉育呈撰寫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3283 紡織品入門手冊 王立主等撰寫; 姚興川主編 2014-02-00 第4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8236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VII, 五都體制變革與臺灣發展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703 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 張昭鼎教授的一生 林銘亮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8884 策展人培力@鳳甲美術館. 2012第二屆 翁淑英等編輯 2012-12-00 其他 2

9789869022507 策展人培力@鳳甲美術館. 2013第三屆 翁淑英等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426 這一生!: 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瑞克霍華德(Rick Howard), 傑米賴續(Jamie Lash)[作]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9433 真善美基要生活原則講座教科書 2013-11-00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8919440 受辱後的獎賞 高維理[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培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昭鼎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4

現代學術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366 扮演上帝之嫌?: 基督信仰對人工生殖技術的看法戴文峻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9739 禱告的黃金法則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吳美真譯 2013-11-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760 信心中的看見 賴王秀蘭著 2013-1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777 從性轄制得釋放 大衛.佛斯特(David Kyle Foster)著; 蘇靜枝譯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784 隨聖靈跳舞吧! 海瑟.克拉克(Heather Clark)著; 吳美真譯 2014-03-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791 經歷天父的擁抱(簡體字版) 杰克.福斯特(Jack Frost)著; 吳美真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59807 享受愛情與婚姻的祕密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吳美真譯 2014-02-00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7961 上帝給.問How: 基督徒的48個新價值思維 王乾任作 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304 見樹又見林: 開啟孩子人生智慧的十堂系統思考課財團法人惜福文教基金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6978 鯊幫海盜古董店 王文華, 林世仁等作; 楊麗玲, 孫心瑜等繪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012 重回柳林 賈桂琳.凱利(Jacqueline Kelly)著; 柯林特.楊(Cling Young)繪; 陳毅心譯2013-10-00 1版 平裝 1

9789577517043 十四個窗口(二十週年經典版) 林世仁文; 六十九圖 2014-02-00 平裝 1

9789577517050 第999號鑲星人 黃文軍等著; 王孟婷等繪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074 今天真好!: 給孩子滿滿勇氣的詩歌繪本日記 林良詩; 貝果圖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惜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國信徒佈道會



9789577517081 國語日報年度嚴選小學生作文100. 得分關鍵篇 黃湘瑜等文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7517098 月光古堡的童話派對 王家珍著; 查理宛豬繪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104 我們家的長板凳 陳慧縝作.繪 2014-01-00 第1版 精裝 1

9789577517111 小琪的房間 林良作; 莊姿萍繪 2014-01-00 第2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217 憶親集 金榮華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3711 我們的故事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914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2013-12-00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4994 人生的禮物: 10個董事長教你逆境再起的力量 葉雅馨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803 吳經國: 第一位參選國際奧會主席的華人 曾永福總編輯 2013-12-00 再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善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1522 慈林語錄. 續編 慈林教育基金會編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480 彩繪人生: 林智信藝術創作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8890497 大方無隅: 蒲添生的雕塑風采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8990906 真理真形追求永恆: 陳慧坤紀念畫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8990913 淋漓盡華滋: 黃磊生的水墨風韻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4-01-00 平裝 2

9789868990920 荒野的呼聲: 楊恩生的水彩世界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4-01-00 平裝 2

9789868990937 寧靜的世界: 陳景容八十回顧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829 大器.遇合: 楊英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吳靜汸執行編輯 2013-03-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088 我的教宗弟弟 喬治.拉辛格(Georg Ratzinger)口述; 米歇爾.黑澤曼(Michael Hesemann)著; 鄒麗譯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101 孩子的第一本聖經 Kenneth N. Taylor著; Nadine Wickenden, Diana Catchpole繪圖; 許書寧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6125 幸福也需要練習: 四種行動,就會幸福 理查.布朗(Richard C. Brown)著; 陳思宏, 常祈天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5547 數位生活創新力 江志浩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5815653 Time: 臺灣數位生活服務與應用. 2013 Ren-Dar Yang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勤宣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

慈林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5325 全球新興匯流驅動下之資通訊產業轉型契機: 臺灣資通訊產業加值匯流轉型策略楊政霖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332 全球新興匯流驅動下之資通訊產業轉型契機: 新興匯流之發展趨勢與機會: 平臺匯流丁鴻裕, 陳泱璇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349 全球新興匯流驅動下之資通訊產業轉型契機: 新興匯流之發展趨勢與機會: 內容匯流丁鴻裕, 陳泱璇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356 全球新興匯流驅動下之資通訊產業轉型契機: 數位匯流發展現況與挑戰楊政霖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363 全球新興匯流驅動下之資通訊產業轉型契機: 新興匯流之發展趨勢與機會: 終端匯流丁鴻裕, 陳泱璇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370 虛實整合之ICT應用與服務科技化策略研究: 虛實整合之ICT應用技術發展方向相元翰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387 虛實整合之ICT應用與服務科技化策略研究: 虛實整合之市場策略與營運模式研究相元翰, 林巧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394 虛實整合之ICT應用與服務科技化策略研究: 虛實整合之服務科技化策略研究相元翰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400 虛實整合之ICT應用與服務科技化策略研究: 虛實整合商業模式發展現況分析林巧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417 虛實整合之ICT應用與服務科技化策略研究: 虛實整合之個案分析相元翰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462 新興市場數位發展機會特輯: 數位遊戲發展現況與機會劉佳苹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479 新興市場數位發展機會特輯: 數位通路發展現況與機會任上鳴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493 新興市場數位發展機會特輯: 資通訊產品發展現況與機會任上鳴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509 新興市場數位發展機會特輯: 總體環境概況 任上鳴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815523 巨量資料風潮下的軟體市場趨勢與機會 翁偉修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2070 分配與公平正義: 南部觀點 吳昆財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9318 因緣經智慧直解: 隨順因緣的智慧 智崇上師講述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0

新臺灣人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589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 4, 自在神童 聖嚴法師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602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II Guo Dong等[講述];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2013-12-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604 劍膽琴心: 一位名醫楊天錫醫師的真情歲月 楊天錫作 2010-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3452 希望之翼: 離婚或喪偶的調適與親子關係 任兆璋口述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2125 慰安婦招募: 國際女性人權特展展覽紀實 李昌珍, 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撰文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800 200隻彩繪白鷺鷥的心情故事: <>公共藝術節專輯. 2013黃浩德主編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3972 30古吧. 2013 林保堯等作; 洪紹凡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婦援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楊春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聖嚴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1113 比.美麗: 臺東縣美術教育聯展 劉政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81113 比.美麗: 臺東縣美術教育聯展 劉政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1102 臺達能源教育志工教學手冊. 節能篇 簡經修等文字編輯 2010-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9284 綠色新藍海: 企業永續發展關鍵報告 顧洋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99284 綠色新藍海: 企業永續發展關鍵報告 顧洋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0823 愛的行跡 林世偉文字編輯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3226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績效之研究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87 誰在主宰全球金融的未來 陸紅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387 誰在主宰全球金融的未來 陸紅軍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448 解讀中國基金之教戰守則 劉宗聖, 鄭昭明, 李梓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462 BANK 3.0: 銀行轉型未來式 Brett King著; 孫一仕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43493 消費金融風險管理 黃勝榮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509 中小企業活用財務報表: 提升經營管理績效 劉靜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東縣文化基金會



9789865943516 我國金融業營運趨勢展望問卷調查. 2014 鄭貞茂主編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43523 個人理財一本通 齊克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530 前進東協拓展新興市場: 臺灣金融業新商機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43547 理財工具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554 理財實務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561 理財規劃: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585 臺灣銀行業走向全球金融關鍵: 與星澳之比較分析沈中華, 王儷容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3592 探索進階信用風險管理 黃寶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0591 樂藝有成: 旱溪媽祖建廟260週年水墨特展專輯 陳重雄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710 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技術精進及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3何三平等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630727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認可資格講習培訓教材. 第一篇, 共同科目陳盈月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0734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認可資格講習培訓教材. 第二篇, 防火避難設施類陳盈月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0741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認可資格講習培訓教材. 第三篇, 設備安全類陳盈月主編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69748 豬隻生產醫學重要疾病教育訓練專輯 Darin Madson等編修 2010-05-00 其他 第1冊 1

9789579069755 屠宰從業人員畜禽人道屠宰訓練手冊. 99 廖震元, 鄭煜堯作 2010-06-00 平裝 1

9789579069762 善用AI稀釋精液提高母豬生育能力 楊天樹, 郭有海作 2010-09-00 平裝 1

9789579069786 豬隻屠宰人道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廖震元, 許宗賢, 黃念祖作 2010-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動物科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中樂成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3677 神人之間: 三一原型協談之人論與靈修 林瑜琳作 2013-11-00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31855 服事與牧養 黃春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1886 故事你我祂 「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推動中心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1893 主禱文的人生展望 高金田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1916 人生是可以改變的: 哥林多書信的信息 陳南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1923 轉彎處的奇遇 鄭夙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774 臺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14 龔明鑫主編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930781 國際經貿整合與能源產業發展 楊豐碩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1780 聖經(恢復本)(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1-04-00 臺灣初版 精裝 1

9789861661872 新約聖經伴讀: 羅馬書: 排聚集手冊(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1889 新約聖經伴讀: 羅馬書. 第一至八章(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1896 新約聖經伴讀: 羅馬書. 第九至十六章(簡體字版)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1902 召會中的牧養和青年人的成全(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1926 神的經論(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1933 包羅萬有的基督(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1940 見證人的腳蹤(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1957 福音證實: <>十年文章薈萃. 一(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經院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



9789861661964 福音證實: <>十年文章薈萃. 一(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61971 福音講壇: <>十年文章薈萃. 二(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61988 福音講壇: <>十年文章薈萃. 二(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61995 新人見證: <>十年文章薈萃. 三(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62008 新人見證: <>十年文章薈萃. 三(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62015 新人人生: <>十年文章薈萃. 四(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046 性格的培養. 八, 苦低貧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1-08-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060 利未記生命讀經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2-04-00 臺灣修訂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662077 利未記生命讀經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1-10-00 臺灣修訂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662084 利未記生命讀經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2-04-00 臺灣修訂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662220 性格的培養. 八, 苦低貧(親子圖畫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1-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251 性格的培養. 九, 恆難壓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662305 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福音見證. 第十二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4-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329 召會的事奉與復興的律(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5-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336 召會事奉的中心異象(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05-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503 性格的培養. 十, 明厚重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12-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510 詩歌(補充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2-12-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596 基督與十字架(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2-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633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五冊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3-03-00 臺灣二版 平裝 1

9789861662640 神救恩的目的(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3-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657 性格的培養. 九, 恆難壓(親子圖畫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5-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664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六冊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3-05-00 臺灣二版 平裝 1

9789861662671 極大的奧秘: 基督與召會 李常受著 2013-05-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718 生命樹與善惡樹的異象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756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3-08-00 臺灣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276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3-08-00 臺灣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277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二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2013-08-00 臺灣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2794 真理辯證: 認識全能神教會異端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8-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824 國度子民的生活與法則 李常受著 2013-09-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855 神對召會的計畫 李常受著 2013-10-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745 現代父母覺了沒? 盧桂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69745 現代父母覺了沒? 盧桂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005 廣達<>巡迴展: 「多才!多藝!: 義大利文藝復興展」兒童導覽手冊熊思婷文字撰述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695498 廣達<>巡迴展: 「多才!多藝!: 義大利文藝復興展」兒童導覽手冊熊思婷文字撰述 2013-08-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131 鹽水溪的故事: 賢北囝仔阿賢嬉遊記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執行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72148 莫拉克後,我們要更堅強 田恩等繪本創作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8972155 黑熊,我不怕! 海瑞國小101學年度五年甲班文.圖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8972162 有聲樹 呂芷芸等繪本創作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8972179 鑽石寶地: 屬於中榮里的故事 謝昕霓等繪本創作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706 賽德克小書 林益謀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4328 用生命傳遞希望之火 江仰仁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曉明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廣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谷文化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39

慧深佛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283 缺角的拼圖 吳珮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9290 魚貓與我 高爾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1045 司法警政人員愛滋防治教戰手冊 莊苹等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572831052 愛滋病照護與諮商. 2013 陳昶勳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4468 大手印之燈 策勒.那措.讓卓(Tsele Natsok Rangdrol)作; 普賢法譯小組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475 適彼樂土: 不丹.朝聖 靈鷲山教育院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4482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324499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324604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324611 慈悲三昧水懺法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324628 放下就是快樂: 心道法師法語精選 釋心道作 2013-12-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6324635 禪心.傳薪: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13 釋法昂等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635 禪心.傳薪: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13 釋法昂等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4055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國語注音版) 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編製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4062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靈鷲山出版中心編製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1242 再見鄧南光攝影全集. I, 東瀛寫真(典藏版) 張照堂, 鄧世光, 簡永彬撰文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夏綠原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慧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滋病防治基金會



9789868641259 再見鄧南光攝影全集. II, 時代見證(典藏版) 張照堂, 鄧世光, 簡永彬撰文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41266 再見鄧南光攝影全集. III, 凝視的浪漫/極小相機/文集(典藏版)鄧南光等撰文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703 藝遊未境. 啟程篇 黃依宸[著] 2013-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567 國中會考英聽全真模擬 詹麗馨, 李欣蓉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2971 文化觀光學 Melanie K. Smith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4736 戀愛與幸福: 探索風格的鋼琴曲集 劉佳傑音樂編輯.繪圖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0757 易經之道與生涯規劃: 易道與未來希望 黃培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浩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墾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迷樂豆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宸語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9789579891769 樂安孫氏族譜 孫義村編著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90505 高點圖解式法典: 刑法 金律師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512 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 許文昌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529 高點圖解式法典: 證券交易法 邱律師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567 高點圖解式法典: 刑事訴訟法 莫律師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574 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考前衝刺 游麗娥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11 高點圖解式法典: 票據法 賴宏宗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35 迴歸分析熱門題庫 趙治勳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42 資料結構 王致強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59 高點圖解式法典: 行政法 朱律師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66 高點圖解式法典: 民法(總則.債.物權) 徐律師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73 高點圖解式法典: 憲法及相關法規 宣律師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80 公司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邱律師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697 刑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金律師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727 企業管理: 企業概論 王尹, 王鼎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734 企業管理: 管理學 王尹, 王鼎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741 票據法 嚴盛堂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758 內外科護理學歷界試題詳解. 100-96年 陳雅玲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765 資料結構 王致強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2690772 犯罪學(概要) 陳逸飛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819 記帳士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詳解 施敏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864 監獄學(概要) 陳逸飛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888 內外科護理學 陳雅玲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901 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 游麗娥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925 審計學 郭軍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932 審計學(概要) 郭軍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949 監獄行刑法(概要) 陳逸飛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點文化



9789862690963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 徐英智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970 綜合法學(一)、(二)試題暨解析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987 高點圖解式法典: 解構票據法 陳律師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994 藥理學考前衝刺 薛宇哲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014 刑事訴訟法 莫律師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691021 刑事訴訟法 莫律師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691038 資料處理(概要) 柯霖廷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052 領隊考試36天全攻略 余強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069 導遊考試21天全攻略 余強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076 高點圖解式法典: 民事訴訟法 侯律師編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090 國文(公文) 林國隆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137 國文(測驗) 楊昕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168 經濟學(概要) 蔡經緯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175 企業管理(含大意) 賀文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212 自動控制(含系統控制) 張達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229 會計學(概要) 孫妙雪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236 法學英文核心字彙 Dr. Right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250 民事訴訟法實例題實戰解析 喬律師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298 國際公法 徐律師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311 財產法選擇.實例題庫攻略 張志朋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328 行政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溫律師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342 保險法爭點破解 劉律師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373 國土安全與國境執法(概要) 陳逸飛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403 民法&民訴實例題實戰解析 劉律師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410 解構家事事件法 邱宇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441 高普考行政科小法典 高點法學研究室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458 高普考財稅人員小法典 高點法學研究室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502 司法四等歷屆試題詳解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557 地政士歷屆試題精解 許文昌, 曾文田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625 速解公共管理: 速讀、分析與理解 趙忠傑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649 刑事訴訟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莫律師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656 行政法歷屆試題詳解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48 政治學(概要) 李衛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79 不動產經紀人申論題歷屆試題精解 許文昌, 曾文田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915 經濟學(概要) 蔡經緯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960 行銷學歷屆試題精解 程宇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149991 刑事法規(含大法官解釋) 高點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000 國文/作文 尹宸編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017 國文(作文)必勝寶典 尹宸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024 國文(作文)國考必勝寶典 尹宸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062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邱律師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086 刑事訴訟法. 實戰編 史奎謙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109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施敏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116 貨幣銀行學大意考前衝刺 蔡經緯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178 銀行考前衝刺: 英文 林惠華編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192 審計學實戰解析 郭軍編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215 經濟學大意考前衝刺 蔡經緯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222 海商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劉律師編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253 票據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陳律師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260 證券交易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邱律師編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277 證券交易法 邱律師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284 憲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宣律師編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321 會計學 徐樂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338 公民歷屆試題分章題解 黃永豐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352 國際公法選擇題實戰解析 徐律師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406 公民測驗題庫 黃永豐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420 法學緒論 徐英智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437 民法物權編考前衝刺 許律師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444 土地法規考前衝刺 許文昌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451 公民考前衝刺 黃永豐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468 國際私法 劉韋廷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0475 刑事訴訟法一本通 歐律師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08694 好電影的法則: 101堂電影大師受用一生的UCLA電影課尼爾.藍道(Neil Landau)著; 吳莉君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779 當代花園的奇境: 都會的自然祕境,當代園藝的景觀設計學、進化論與賞遊指南香塔.寇勒莒萌(Chantal Colleu-Dumond)著; 蘇威任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8861 水星之歌 張善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5844 原來還有風景: Raymond攝影故事集 黃雷蒙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7507 不是孩子不乖,是父母不懂!: 腦神經權威X兒童心理專家教你早該知道的教養大真相!丹尼爾.席格, 瑪麗.哈柴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618 一代詩僧倉央嘉措:達賴六世的佛說情詩與傳奇人生林玥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793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830809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830816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5830823 一代軍師 隨波逐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5830755 東京下町古書店. VOL.2, 傳遞愛的使者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779 生命之書守護者 約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著; 王心瑩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30786 生命之書守護者 約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著; 王心瑩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30830 茶花女經典全譯本 亞歷山大.小仲馬著; 李玉民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0854 超吸睛!拼布夾包極致版 林素伶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878 我也想學!首爾潮妞都在化的「搭色妝」: 快速搞定眼、頰、唇,手殘也能妝很美!金承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885 錦衣夜行. 第六部. 卷四, 一殺了因果 月關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892 新宋. 參. 卷一, 戰鼓 阿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15 紙之路: 一趟追溯紙張行跡的探索之旅 艾瑞克.歐森納(Erik Orsenna)著; 李淑寧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7

送存冊數共計：88

原點



9789865830939 文具手帖. Season 4: 好色文具強迫症 Tiger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0977 佛陀的日日小頓悟: 累積每個小靈光,每天少一點煩惱,享受自由淡定的小幸福蘇曼那沙拉作; 江裕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183 淨土宗聖教集 釋慧淨, 釋淨宗編訂;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8206 冥報記; 冥報記輯書 唐臨撰 2014-01-00 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5888213 物猶如此 徐鶴子編述 2014-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8294 九局下半: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畢業專刊. 第九屆崑山空設第九屆畢業班作 2010-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8799 服務業國際化研討會. 2013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8812 印刷資訊科技論壇專輯. 2013 張世熙等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6448812 印刷資訊科技論壇專輯. 2013 張世熙等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7263 摸金令. 壹, 曹操疑塚 指點乾坤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767270 摸金令. 貳, 九棺朝聖 指點乾坤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國貿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7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崑山科大空間設計系



9789868767287 摸金令. 參, 摸金城主 指點乾坤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767294 阿Q正傳: 魯迅短篇小說精華典藏版 魯迅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09 人間失格 太宰治作; 李欣欣譯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16 摸金令. 肆, 七寶王傳說 指點乾坤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23 用幽默代替沉默 塞德娜編著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30 摸金令. 伍, 古墓玄屍 指點乾坤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47 狂人日記 魯迅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54 斜陽 太宰治作; 沈曼雯譯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61 摸金令. 陸, 金光國主 指點乾坤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8992078 聖槍傳說. 卷一, 聖殿審判 笑顏作 2014-01-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3525 看透你啦!星座讀心術隱私大爆料 曾千庭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3549 校園煞到鬼 鬼谷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3495 十二星座運勢大解析 芊芊的(歐克提)世界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3563 十二生肖好運旺旺來 Joyce Tarot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3570 全臺強運靈廟30家: 搭著捷運拜拜去! 臺灣宗教百景編輯團隊編著; 陳品源攝影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3587 好廟一路旺: 行大運黃金路線18條 臺灣宗教百景編輯團隊編著; 陳品源攝影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0869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1 Zachary Fillingham,Michelle Witte著; 林靜慧, 房依潔譯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80876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1 Zachary Fillingham,Michelle Witte著; 林靜慧, 房依潔譯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1514 秘密花園: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Frances H. Burnett著 2013-09-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576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 Zachary Fillingham等著; 劉嘉珮, 林育珊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1590 新日檢擬聲擬態語&慣用語攻略 藤本紀子, 田中綾子著; 洪玉樹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651 戰勝學測指考英文克漏字180(試題+解析雙書版)Owain Mckimm, Judy Majewski, 李惠君作; 江奇忠譯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668 日檢單字N1完全制霸 斉藤編輯組著 2013-11-00 初版三刷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頂天文化



9789863181675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4, 介系詞篇e-Creative Contents,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682 說著英語去旅行 Carlos Campbell著 2013-1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699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3, 名詞篇 e-Creative Contents,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2013-1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705 邂逅希臘神話: 英文讀本(合訂本) James Baldwin著; 羅慕謙譯 2013-11-00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1847382 海蒂: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Johanna Spyri著 2013-1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1847566 柳林風聲: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Kenneth Grahame著 2013-1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1848976 新多益聽力GO!金鑰試題1000題 Kwon, Oh-Kyung作; 林育珊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48983 學測指考英文克漏字 Owain Mckimm, Judy Majewski, 李惠君作; 江奇忠譯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49119 新多益閱讀GO!金鑰試題1000題 Hong, Jin-Kol著; 林育珊, 蔡裴驊譯 2013-12-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849126 日語美食王 游淑貞著 2013-1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1849133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5, 初學單字篇e-Creative Contents,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2013-1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0098 Fun學美國各學科Preschool閱讀課本. 6, 數字篇 e-Creative Contents,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2013-1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712 用英文介紹臺灣: 實用觀光導遊英語 Paul O'Hagan, Peg Tinsley, Owain Mckimm著; 蔡裴驊, 郭菀玲, 丁宥榆譯2013-12-00 三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3181729 批判性思考: 跳脫慣性的思考模式 Stella Cottrell作; 鄭淑芬譯 2013-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1736 老人與海: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Ernest Hemingway著 2013-1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743 愛麗絲夢遊仙境: 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著 2013-1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1750 英語力: 英語聽說能力訓練 Owain Mckimm作; 丁宥榆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1767 英語力: 英語聽說能力訓練 Owain Mckimm作; 丁宥榆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1798 英語力: 英語聽說能力訓練 Owain Mckimm作; 丁宥榆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181781 Success With Reading. 3 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著 2014-01-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3181804 品味日本近代兒童文學名著 宮澤賢治等著; 蕭照芳, 洪玉樹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859 美國之音新聞英語聽力訓練 陳瑾珮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1866 走進愛情詩界: 經典英詩賞讀 Richard Lee著; 胡菁芬譯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1873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 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著; 劉嘉珮, 丁宥榆, 黃詩韻譯2014-01-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181897 Essential english for restaurants and hotels. book 2 Yen Yu Chen., Yen Yen Chen, Jose Moore[編] 2014-01-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1903 樂學情境日語慣用表現 秋元美晴, 有賀千佳子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1958 食尚英語: 彩圖趣學餐飲英語 Pei-Lin Lee, lain Findlay Melville著; 劉心怡譯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4

捷太



9789578858596 中國金銀器的時尚、表徵與技藝 李建緯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301 建築設計與風水大專暑期研修班成果冊. 2011~2013年簡曜輝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566 大道心宗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1863 Teaching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nking theory to practiceWen-ching Ho 2011-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933 「中山-東華週」研究生論文集. 第三屆 第三屆(中山-東華週)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會籌備委員會編輯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0933 「中山-東華週」研究生論文集. 第三屆 第三屆(中山-東華週)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會籌備委員會編輯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9356 電子商務新境界. 2013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山大學電子商務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外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心聖教學院籌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心雜誌



9789860369649 第六病房 廖文聖劇本改編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8528 運氣來時,要爭氣: 為自己的人生創造好福氣 胡潤生編著 2014-0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535 好心情好人生: 發揮正面心念的強大力量 胡潤生編著 2014-01-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1701 「舊」娘?「新」娘?: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客家社群的婚姻儀式及女性蔡靜芬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718 臺灣教會史料論集 王成勉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725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張翰璧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774 新道德主義: 兩岸三地性/別尋思 甯應斌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064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表演藝術實錄. 2012 吳淑銀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83126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表演藝術實錄. 1989年 吳淑銀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84949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表演藝術實錄. 1990 吳淑銀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86820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表演藝術實錄. 1987-1988吳淑銀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3248 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表演藝術實錄. 1991 吳淑銀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正紀念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曼尼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5819 中正紀念堂典藏目錄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編著 2012-12-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9110 公共圖書館新視野 劉採琼等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0083 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 N.Katherine Hayles等作; 林建光, 李育霖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284508 興大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何全進總編輯 2011-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284508 興大體育學刊. 第十一期 何全進總編輯 2011-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360356 興大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 王耀聰總編輯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360356 興大體育學刊. 第十二期 王耀聰總編輯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110357 興大體育學刊. 第八期 張妙瑛總編輯 2007-07-00 平裝 2

9789860171150 興大體育學刊. 第九期 何全進總編輯 2008-12-00 平裝 2

9789860231373 興大體育學刊. 第十期 何全進總編輯 2010-04-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39793 王的國度 朱川湊人著; 高詹燦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946 史上最G8除靈師 八爪魚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739830 世界情死大全: 愛情、死亡與情慾的美學 桐生操作; 王姿雯譯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9847 彷彿若有光: 遇見古典詩與詩生活 凌性傑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興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興大體育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公共資訊圖書館



9789861739854 妾本庶出 菡笑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739861 妾本庶出 菡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739878 妾本庶出 菡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40024 妾本庶出 菡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40031 妾本庶出 菡笑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739885 大神,我養你 淺談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0048 大神,我養你 淺談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739908 30歲了,未來你想要當將才還是庸才?: 總結3300位高階主管的人生思維,想要成功就一定要知道的77個守則千田琢哉著; 鄭曉蘭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915 歷史與戰略: 從十六則歷史實例中看見戰爭的藝術與智慧鈕先鍾著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1739939 最愛詩詞: 擁抱生命的永恆風景,念念不忘的詩詞名句琹涵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953 大地之子 山崎豐子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39977 大地之子 山崎豐子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39960 大地之子 山崎豐子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739991 陰陽無界異聞錄 黯然銷混蛋著 2013-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40000 父親的道歉信 向田邦子著; 張秋明譯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0017 炸裂志 閻連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055 獨學術 白取春彥著; 張富玲, 戴偉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062 斷臂上的花朵: 從囚徒到大法官,用一生開創全球憲法典範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著; 陳毓奇, 陳禮工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079 靖康之變: 北宋衰亡記 游彪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086 超魔女調查報告 高普著 2013-11-00 平裝 中冊 1

9789863440093 杜孽紀事 神紙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40109 雨雪霏霏 李永平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116 一攀就上手!基礎攀岩一次就學會: 觀念、技巧、繩結、裝備,即使從零開始入門都很簡單易思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123 足腰保暖療癒力: 只要下半身暖了,身體就健康,提高1度體溫,增加5倍的免疫力,擊退老化與疾病石原結實著; 陳美瑛譯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0130 大神,我養你 淺談語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0147 蘭陵春色 玉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40154 蘭陵春色 玉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40277 蘭陵春色 玉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40284 蘭陵春色 玉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40161 鬼太郎的餐桌 武良布枝著; 戴偉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178 月亮與六便士 毛姆(W. Sommerset Maugham)著; 陳逸軒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185 無論你選擇什麼樣的人生,我都為你加油!: 24件媽媽希望你早知道的人生事孔枝泳著; 游芯歆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192 要成為攝影師,你得從走路走得很慢開始 張雍文字.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208 文化研究關鍵詞 汪民安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222 陰陽無界異聞錄 黯然銷混蛋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40468 陰陽無界異聞錄 黯然銷混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40475 陰陽無界異聞錄 黯然銷混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40239 網遊之駭客養成 夏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246 尋郎 汀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0260 尋郎 汀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0253 尋郎 汀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440291 咖咖熊的塗鴉生活 Mozuku著; 吳玲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07 找回身體的好感覺,每個月的整體健康療法: 每個季節身體所需要的都不同,聆聽它的聲音做調整,擺脫不舒爽、精神充沛過每一天片山洋次郎作; 劉格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14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2, 夢見咖啡歐蕾的女孩 岡崎琢磨著; 林玟伶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21 女人的食指 向田邦子作; 劉子倩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38 遲來的守護者 馬丁.席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著; 龐元媛, 陳逸軒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45 回憶.撲克牌 向田邦子著; 張秋明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0352 攝影的藝術 布魯斯.巴恩博(Bruce Barnbaum)作; 樊智毅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76 十億民工進城來: 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唐米勒(Tom Miller)著; 譚天翻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40383 學生 林明進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390 微醺彩妝 施叔青作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0406 遠望日本見聞錄 Yamazaki Mari著; 陳柏瑤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413 球狀閃電(諾貝爾獎珍藏版) 莫言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420 蝦蟆的油: 黑澤明尋找黑澤明 黑澤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437 超魔女調查報告 高普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0444 靈魂之刃Online 夏堇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40451 杜孽紀事. 二, 古宅裡的不速之客 神紙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40482 記憶如此奇妙: 朱天衣散文集 朱天衣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499 凡爾賽蠟雕師 米雪兒.莫倫(Michelle Moran)著; 廖綉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512 東大生寫給中學生的9個學習祕訣 清水章弘作; 鄭曉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543 另一種自由的追求: 沈從文美學研究 邱于芸作 2014-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0874 寂靜之書 莎拉.梅特蘭(Sara Maitland)著; 朱賓忠, 王雲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0038 周懋琦、祀典興濟宮與保生大帝信仰 陳益源主編 2013-12-00 精裝 1

9789860400038 周懋琦、祀典興濟宮與保生大帝信仰 陳益源主編 2013-12-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860 反思身體: 距領域教學實踐與研究誌要 王右君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1268 後甲原青春行: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會報全目錄褚晴暉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5433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年報. 第五號. 2012 褚晴暉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5433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年報. 第五號. 2012 褚晴暉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855 臺閩民間戲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施懿琳, 陳文松主編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成大閩南文化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65

啟示



9789860384451 典範傳承: 成大講座教授的故事 張文昌等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8428 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第十七屆 劉尚志主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1575 氣味拾光機 蘇冠心, 楊佳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599 寫給高中生的電機科技.做中學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599 寫給高中生的電機科技.做中學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605 董牧師說故事: 部落傳說與記實敘事 董森永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01605 董牧師說故事: 部落傳說與記實敘事 董森永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01612 文革的政治與困境: 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 白承旭作; 延光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612 文革的政治與困境: 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 白承旭作; 延光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629 另眼看御宅: 跨媒體傳播下的日本文化剪影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372 迴盪的迷宮 賴雯淑主編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4393 嘉義縣阿里山鄉考古遺址調查與試掘 何傳坤, 洪玲玉作; 劉克竑輯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然科學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空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交大跨領域藝術團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交大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19625 全方位成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朱湘吉等作 2013-12-00 初版 0 1

9789576619625 全方位成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朱湘吉等作 2013-12-00 初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569 虎尾溪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七屆 曾秀萍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3800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董燊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185 向部落學習 吳天泰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883 賽德克語太魯閣方言禁忌語與委婉語研究 連皓琦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890 繫靈: 阿美族里漏社四種儀式之關係 巴奈.母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4870 原住民族樂舞之舞臺化探討: 以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為例安梓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685 微波和射頻在菇菌固態發酵產物的應用 陳淑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2360 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2013-12-00 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政大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宜蘭大學農推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虎尾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門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702 不動產學之課題與展望 顏愛靜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8411 人工智慧與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八屆 許永真等主編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716 左翼.民族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組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173 師資職前教育對多元與弱勢族群教育議題的因應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林昭君等合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477 苦瓜及小胡瓜有機栽培綜合管理 王鐘和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948 音樂藝術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伍鴻沂等合著; 葉乃菁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979 英語文教與學的對話: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英語學系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 2013陳福仁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東教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東科大師資培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東科大農推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政大資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政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政大地政系暨系友會



9789860392647 跨界的視野 李堅萍等著; 劉立敏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6454 南區中文系碩博士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第三十屆林怡安等著; 柯明傑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7789 課程實踐與教學創新 方金雅等作; 舒緒緯, 湯維玲主編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8625 Do education: 當代教育創新與實踐 李筱倩等著; 李雅婷, 陳新豐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26655 親子攜手遊故宮. 書畫與圖書文獻篇 林慧嫻, 張沛誼文字撰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626679 十年耕耘.百年珍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典藏成果專刊馮明珠等文字撰述; 馮明珠, 林國平主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626808 「再現.同安船」成果專刊 林國平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626815 十全乾隆: 清高宗的藝術品味: 導覽手冊 余佩瑾, 邱士華文字撰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626822 宋 朱熹墨蹟 林莉娜, 何炎泉, 陳建志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5626839 十全乾隆: 清高宗的藝術品味 何傳馨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575626846 明清宮廷繪畫藝術鑑賞 林莉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8966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年報. 101年 蕭國鴻執行編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8789 八斗子: 流動的島嶼色彩 張惠蘭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4203 兩岸高等教育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十屆國立高雄大學人事室,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人事室合編2014-01-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科工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科館籌備處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故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838 海洋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摘要集. 201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838 海洋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摘要集. 2013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8497 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9th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生學會編2013-10-00 平裝 1

9789860388497 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9th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生學會編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499 修辭學與國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從臺灣文學出發會後論文集古川裕等著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7865 返璞歸真海峽兩岸道家道教與養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白嫻棠等著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131 華文創力.跨域創價設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郭郁伶等設計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890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3黃耿諒, 葉乃菁, 陳祺婷編輯 2013-1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餐旅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雄師大視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第一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高雄師大工教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師大國文系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海洋科大休閒系



9789860367638 第五屆亞太餐旅教育聯盟暨第十三屆觀光休閒暨餐旅產業永續經營學術研討會林玥秀總編輯 2013-05-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1381 餐旅觀光產業個案暨質性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013林玥秀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970 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王璧寰主編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2247 臺灣塑性加工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 許光城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6891 漢學與物質文化 陳珏主編 2013-04-00 初版 精裝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179 瀛海掇英: 臺灣日人書畫圖錄 楊儒賓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4320 複製、再現與傳播: 近代版畫文化 宋美瑩等著; 黃桂瑩主編 2013-11-00 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陽明大學人社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清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應科大機械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所師培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6379 文采與義理. 2013: 文學與哲學的對話與智慧研討會論文集林美齡等作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879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美術班畢業美展專輯. 第23屆第23屆美術班全體同學作 2013-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7041 宇宙藝客: 郭軔精品展 郭軔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7058 宇宙藝客: 郭軔精品展 郭軔作 2013-05-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9914 光景寫意: 何肇衢八十近作油畫展 何肇衢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9921 光景寫意: 何肇衢八十近作油畫展 何肇衢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4123 創玉風華: 臺灣寶玉石設計競賽得獎作品輯. 20132013年臺灣寶玉石設計競賽活動小組執行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906 村落藝家親: 文化部村村有藝文成果專輯. 102年度吳雅琪執行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8755 品美.玩藝.小日子: 生活美學簿. 102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9311 參相點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系102級創作組著 2013-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5556 臺灣音樂憶像: 典藏作曲家陳泗治、張昊、郭芝苑音樂專刊陳信雄等撰文 2013-12-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4

新竹教育大學藝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傳藝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竹生活美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雲林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266 生活美學: 趙宗冠家族創作展專輯 趙宗冠等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4024 法外之春 樂陶陶: 莊賜祿創作特輯 莊賜祿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8176 文薈獎. 第十二屆: 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得獎作品專輯月一刀等著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548 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九屆 柯志坤編輯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537 典十成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獲獎作品集. 101學年林翠鳳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5832 MoNTUE北師美術館序曲展 林曼麗總編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585 兩岸華文教師論壇會後論文集. 第二屆 張靜琬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藝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科大應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教育大學MoNTUE北師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化生活美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中科大資管系



9789860369878 手記.北藝教師 吳玉鈴, 盧文雅主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0461 藝展高飛: 朱宗慶校長北藝大七年治校紀實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秘書室執行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338 「臺北京之靛青春」: 兩地版畫創作交流展 劉錫權總編輯 2013-06-00 平裝 2

9789860381160 在規劃與變化之間: 古名伸創作報告集 古名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043 視域之方: 臺灣當代藝術 王俊傑主編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9012 亞洲巡弋 王俊傑主編 2013-11-00 其他 2

9789860398953 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 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 邱坤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402155 新銳: 傳統與創新的藝遊 陳汗青等撰文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402155 新銳: 傳統與創新的藝遊 陳汗青等撰文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827 探討組合語言 李俊堅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9394 心靈交響的美好時光 徐慶東主編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691 蛻變的東專: 姚國山校長任期的回顧與展望 姚國山著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4941 文化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臺南人文與環境論文集邱麗娟總編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0364941 文化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臺南人文與環境論文集邱麗娟總編輯 2013-06-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東專科學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大學文資系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東大學資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東生活美學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7309 思維與創作論叢. 第七輯 金榮華等編撰;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主編 2013-07-00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938 虛實再現: 動漫美學主題展作品專輯. 2013 楊偉中, 江貞昱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184556 暨情馬祖: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暑期田野工作報告魏廷原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70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校內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第十七屆林慧英等著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771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校內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第十八屆李洛等著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017 101學年度校慶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李俊緯執行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0384017 101學年度校慶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李俊緯執行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0385724 「影像、偶然、非秩序:重探臺灣藝術的當代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孫松榮等主編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藝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暨大人類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暨大中文系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大學國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生活美學館



9789860396195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 Phillip Moll等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038 國立臺灣大學永續校園白皮書. 2013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902 韓日臺建築結構地震工程會議. 第十五屆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402384 新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與臺北社子大橋研討會. 201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0402384 新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與臺北社子大橋研討會. 201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6067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 中國古籍篇張寶三主編; 谷輝之編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8054 思想與文化論集 錢新祖著; 鐘月岑等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061 世界經濟走向何方? 點亮儒學的明燈!! 孫震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0224 星空協奏曲 吳俊輝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0224 星空協奏曲 吳俊輝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0224 星空協奏曲 吳俊輝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1368 歐債陰影下歐洲聯盟新財經政策 洪德欽等著; 李貴英, 李顯峰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1504 裝釘考 西野嘉章著; 王淑儀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1634 道家型知識分子論: <>的權力批判與文化更新 賴錫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658 東アジア龍船競漕の研究: 台湾.長崎.沖縄の比較黃麗雲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2402 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 吳汝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556 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 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陳萱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3980 国際日本學研究の基層: 台日相互理解の思索と実践に向けて徐興慶, 太田登編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6370 近代東アジアのアポリア 徐興慶編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9789860386370 近代東アジアのアポリア 徐興慶編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89142 基督宗教思想史 林鴻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389142 基督宗教思想史 林鴻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389159 基督宗教思想史 林鴻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389159 基督宗教思想史 林鴻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389166 嘲諷與逆變: <>專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166 嘲諷與逆變: <>專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166 嘲諷與逆變: <>專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173 喧囂與憤怒: <>專論 康來新, 黃恕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173 喧囂與憤怒: <>專論 康來新, 黃恕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173 喧囂與憤怒: <>專論 康來新, 黃恕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180 無休止的戰爭: 王文興作品綜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389180 無休止的戰爭: 王文興作品綜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389180 無休止的戰爭: 王文興作品綜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0389197 無休止的戰爭: 王文興作品綜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0389197 無休止的戰爭: 王文興作品綜論 黃恕寧,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0389203 偶開天眼覷紅塵: 王文興傳記訪談集 黃恕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03 偶開天眼覷紅塵: 王文興傳記訪談集 黃恕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03 偶開天眼覷紅塵: 王文興傳記訪談集 黃恕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10 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 王文興新世紀讀本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10 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 王文興新世紀讀本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10 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 王文興新世紀讀本 康來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27 西北東南: 王文興研究資料彙編 洪珊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27 西北東南: 王文興研究資料彙編 洪珊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227 西北東南: 王文興研究資料彙編 洪珊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0322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周鳳五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90360 歐洲聯盟的公共治理: 政策與案例分析 朱景鵬主編; 朱景鵬等作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1121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年鑑. 2012 沈冬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1121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年鑑. 2012 沈冬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6348 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 佐藤將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6348 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 佐藤將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6959 學術自主與控管之間: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專業化蘇國賢等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6959 學術自主與控管之間: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專業化蘇國賢等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8991 <>研究 蘇德昌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8991 <>研究 蘇德昌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9004 遲來的後殖民: 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 劉亮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9004 遲來的後殖民: 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 劉亮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9233 從案頭到氍毹: 《牡丹亭》明清文人之詮釋改編與舞臺藝術之遞進陳凱莘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99233 從案頭到氍毹: 《牡丹亭》明清文人之詮釋改編與舞臺藝術之遞進陳凱莘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99868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哲學: 傳統、現代與轉化 林永強, 張政遠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99868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哲學: 傳統、現代與轉化 林永強, 張政遠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0001 親恩難報: 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 鄭雅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001 親恩難報: 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 鄭雅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018 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 韋伯西方發展史之分析 沃爾夫岡.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著; 林端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018 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 韋伯西方發展史之分析 沃爾夫岡.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著; 林端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025 中國詩學 葉維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025 中國詩學 葉維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14038 森情往事: 臺大實驗林管理處(含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成立一百一十週年典藏回顧特輯王亞男, 林光美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5491 環境風險的公私協力: 國家任務變遷的觀點 辛年豐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405507 股東新股認購權之探討 陳柏翰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405514 乘機性交猥褻罪的規範適用問題: 以精神障礙者之性自主權利為中心廖宜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405521 臺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 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顏雅倫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405538 公司章程之效力與界限: 以英美法制為借鏡 金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405545 論行政訴訟中之「公法上權利」: 從德國法與歐盟法影響下觀察陳柏霖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74

臺大實驗林管理處



9789860405583 高等教育領域之階級優惠性差別待遇: 以大學入學為中心陳盈雪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8412 即景: 臺大現代詩社社員作品選集. 2009 卡魯等作 2010-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5472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 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5502 時懷師恩: 方懷時院士百歲誕辰紀念文集 陳朝峰, 何邦立, 方聖平主編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788 風鈴傳頌 黃川中等作; 王惠珀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640 海國詩志: 清領時期古典詩中的社會與文化 顧敏耀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5657 從蠻陌到現代: 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李知灝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5657 從蠻陌到現代: 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李知灝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5664 流動的鄉愁: 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 朱芳玲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5695 文明.廢墟.後現代: 臺灣都市文學簡史 羅秀美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5725 相遇與對話: 臺灣現代旅行文學 陳室如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醫學院藥學系一九七三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文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醫學院生理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大詩文學社



9789860375732 鯤島逐華波: 清領時期的本土文人與作品 徐慧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6074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員論文集刊. 2012 王嘉玲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8283 臺灣古典詩選注. 2, 海洋與山川 余美玲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8290 臺灣古典詩選注. 3, 飲食與物產 余美玲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9105 山海之內天地之外: 原住民漢語文學 董恕明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273 明珠翠羽: 出版十年 王嘉玲等怍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280 十年展覽 黃冠翔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297 觀瀾索源: 館務十年 林瑞明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192 舌尖與筆尖: 臺灣母語文學的發展 廖瑞銘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208 方舟上的日子: 臺灣眷村文學 楊佳嫻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215 雅俗兼行: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概述 柯榮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21 吳德功集 李知灝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38 陳維英集 徐麗霞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45 施士洁集 向麗頻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52 施瓊芳集 余育婷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69 吳子光集 顧敏耀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76 李望洋集 陳家煌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83 許南英集 謝崇耀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090 鄭經集 龔顯宗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106 王松集 謝崇耀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113 胡南溟集 吳東晟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120 吳濁流集 江寶釵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137 周定山集 張靜茹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175 張李德和集 陳愫汎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182 駱香林集 黃憲作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199 林景仁集 余美玲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205 陳虛谷.莊遂性集 顧敏耀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212 在臺日人漢詩文集 廖振富, 張明權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229 魏清德集 詹雅能, 黃美娥選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236 承先啟後: 銀鈴會同人誌. 1945-1949 朱商彝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0385243 承先啟後: 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8 朱商彝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0387469 寂靜之聲: 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的形成與發展(1979-2013)簡義明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418 全臺詩 施懿琳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27冊 3

9789860389425 全臺詩 施懿琳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28冊 3

9789860389432 全臺詩 施懿琳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29冊 1

9789860389432 全臺詩 施懿琳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29冊 2

9789860389449 全臺詩 施懿琳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30冊 1

9789860389449 全臺詩 施懿琳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30冊 2

9789860391053 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新編 吳福助, 黃震南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91060 姜貴 應鳳凰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077 張秀亞 封德屏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084 陳秀喜 阮美慧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091 艾雯 王鈺婷編選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114 臺灣文學年鑑. 2012 李瑞騰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1107 臺灣文學年鑑. 2012 李瑞騰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1145 王鼎鈞 張春榮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152 洛夫 劉正忠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220 余光中 陳芳明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237 羅門 陳大為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244 商禽 林淇瀁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251 瘂弦 陳義芝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480 司馬中原 鄭明娳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497 林文月 何寄澎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03 鄭愁予 丁旭輝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10 陳冠學 陳信元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27 黃春明 李瑞騰, 梁竣瓘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34 白先勇 柯慶明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41 白萩 林淇瀁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58 陳若曦 陳信元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65 郭松棻 張恆豪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72 七等生 蕭義玲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89 王文興 易鵬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596 王禎和 許俊雅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1602 楊牧 須文蔚編選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3507 臺灣文學獎評審紀錄及原住民短篇小說作品集. 2013奧威尼.卡露斯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5013 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 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劉雅薇等作; 許素蘭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5525 新鄉.故土/眺望.回眸: 兩岸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 2013封德屏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5525 新鄉.故土/眺望.回眸: 兩岸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 2013封德屏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5945 光復變奏: 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徐秀慧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5952 類型風景: 臺灣戰後大眾文學 陳國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5969 照見人間不平: 臺灣報導文學史論 林淇瀁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8274 競秀爭流: 展覽十年 黃冠翔等撰文 2013-12-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0398281 觀瀾索源: 館務十年 林瑞明等作 2013-12-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0398298 明珠翠羽: 出版十年 王嘉玲等作 2013-12-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0398960 愛詩網徵文活動得獎作品集. 2013 2013愛詩網徵文活動得獎者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9875 聽見山海的歌聲: 臺灣原住民族作家速寫 鄭雅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9875 聽見山海的歌聲: 臺灣原住民族作家速寫 鄭雅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4940 南科考古大發現 喻今文; 陳又凌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4957 少年加弄與狗 志豪文; 安致林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4964 人面陶偶的秘密 嚴淑女文; 邱千容圖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5220 南科考古繪本 2013-09-00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0378115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年報. 101年 葉宏中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161 青春揚藝: 臺灣原住民族青年藝術節. 第一屆 劉少君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3890 轉動藝臺灣 蔡昭儀作 2013-04-00 平裝 2

9789860381573 寫景.抒情.何肇衢 陳長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161

臺灣史前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美術館



9789860381580 豪邁.幽遠.歐豪年 潘襎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597 典雅.奔放.張啟華 陳奕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603 靈動.淬鍊.呂鐵州 賴明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610 高逸.奇趣.吳學讓 熊宜敬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627 醇樸.融通.鄭善禧 鄭芳和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565 典藏目錄. 25 胡梅娟執行編輯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29206 「再現原始-臺灣「原民/原始」藝術再現系統的探討」展覽畫冊楊永源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329 「再現原始-臺灣「原民/原始」藝術再現系統的探討」論文集楊永源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497 臺灣師大美術系典藏品維護與保存計畫. 2013: 劉文煒教授教學資料及捐贈畫作圖錄張國恩, 黃進龍, 張元鳳撰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編輯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29060 我的人生路 羅符卿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29435 臺灣傑出表演藝術家之創造與生涯歷程 陳昭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435 臺灣傑出表演藝術家之創造與生涯歷程 陳昭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29442 家園深情與空間離散: 儒家的身心體證 潘朝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442 家園深情與空間離散: 儒家的身心體證 潘朝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29657 亞洲科學教育師資培育 王如哲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657 亞洲科學教育師資培育 王如哲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29701 精進大學寫作指引 陳美芳等作; 陳美芳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529718 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26屆 陳韋任, 吳敏華, 吳瑞斌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29633 星詩談心事: 天文觀測攝影集 顏鴻選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4

師大地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師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師大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29640 定向行動圖解 杞昭安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7529640 定向行動圖解 杞昭安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9434 國立臺灣博物館年報. 2012 黃淑芳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804 毛毛的洞洞國之旅: 新農有機樂活玩 陳碧琳作 2013-09-00 精裝 2

9789860377866 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廠鐵道產業文物清查研究黃俊銘計畫研究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765 華萊士: 一個科學與人文的先行者 丁宗蘇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452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國定古蹟專賣局南門工場)古蹟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李碧惠, 詹益忠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284 近代東亞中的臺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玉瑾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6266 看見平埔: 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專刊 陳玉苹等專文撰寫; 石文誠, 曾婉琳執行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699 李仙得<> 費德廉(Douglas L. Fix), 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 羅效德, 費德廉譯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0705 北圻回憶錄: 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1884-1885 季茱莉主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217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年報. 2012創刊號 郭碧娥, 莊佩樺統籌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84727 看見臺灣歷史: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綜覽圖錄張淑卿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史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特教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3152 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 傳統表演藝術教育研析與展望張中煖等作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4575 說文蹈舞. 2013: 舞蹈的多元風貌. V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4575 說文蹈舞. 2013: 舞蹈的多元風貌. V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4575 說文蹈舞. 2013: 舞蹈的多元風貌. V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77286 說文蹈舞. 2012: 舞蹈藝術與教育之面面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316 臺北數位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 躍動方程式鐘世凱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0674 南系古建裝飾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學術執行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674 南系古建裝飾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學術執行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971 工不可沒.藝不可失: 工藝創作與文創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呂琪昌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3385 通識創意藝術創作與語言表達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五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0212 造形藝術學刊. 2013 馮幼衡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518 愛在臨沂藝起來: 關懷中國大陸農村燒燙傷兒童服務成果冊. 2013葛傳宇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2532 G4瑞濱藝術與品格教育營成果冊. 2013.8 葛傳宇主編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藝大視覺傳達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藝大書畫系

臺灣戲曲學院



9789860385663 造形.文創.跨界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傅銘傳總編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7743 法國劇作家惹內與其他荒謬劇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劉晉立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392 星星掉下來了 黃馨瑩文.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408 培多找媽媽 賴琬蓉文.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415 阿嬌嬤 呂品嫻文.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422 大人的聖誕老公公: 土地公 孫俐琦文.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439 芒果大事 黃愉婷文.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446 我愛泡泡 許智崎文.圖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453 兒童圖畫書插畫集. 2013 潘金定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4865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74,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至五月葉惠芬編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7439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72,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至二月程玉凰編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3744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78,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至三十八年一月林秋敏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5717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82,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至十二月葉健青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0681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嚴家淦與國際經濟合作許瑞浩, 周琇環, 廖文碩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7086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中美協防吳淑鳳等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1冊 2

9789860397093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中美協防吳淑鳳等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國史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4

史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大戲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館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088 誰與爭鋒: 陳天陽刀劍創作紀念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673 周瑛畫旅: 山外山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8909 亮相: 羅森豪~大天目 羅森豪作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8992 光華可賞: 寄暢園藏螺鈿漆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9715 神壺奇技: 鴻遠閣珍藏. 索振海內繪鼻煙壺精選展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7178 花鄉逐夢: 中華插花藝術展作品集. 2013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7222 閩臺三傑: 余承堯、沈耀初、鄭善禧書畫集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347 失傳中的技藝: 梁文雄玻璃光影畫風華 梁文雄, 林承彬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840 臺灣客家聚落之信仰調查: 變與不變: 義民爺信仰之擴張與演變吳學明, 林柔辰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7599 清代水沙連拓墾家族 林文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3736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李毓中主編.譯註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0396799 臺灣客家婦女研究: 以美濃地區鍾、宋兩屋家族婦女生命史為例鍾秀梅計畫主持; 宋長青共同撰稿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7291 客家家族與臺灣的開發: 以北埔姜氏家族為例 范明煥, 田金昌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109 李元松老師往生十週年紀念集 溫金柯主編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447 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 張雙英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現代禪淨土念佛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355 戰略安全理論建構與政策研析 翁明賢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379 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 agenda Ming-Hsien Wong[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982386 建築的理由: 成長於變遷中的文化理解 畢光建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82416 宮燈講堂: 幸福教學的經驗分享 游家政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2423 旅時 殷善培主編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454 淡江大學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實錄. 102學年度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17970 認識變動中的世界 王高誠等作; 戴萬欽主編 2011-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98603 黃昏堂便利商店 村山早紀著; 涂祐庭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696 老臺菜: 紅城花廳臺灣味 黃婉玲著; 林偉民攝影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757 修復光影記憶的旅者: 油畫修復師蔡舜任義大利旅居隨筆蔡舜任文.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764 當所有人都做錯,你是否有勇氣做對?: 幸福農莊的啟發喬納森.雷吉歐(Johnathan Reggio)著; 陳志民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771 柏林繼續叛逆: 寫給自由 陳思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788 黃昏堂便利商店. 2, 奇蹟邀請函 村山早紀著; 鍾瑞芳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788 黃昏堂便利商店. 2, 奇蹟邀請函 村山早紀著; 鍾瑞芳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推守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國際研究學院



9789865883256 嚴選祕方. 2 嚴浩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83263 新.全能住宅建材大百科: 從頂面、壁面、地面到廚房衛浴,天地壁一網打盡!蘋果日報地產中心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83270 寶島漁很大 三立電視臺《寶島漁很大》製作團隊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83294 既然愛情留不住 貝莉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883300 東京巷藏好店: 才子大叔私心期待,可以存在百年的靈魂美味伊藤章良著; 張秋明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83317 風水!有關係. 2, 居家辦公聚財開運66招: 擺脫窮鬼、進階風生水起的人生緯來綜合臺26頻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3317 風水!有關係. 2, 居家辦公聚財開運66招: 擺脫窮鬼、進階風生水起的人生緯來綜合臺26頻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007 紮根教育課本. 續集 釋如濟整編倡印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307 中亞與周邊國家政經情勢掠影. 2013 李登科等作; 傅仁坤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2074 威廉瓊斯盃男子籃球邀請賽前四強比賽成績與各項攻防技術關聯分析之探討. 2012陳昭元, 陳育堂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2081 震盪式熱管之田口分析 陳育堂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12098 靜力學 陳維亞, 陳育堂, 李勝華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085 看見孩子的亮點: 阿德勒鼓勵原則在家庭及學校中的運用張英熙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214 大象在屋裡: 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實錄. 1 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mori)著; 釋見曄等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寂光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歐亞研究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856 馬祖亮島島尾遺址群發掘及「亮島人」修復計畫陳仲玉, 邱鴻霖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8856 馬祖亮島島尾遺址群發掘及「亮島人」修復計畫陳仲玉, 邱鴻霖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884 軍人武德與品格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2年第四屆尤淑如等作 2013-09-00 其他 2

9789860381559 聯合作戰環境情報準備 美國防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作; 張競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2464 美陸軍作戰進程指參人員作為指導 美國陸軍總司令部作; 孫百順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2754 聯合情報 美國防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編; 蔡秉松翻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3096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2年度陳華鼎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888 做中學,學中做: 中共解放軍的海內外訓練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中心, 亞洲研究局, 太平洋司令部作; 周茂林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6714 國際軍事法學研討會論文集. 102年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87483 國際軍事法學研討會論文集. 101年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4351 國防大學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楊太源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94351 國防大學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楊太源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49436 性別與軍隊 周海娟主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68918 軍事倫理學譯文輯: 道德哲學與價值觀 Mark F.Light等作; 莫大華, 段復初, 郭雪真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177 軍隊社會工作暨軍事社會學. 第十一輯 錢淑芬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444 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的系統性分析: 國防法第三條的詮釋吳朝旺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5496 軍隊與救災: 軍事政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田力品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237 國軍院校基礎教育涵育聯合文化價值觀之植入途徑探討: 從巧實力觀點黃筱薌等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3545 軍事傳播內容產製: 企劃知識與實務 方鵬程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1895 軍事新聞論壇 胡光夏等作; 徐蕙萍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6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2

連縣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防大學



9789860394658 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 2013 吳恆宇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0855 可愛手作素材集: 森林的花草動物們 tsuchinoko, Qoonana作; 蔡依倫翻譯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893 跟著繪本學畫畫: 趣味工地日記 安妮.皮佩爾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909 Antique童話風古典素材集 Sachi[作]; 謝孝薇翻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916 超可愛!一看就想做的立體不織布玩偶 Tabatha Naomi作; 王芝文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923 一學就會的動物彩繪 阿彬叔叔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930 Sweet浪漫花朵&甜點素材集 Sachi作; 謝孝薇翻譯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947 法式浪漫甜品飾界 林玉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954 用超輕土Step by Step捏出擬真花卉禮物 宮井友紀子作; 蔡依倫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961 手感質地素材集 橋本篤生著; 謝孝薇譯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978 是翻糖花耶!: 做甜點必備的糖霜造型技巧 Patricia Santoro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985 我愛手工泰迪熊 臺灣泰迪熊協會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992 無農藥水耕栽培: 在家就能收成的39種健康蔬菜河村毱子作; 謝孝薇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006 從火柴人開始畫人物彩繪 阿彬叔叔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013 動物寫真素材集 江見敏宏作; 謝孝薇翻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3020 一刻就上癮!愛不釋手的橡皮章: 50個讓你刻得好又美的關鍵技巧立澤Asami作; 王芝文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037 水彩圖案素材集 Mai Wabe, 高木由佳, 野本裕之著; 蘇珽詡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044 大小姐必敗!時尚名媛的精品手作包: 28件連明星也注目的超人氣包款二嫂的店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3051 咖啡館&自然風雜貨素材集 Bnn作; 蘇珽詡翻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3068 瓦楞紙環保創意造型 黃月惠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3082 超可愛童趣手作小物素材集 Sevres+あけつん!作; 蘇珽詡翻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3099 從零開始也OK!簡單做好皂: 不失敗的手工皂入門書曾斯妍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105 宇宙飛船與怪獸摺紙: orgami racer 淵本宗司作; 蘇珽詡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112 從簡單的開始畫: 幸福插圖 阿彬叔叔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129 超詳細!基礎木工圖解書 「DOPA!」編輯部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143 熱帶植物與多肉植物素材集 水野久美作; 蘇珽詡翻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7

教育之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190 生命日記: 最簡單的故事,最珍貴的啟示 戴韋珍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06 辦桌 溫妮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13 爸爸的動物園 岑文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20 青空魔法學園 雪原雪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37 懷孕這檔事: 週歲寶寶成長日記 汪潔儀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16670 玉文化論叢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編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7040 國防報告書. 中華民國一0二年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057 國防報告書. 中華民國102年(漫畫版)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440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R.O.C. 2013 National defense report editing committe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40990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幼兒園適用) 黃宏斌, 李文正, 張倉榮編 2013-03-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41003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國民小學適用) 黃宏斌, 李文正, 張倉榮編 2013-03-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41010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國民中學適用) 黃宏斌, 李文正, 張倉榮編 2013-03-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41027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高中職適用) 黃宏斌, 李文正, 張倉榮編 2013-03-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41034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大專院校適用) 黃宏斌, 李文正, 張倉榮編 2013-03-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79433 性別,教了沒?! 趙淑珠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防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教育部

送存冊數共計：25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眾志美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415 中共海軍: 能力擴大、角色演進 孫飛(Phillip C. Saunders)等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186 推展高中家政課綱家政教學錦囊第8袋 王譽蓁等撰寫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019 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專輯. 第四十七屆 羅伊庭主編 2014-01-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791 中華民國運動統計. 中華民國102年 教育部體育署[編]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506 當歸: 國防團契歷史專刊. 二 李敏榕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2008 當歸: 以古通今: 國防團契歷史專刊. 一 李敏榕主編 2007-10-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防醫學院畢業生團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防醫學院基督徒團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總政戰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體育署

送存冊數共計：12

政務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育部高中家政學科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2039 美國大叔愛臺灣: 繞地球半圈,我在臺灣找回自己華杰駿(Jim Walsh)著; 襲玲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787 懂這些,消費從此不吃虧:消保鬥士教你如何捍衛權益李鳳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293 圖解新制財報選好股 羅澤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37 只要1分鐘! 看新聞趨勢, 挑中倍數獲利潛力股.3,看懂新聞孫伊廷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50 圖解古埃及文明: 這樣認識古埃及真有趣 近藤二郎著; 張秋明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11 你就是這樣失去了她 朱諾.迪亞茲(Junot Diaz)著; 謝佩妏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28 行銷前必修的購物心理學: 徹底推翻被誤解的消費行為,揭開商品大賣的秘密菲爾.巴登(Phil Barden)著; 蕭美惠, 林佳誼, 吳慧珍合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42 出發囉! 跟著肉魯玩瘋台灣232個玩到爽、吃到飽的口袋景點鄭兆翔文字.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27 天使之城 丹妮莉.楚索妮(Danielle Trussoni)著; 李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41 一小時看懂全球資源布局 柴田明夫著; 黃約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58 一出社會就該懂的職場微社交: 從茶水間閒聊到小點心請客的應對指南李奇. 費曼(Richie Frieman)著; 曹嬿恆, 沈耿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65 用日本人的思維學日語: 搞懂50個學習日語最容易混淆的規則佐佐木瑞枝著; 邱香凝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72 馬基維利式教養寶典 蘇珊.伊凡斯(Susan Evans)作; 張小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89 巴黎地鐵站的歷史課: 從西堤島到新凱旋門, 縱橫法國古今2100年羅杭.德奇(Lorant Deutsch)著; 李桂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16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 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弗洛里安.伊里斯(Florian Illies)著; 唐際明, 林宏濤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85 愛日本!此生必玩的10條微奢華路線 吳燕玲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92 六弄咖啡館 藤井樹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725108 讓工作順利10倍的負面思考術 金兒昭作; 賴又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15 夢遊者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著; 羅秀青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22 沒有名字的女孩 瑪琳娜.查普曼(Marina Chapman), 黎恩.芭蕾特.李(Lynne Barrett-Lee), 凡妮莎.詹姆斯(Vanessa James)著; 林曉欽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39 心智圖法理論與應用 孫易新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46 如何閱讀文學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 黃煜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53 啟動內在智慧的鑰匙: 濟群法師<>講記 濟群法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60 交友網站學到的10堂經濟學 保羅.歐耶爾(Paul Oyer)著; 郭恬君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14 如何捷進寫作詞彙. 飲食篇 黃淑貞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38 別再拚命討好顧客: 專心替顧客省麻煩,回購比例就能輕鬆提高94%!馬修.迪克森(Matthew Dixon), 尼克.托曼(Nick Toman), 瑞克.德里西(Rick Delisi), 作; 陳琇玲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45 辭職, 夢想過的事就應該先做再說 影山惠子著; 李伊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52 賈伯斯式職場英語力: 9大簡報要訣和50句英語簡報句型嚴選上野陽子著; 陸蕙貽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69 用心.求變: 從小攤販到百家直營連鎖店,隆美窗簾董事長郭麒麟的經營傳奇吳昭明, 黃越宏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商周



9789862725276 電腦、手機盯再久也不怕!: 消除眼睛疲勞, 有效回復視力的中川式護眼法中川和宏著; 邱香凝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13 印度納迪葉: 跨次元即時通,解讀你的靈魂藍圖 Keshin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20 原罪 史考特.杜羅(Scott Turow)著; 陳岳辰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51 大思考,微解說 約翰.柏克曼(John Brockman)著; 楊晴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99 獨白 東燁(穹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12 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馬克.羅倫(Mark Lauren)著; 崔宏立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5443 靠10%顧客賺翻天的曲線法則: 別管懶得掏錢的路人, 你需要的是願意灑錢的超級粉絲!尼可拉斯.拉維爾(Nicholas Lovell)著; 蕭美惠, 吳慧珍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50 難以迴避的抉擇 艾爾.高爾(Al Groe)著; 楊仕音, 王惟芬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74 重讀經典: 從寓言學習說故事的力量 陳沛淇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81 回家: 看見自己內在的靈性伴侶,完成今生功課,離開輪迴教室章成, M.FAN先生合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5610 想創業, 你要有不一樣的腦袋: 沒用, 愚蠢, 不可能, 別人都不認同的想法就是你的黃金商機丹尼爾.艾森伯格(Daniel Isenberg)作; 賴孟怡, 吳慕書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8055 會資乙檢術科速攻特輯 謝勇助編著 2013-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028 天才的奧秘: 揭開天才為什麼是天才的真正原因邁可.侯威(Michael J. A. Howe)著; 林熒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7287 單多株抗體原理與製作過程 唐存愷著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4472 孟子研讀講記. 六, 萬章上、下 徐醒民講述 2013-12-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偉明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啟芳



9789865814489 孟子研讀講記. 七, 告子上、下 徐醒民講述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814496 孟子研讀講記. 八-九, 盡心 徐醒民講述 2014-02-00 平裝 上冊 2

9789865814502 孟子研讀講記. 八-九, 盡心 徐醒民講述 2014-03-00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23072 世界音樂百科 龍瑛, 陳沂嫚, 吳蕙如文字編輯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1823089 世界藝術百科 龍瑛, 陳沂嫚, 吳蕙如文字編輯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76347 畫說歐洲王妃與情婦 陳彬彬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023 腎臟哪裡出問題 陳維昭策劃監修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047 用「心」對話 鄭羽書, Victoria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146 快樂綠背包 劉克襄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77498 和福爾摩斯一起探案. 2, 315天宇宙之旅 金元燮著; 金錫畫; 袁育媗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11 魔法昆蟲使. 1, 搶救世界遺產 串間美千惠著; 水向東工作室繪; 謝晴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73 心念訓練營 汀柏.霍克艾(Timber Hawkeye)著; 連舒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597 腦中風: 腦血管的預防.檢查.治療與預防復發的新知識高木繁治著; 劉又菘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03 準備考試的訣竅 金銀實, 徐志源作; 林建豪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10 專注力集中的技巧 李明京, 金銀義作; 林建豪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27 狗勇士首部曲. I, 倖存者 艾琳.杭特作; 盧相如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41 行!來去拜拜: 101座台灣香火鼎盛的廟宇 禿鷹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72 田野食趣: 跟著畫家上山下海去野炊 本山賢司著; 李毓昭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33 荒野手冊. 1, 部族解密 艾琳.杭特著; 古倫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71 火箭怎麼飛向宇宙 谷合稔著; 簡中昊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88 爸爸應該知道的科學常識 目時伸哉著; 游念玲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95 胃癌: 最新的檢查、診斷與治療的知識 高橋信一著; 劉又菘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01 暗藏敵影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啟思文化



9789861777818 狗狗不會說的心裡話! 海.科納德(Hy Conard), 傑夫.強森(Jeff Johnson), 丁.斯特凡尼德斯(Dean Stefanides)著; 劉又菘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25 老貓這樣顧,長壽又健康: 從幼貓開始細心呵護到老貓的高齡生活照護法石野孝, 相澤真奈著; 黃郁婷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32 圖解: 精實六標準差簡單學 真木和俊著; 吳建慶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56 莊靜芬醫師的無毒生活 莊靜芬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70 肉的美味科學 肉食研究會等著; 盧宛瑜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87 百變博士. 1, 變化萬千的光 吳彩環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94 百變博士. 2, 撼動天地的力 鄭暢勳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900 皰疹: 讓單純皰疹不再復發!帶狀皰疹不留後遺症!漆畑修著; 劉格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917 魔法昆蟲使. 2, 自由女神的眼淚 串間美千惠著; 水向東工作室繪; 謝晴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931 生活夢響家 張淑儀, 張佳琳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948 女人要被愛, 男人想愛人 亞當德永著; 康絲坦貓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47931 原來,父母會在我們身上留下影子 王國和, Cindy Wang作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9840 Rainbow English(student book). level 5 陳進隆總編輯 2010-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129857 Rainbow English(student book). level 7 陳進隆總編輯 2010-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129864 Yes!rainbow(student book) 陳進隆總編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29871 Yes!rainbow(student book) 陳進隆總編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29901 Word Bank V-1200 吳貞瑩等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29932 Word Bank V-1200 吳貞瑩等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29925 Word Bank V-1200 吳貞瑩等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29918 Word Bank V-1200 吳貞瑩等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7129956 Yes!rainbow(student book). 橙本 陳進隆總編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9963 Yes!rainbow(student book). 綠本 陳進隆總編輯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虹兒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理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230819 永續成長: 黃登貴書畫精選集 謝鳳珠執行主編 2010-05-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005 民法總則: 生活淺談講義 陳力獅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005 民法總則: 生活淺談講義 陳力獅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2654 快樂、智慧、讀易經36講 施純協作 2010-03-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8482661 快樂、智慧、讀易經36講 施純協著 2010-04-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8482678 穩贏不輸的棋局 施純協, 黃光宇, 鄧樹遠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709 昇華: 從政治受難者到佛畫世界: 涂炳榔畫作特展專刊涂炳榔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8702 後天美人養成指南 李曼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719 一眼就說職場英文會話 Kevin Zhu,張慈庭,許澄瑄著 2011-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771 新日檢N2答得快,考得上 小池多津著 2011-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788 新日檢N1答得快,考得上 小池多津著 2011-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795 日常生活英單寫真 王凱莉著 2011-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查新聞國際電子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通契範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10

陸專



9789866248818 日常生活日單寫真: 用圖片和對話學1500個超實用生活單字中田孝弘著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849 魔鬼英語語感訓練班. 聽說讀寫篇 劉慧卿等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832 魔鬼英語語感訓練班. 聽說讀寫篇 劉慧卿等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040 英文單字保證班:暢銷增訂版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2011-12-00 增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064 英中單字就藏在格子裡 捷徑文化語言企編小組編著 2011-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071 英文閱讀保證班 強森(Johnson)著 2011-12-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118 腸常動健康瘦:每個家庭都該有的腸道鍛鍊指南丁宗鐵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323 新聞英語,你應該看這一本! Johnson, 張正宏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330 魔鬼英語會話雙鬼保證班 劉慧卿等編著 2012-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347 辦公室英文會話,你應該買這一本! 里中満子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385 魔.鬼 王瑞德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552 想要健康就這麼吃! 主婦之友社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613 就是不愛花椰菜!東大教授帶你破解大腦與基因的秘密石浦章一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108 跟日本人學五十音: 習字帖 小野美咲作 2010-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184 用人不能試手氣 王啟榆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191 人體的火:心,肝,脾,肺,腎,五臟的虛實火平衡養生法高益民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320 現抄現學英文E-mail Wenny Tsai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337 跟日本人一起去東京玩 小野美咲著 2011-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405 怎麼吃都健康 李定國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436 現學現說英語會話 Kevin Zhu,許澄瑄著 2010-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474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托福單字重要到不行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2010-1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504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菜鳥的反擊 王啟榆著 2010-1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511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臺灣新勢力 張啟致著 2010-1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8528 一眼就記英文片語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542 英文單字保證班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2011-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559 用對方法背單字 曾韋婕著 2010-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48566 健康第一步:養成好習慣 紀康寶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商訊文化



9789866378645 豐饒竹縣 風華盡顯 彭淵燦等作 2011-10-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3749 道德經譯解 黃華甫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3862 胭脂簪花: 中國戲曲容妝 邢源琳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1376 天然災害紀實. 2012年 于宜強等作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503 生活課程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之教學實踐方案 秦葆琦等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4581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之研擬原則與方向 范信賢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148 臺灣華語文教育發展史 賴明德等作;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2013-11-00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6036 通訊傳播績效報告. 101年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5616 The real lov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2012-10-00 2nd ed. 精裝 1

9789866895425 為生命上彩(越南文) 清海無上師作 2010-07-00 精裝 1

9789866895463 The love of centuries Th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2011-01-00 1st ed.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教育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



9789866895470 Nguoi Tinh Thien Co(越文版) Thanh Hai Vo Thuong Su 2010-12-00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863 殺墨. 2, 洪根深選件展 洪根深作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9077 Piper. 1: say hello; it's my present! 格蘭英語作 201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084 Piper. 1: give me a hand; yummy! yummy 格蘭英語作 201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091 Piper. 1: I am super; the sun is rising 格蘭英語作 201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107 Piper. 1: let's have fun; I like my pet 格蘭英語作 201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114 Piper. 1: Taipei municipal recreation center; happy birthday.a christmas carol格蘭英語作 201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121 Piper. 2: school starts; let's play together 格蘭英語作 2010-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138 Piper. 2: don't eat too much; may I use it 格蘭英語作 201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145 Piper. 2: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mother's day father's day be my friend格蘭英語作 201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152 Piper. 2: pay attention; yes, mom 格蘭英語作 2010-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9169 Piper. 2: I love the country; count to ten 格蘭英語作 2010-05-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85795 國家圖書館簡介 2013-12-00 平裝 2

9789576785801 書海之間 領航幸福的燈塔: 教育部全國營運績優公共圖書館專輯.102年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組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6785825 『讀』領風騷: 臺灣102年閱讀習慣調查結果暨公共圖書館好書書目發表記者會活動手冊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組編輯 2014-03-00 平裝 2

978957678583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nual report. 2012 [edit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2014-03-00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國家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荷軒新藝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偉格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8308 小島旅行: 跳進瀨戶內的藝術風景 林凱洛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346 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不用加班、不用存錢的滿足人生李濠仲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607 震走疾病,動出健康 簡志龍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614 律動療法: 震走疾病,動出健康(簡體字版) 簡志龍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0003 實景.畫境: 許郭璜書畫集 張建祥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856 金彩油滴. 天目: 陳明坤陶藝創作集 張建祥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89609 展覽薈萃. 2013 張建祥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001 藏字書法入門. 楷書卷 圖登尼瑪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3313 詩與夢: 孫健一攝影創作 孫健一作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7157 Live國中數學i講義 葛倫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徠富數位學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聆雅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彗智數位影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康希望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市文化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339 新眼光讀經: 細微處的警醒 趙敏惠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06527 AETS Listening & speaking. level A Christine Toyar, Regan Tyndall, Diana Watson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06534 AETS Listening & speaking. level B Christine Toyar, Regan Tyndall, Diana Watson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06541 AETS Listening & speaking. level C Christine Toyar, Regan Tyndall, Diana Watson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184 現行考銓制度: 各國人事制度研究途徑 許南雄著 2013-10-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1441191 校園中的愛: 臺北大學校長七年 侯崇文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207 樂遊的小確幸: 府城微旅行. 一, 生命信仰: 生、教、考、婚楊飛等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214 大讀老子 古利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221 大讀中國 古利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238 大讀聖經 古利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252 樂遊府城: 生命信仰: 長、名、運、醫、冥 楊飛等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0835 闖空門犯罪綜覽 莊忠進著 2010-09-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357 企業創新與時尚美學論壇論文集. 2013 麥愛堂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康寧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0288 行李箱: 短篇故事集 薇若妮克.歐瓦黛(Veronique Ovalde)等作; 張喬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288 行李箱: 短篇故事集 薇若妮克.歐瓦黛(Veronique Ovalde)等作; 張喬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908 碟形世界特警隊. 5, 第五元象 泰瑞.普萊契(Terry Pratchett)著; 章晉唯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8115 圓百團隊服務特刊. 2010-11 李博信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4296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高一核心1000單字 張維總編著 2013-05-00 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374333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高二核心1000單字 張維總編著 2013-06-00 三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807 「手」能生「巧」: 讓孩子快快樂樂寫字 吳端文, 陳韻如作 2013-12-00 二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7647 史上最強圖解日語動詞 森山新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7654 用美國小孩的方法學文法 金翰淑著; 劉莎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685 史上最強圖解日語形容詞.副詞 今井新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康寧護專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啟端感覺統合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扶輪3520地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維英文

寂寞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4936 「品藝人生」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朱紹俊總編輯 2010-10-00 平裝 1

9789579804936 「品藝人生」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朱紹俊總編輯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4749 語典 王文河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4787 國文 王文河等編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74800 百試達國文 王文河等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1017 青山勁師情: 教師教學研究成果彙編. 101學年度李芝文等作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7239 綠野仙蹤 李曼.法蘭克.鮑姆(Lyman Frank Baum)著; 陳婉容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246 約會不看恐怖電影不酷 但唐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253 老爸的笑聲 卡洛斯.卜婁杉(Carlos Bulosan)著; 陳夏民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260 越級申訴 太宰治著; 湯家寧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277 我想做一個有用的人: 沈嘉悅的第一本詩集 沈嘉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284 On the beach: 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 內佛.舒特(Nevil Shute)作; 陳婉容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04 幻肢 何俊穆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811 光上黑山 胡家榮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犁齋社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康橋雙語學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逗點文創結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康熹文化



9789868986626 簡明刑法分則 黃仲夫編著 2013-09-00 修訂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6961 大乘起信論講記 釋淨界講述; 釋心賢編輯 2013-12-00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3129 新少年維特的煩惱: 少年W死亡紀事 烏立希.皮倫茲杜夫 (Ulrich Plenzdorf)著; 黃文龍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931 歐洲自然醫學溯源: 兼談養生和減肥 虞和芳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35996 時代精神中「關係/意義」的舞蹈創作態度之建構與探討唐碧霞著 2010-02-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831 自在: 淨公上人墨寶.法語 釋慧觀主編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863 鴛鴦醉: 醉心紀錄鴛鴦十年故事 張燕伶撰文.攝影 2013-09-00 二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霸國家公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陵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魚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願蘭若



9789860396607 賽夏族歲時祭儀教材 趙山河, 夏有發撰稿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3664 智慧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3671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3688 智慧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3695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3701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3718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3725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3732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3749 智力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3756 智力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3763 智慧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3770 智慧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2872 黃俊郎的黑 黃俊郎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016781 愛,死了 白希珀文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7632 赤龍的錢囊: 謝田看中國經濟 謝田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晴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人版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智力工作坊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744 林經哲: 以雨行旅水彩畫集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728 朱泥壺的世界 萬妙玲等編輯 2011-09-00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8563704 景德鎮中國陶瓷大師 漆德三著 200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63711 普洱茶 鄧時海作 2010-10-00 第四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98339 盜墓筆記之沙海. 1, 荒沙詭影 南派三叔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346 盜墓筆記之沙海. 2, 古鎮謎局 南派三叔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353 盜墓筆記之沙海. 卷一, 荒沙詭影.古鎮謎局 南派三叔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360 秘密筆記. 5, 闇黑邪將 湘西鬼王著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377 秘密筆記. 6, 天靈聖地 湘西鬼王著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384 厚黑之王司馬懿. 卷三, 赤壁密謀 李浩白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14 秘密筆記. 7, 聖戰將起 湘西鬼王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21 秘密筆記. 8, 異能學院 湘西鬼王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38 操縱人心說話術全集 陶然著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45 搜異筆記. 5, 三峽懸棺 謝迅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52 搜異筆記. 6, 神農天宮 謝迅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69 厚黑之王司馬懿. 卷四, 瞞騙天下 李浩白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76 你不能不知道的戀愛心理學全集 凌雲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83 放下,才能快樂活在當下全集 千江月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490 靈活交際厚黑學 王照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06 秘密筆記. 9, 戰龍嶺 湘西鬼王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13 秘密筆記. 10, 長白山鬼王墓 湘西鬼王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20 厚黑之王司馬懿. 卷五, 絕代梟雄 李浩白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普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壺中天第



9789862198537 厚黑帝王趙匡胤. 卷一, 俺好想當皇帝 徒步中國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44 厚黑帝王趙匡胤. 卷二, 玩的就是心機 徒步中國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51 日子越難過,越要用心過 陳楚歌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68 鬼吹燈之湘西疑陵. 1, 秦王金鼎 天下霸唱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75 鬼吹燈之湘西疑陵. 2, 地府黑殭 天下霸唱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82 別為小事鬱卒全集 凌越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599 秘密筆記. 11, 至尊家族 湘西鬼王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05 秘密筆記. 12, 妖獸天下 湘西鬼王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12 會撒嬌的女人最幸福全集 安雪莉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29 厚黑之王司馬懿. 卷六, 爾虞我詐 李浩白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36 鬼吹燈之山海妖塚. 1, 深海龍頭 天下霸唱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43 鬼吹燈之山海妖塚. 2, 古洞玄機 天下霸唱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50 晉朝,亂七八糟. 上卷, 八王之亂 月滿西樓原著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67 長江鬼事. 1, 墓地笳聲 蛇從革原著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74 正宗厚黑學大全集 李宗吾原著; 公孫龍策改編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681 天機.富春山居圖 源子夫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98698 天機.富春山居圖 源子夫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98704 晉朝,亂七八糟. 下卷, 十國爭霸 月滿西樓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11 厚黑之王司馬懿. 卷七, 機關算盡 李浩白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98728 長江鬼事. 2, 拜師詭道 蛇從革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35 黃河浮屍. 1, 黃河鬼灘 隨龍風雨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42 一夜新娘. 卷一, 同是天涯淪落人 月斜影清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59 吳越爭霸. 卷一, 陽謀教父伍子胥 江湖閑樂生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66 吳越爭霸. 卷二, 句踐實在有夠賤 江湖閑樂生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73 長江鬼事. 3, 萬里趕屍 蛇從革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80 黃河浮屍. 2, 金沙血樹 隨龍風雨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797 一夜新娘. 卷二, 愛在烽火蔓延時 月斜影清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03 厚黑之王司馬懿. 卷八, 皇圖霸業 李浩白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10 一夜新娘. 卷三, 新帝逼婚嬪妾鬥 月斜影清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27 黃河浮屍. 3, 禹王遺塚 隨龍風雨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34 孫子兵法厚黑筆記全集 王照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41 春秋其實很有趣. 壹, 齊桓公之卷 江湖閑樂生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58 春秋其實很有趣. 貳, 晉文公之卷 江湖閑樂生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65 長江鬼事. 4, 螟蛉之爭 蛇從革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72 他的真命天女,為什麼不是妳? 凌雲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89 黃河浮屍. 4, 循環詭窟 隨龍風雨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896 一夜新娘. 卷四, 猶是春閨夢裡人 月斜影清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02 長江鬼事. 5, 火燒玉真宮 蛇從革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19 春秋其實很有趣. 參, 秦穆公之卷 江湖閑樂生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26 春秋其實很有趣. 肆, 楚莊王之卷 江湖閑樂生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33 別笑,這是大清正史. 1, 煞星橫現 霧滿攔江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40 別笑,這是大清正史. 2, 龍興遼東 霧滿攔江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57 黃河浮屍. 5, 探秘水源 隨龍風雨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64 詭秘檔案. 1, 秦嶺基地 李達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71 詭秘檔案. 2, 千古鐵樹 李達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88 長江鬼事. 6, 龍蛇爭霸 蛇從革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8995 黃河浮屍. 6, 蛇眼迷蹤 隨龍風雨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008 天眼. 1, 洪王神墓 九方樓蘭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015 天眼. 2, 天國地宮 九方樓蘭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99022 別笑,這是大清正史. 3, 三皇之戰 霧滿攔江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039 別笑,這是大清正史. 4, 血染南明 霧滿攔江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046 茅山後裔. 1-2: 傳國寶璽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99053 茅山後裔. 1-2: 傳國寶璽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99060 盜墓筆記之沙海. 3, 鬼河死海 南派三叔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077 盜墓筆記之沙海. 4, 沙蟒蛇巢 南派三叔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091 天眼. 3, 南海詭島 九方樓蘭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07 天眼. 4, 三眼神人 九方樓蘭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14 茅山後裔. 卷一, 傳國寶璽I.傳國寶璽II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21 感謝折磨你的人. 看穿人性篇 凌雲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38 別笑,這是大清正史. 5, 鏖行天下 霧滿攔江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45 別笑,這是大清正史. 6, 盛清烽火 霧滿攔江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52 茅山後裔. 3-4, 蘭亭集序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99169 茅山後裔. 3-4, 蘭亭集序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99176 茅山後裔. 卷二, 蘭亭集序I.蘭亭集序II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83 天眼. 5, 西域神陵 九方樓蘭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190 天眼. 6, 天外基地 九方樓蘭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213 茅山後裔. 5-6, 將門虎子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99220 茅山後裔. 5-6, 將門虎子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99237 茅山後裔. 卷三, 將門虎子I. 將門虎子II 大力金剛掌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244 天眼. 7, 咸陽仙宮 九方樓蘭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199251 天眼. 8, 武帝茂陵 九方樓蘭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9593 天師帝國. 2, 有錢能使鬼推磨 侃空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02 我的天師女友. 7, 又見蚩尤石 西半球著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26 法老王的秘密. 5, 天外來客 飛天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33 法老王的秘密. 6, 塔下迷城 飛天作 2013-04-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40 法老王的秘密. 7, 天人決戰 飛天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57 天師帝國. 3, 搞鬼必須靠智慧 侃空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64 我的天師女友. 8, 涅盤之戰 西半球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71 天師帝國. 4, 密教超暴力和尚 侃空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088 我的天師女友. 9, 解放刑天 西半球作 2013-05-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01 天師帝國. 5, 京都恐怖炸彈客 侃空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18 我的天師女友. 10, 東京大逃亡 西半球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25 茅山抓鬼公司. 1, 紅衣厲鬼 仲孝軒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2132 天師帝國. 6, 中日法師大會師 侃空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49 妖獸年代紀. 1, 穿越當女神! 月影蘭析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56 茅山捉鬼公司. 2, 鬼娃新娘 仲孝軒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63 天師帝國. 7, 地獄復仇者 侃空作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70 妖獸年代紀. 2, 女神變王妃? 月影蘭析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187 茅山捉鬼公司. 3, 喪屍病毒 仲孝軒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5

送存冊數共計：89

普天出版



9789865822194 天師帝國. 8, 百鬼夜行人間路 侃空作 2013-07-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00 茅山捉鬼公司. 4, 深海魔鯨 仲孝軒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17 千王之凰. 卷一, 從廢柴到天才 峨嵋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24 辣女狼. I, 滿月初昇.暗夜狂潮 凱莉.亞瑟(Keri Arthur)作; 卻秦譯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31 茅山抓鬼公司. 5, 驚現喪魂陣 仲孝軒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48 盜墓筆記Q版記事. 1, 天真筆記 南派三叔原著; 吞赦日月, 阿靠編繪 2013-08-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822255 盜墓筆記Q版記事. 2, 小哥日記 南派三叔原著; 吞赦日月, 阿靠編繪 2013-08-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5822262 茅山抓鬼公司. 6, 古鎮悲歌 仲孝軒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79 千王之凰. 卷二, 騙子下山,傻子退散 峨嵋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86 辣女狼. II, 血色狩獵.親吻罪孽 凱莉.亞瑟(Keri Arthur)作; 卻秦譯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293 修羅紀. 1, 驅魔家族 西半球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09 修羅紀. 2, 魔君入世 西半球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16 海星與獅子. 1-2, 校園角鬥士之卷 郭妮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2347 海星與獅子. 1-2, 校園角鬥士之卷 郭妮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2323 千王之凰. 卷三, 史上最大詐騙集團 峨嵋作 2013-09-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30 辣女狼. III, 致命任務.邪惡誘惑 凱莉.亞瑟(Keri Arthur)作; 郭凡瑋譯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54 修羅紀. 3, 魔靈怨童 西半球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61 修羅紀. 4, 地獄聖女 西半球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78 千王之凰. 卷四, 有文化的騙子最強大 峨嵋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85 千王之凰. 卷五, 反派也愛湊熱鬧 峨嵋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08 修羅紀. 6, 魔化殺神 西半球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392 修羅紀. 5, 天機懸宮 西半球作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15 辣女狼. IV, 危險遊戲.迷魂天堂 凱莉.亞瑟(Keri Arthur)作; 郭凡瑋譯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22 海星與獅子. 3-4, 青春勇者王之卷 郭妮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2460 海星與獅子. 3-4, 青春勇者王之卷 郭妮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2439 修羅紀. 7, 軒轅神劍 西半球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46 修羅紀. 8, 神龍九變 西半球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53 千王之凰. 卷六, 奪命連環殺! 峨嵋作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77 紅茶與妖精. 卷一, 女王的邀請函 夏天晴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84 修羅紀. 9, 血煞天魔 西半球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491 修羅紀. 10, 決戰年獸 西半球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07 狙魔人. 1, 屍化狼女 何曦智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14 狙魔人. 2, 詭月魔音 何曦智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21 千王之凰. 卷七, 騙子也有上當時 峨嵋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22538 修羅紀. 11, 軒猿法相 西半球作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194 「國際經營與管理」暨「兩岸經貿」學術研討會. 2011景文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編輯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99231 「國際經營與管理」暨「兩岸經貿」學術研討會. 2012景文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編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248 「通識教育-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吳璧如, 楊惠娥, 曾潔明執行編輯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599248 「通識教育-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吳璧如, 楊惠娥, 曾潔明執行編輯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599279 「通識教育: 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賴建成, 呂雄執行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599279 「通識教育: 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賴建成, 呂雄執行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5423 詳圖陽宅愛眾篇 張覺正著 2010-11-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0325430 劉氏家藏葬書 郭璞(景純)著 2010-11-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0325447 地理知本金鎖秘 鄧夢覺著 2010-11-00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325454 珍藏古本三元堪輿秘笈救敗全書 楊救貧著 2010-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0325461 地理陽宅大全 (魏唐)許明子著 2010-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0325478 六壬鑰: 壬學大成 蔣問天編著 2010-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0325485 天元五歌闡集 心眼指要合編 (清)章仲山註 2010-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0325492 玄空秘本地理合璧 蔣大鴻等編著 2010-03-00 三版 精裝 1

9789570325508 易林補遺註解 張星元著 2010-11-00 再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集文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3

景文科大國貿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景文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570325515 地理徹原經.地理錄要合編 林芳春, 于楷著 2010-11-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0325522 重編標點星平會海 水中龍編集 2010-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0325539 張果老星宗大全 陸位輯校 2010-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0325546 陽宅秘旨.選擇秘要.天元烏兔經直解合編 孔昭蘇編著 2010-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0325553 秘傳三元陽宅大成 法馨居士撰 2010-05-00 平裝 1

9789570325560 皇極經世數解 王植著 2010-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570325577 皇極經世數解 王植著 2010-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上冊 1

9789570325584 皇極經世數解 王植著 2010-05-00 初版四刷 平裝 下冊 1

9789570325607 紫微斗數宣微 觀雲主人編著 2010-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0325614 丹家玄空地理闡秘(合訂本) 高丁貴編纂 2010-10-00 再版 精裝 1

9789570325638 皇極經世易知 何夢瑤編著 2010-10-00 再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7214 原來如此用你會講的日語學50音 福田真理子著 2011-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886 沒有教不好的孩子 吳娟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9893 當孩子有了秘密: 當善於分享的媽媽.培養跟孩子溝通的技巧林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901 別讓愛傷害孩子! 林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278 遊客參與澎湖旅遊活動休閒動機、行前期望、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結構模式分析李志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博文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3241 偶戲夢工廠 陳秋虹主編; 陳旻琪等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3487 觀光暨餐旅行銷 鄭紹成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139 顧客關係管理: 有效創造顧客價值 鄭紹成, 王雪瀞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221 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 曾宗德等合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1589 國文應考手冊. I 楚珩, 方文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108 陽光的一生 張敏超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5104 一看就懂的管理學全圖解 李智朋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11 優質親子教育,時間不是問題: 上班族媽媽的必勝法則彤彤媽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28 開運風水200問 杜易峰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35 自在美能量大: 長得漂亮是優勢,活得漂亮是本事心圓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59 生食能抗癌: 治癌權威的健康生食療法 黃聖周, 洪性吉作; 陳詠宸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66 我一賤,你就笑: 超解悶笑話搶鮮爆 馮國濤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73 進擊的高明說話術: 三分天才七分口才 劉瑩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80 歷史大博弈: 深入淺出談十大賽局理論 韓唐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197 一個人也不錯。: 寂寞可以是一種享受 花火蝶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203 零基礎學色鉛筆: 用彩鉛塗鴉全世界 袁冰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210 幽默: 一種迷人的生活態度 馮國濤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234 毒很大你不知道: 別讓無良商人拿你的命開玩笑薄三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公益慈善基金出版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翔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1907 哈韓有道: 只玩首爾哪夠! 小瑪莉文.攝影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1983 平民風、在地味: 我的香港私路線 粟子文.攝影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003 阿姆斯特丹自助超簡單 陳奕伸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010 西班牙北部美麗城鎮: 朝聖之路的行腳旅行 謝琬湞文.攝影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027 徒步環島。我們與島嶼的對話 陳志恆, 孫琬琪文.攝影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034 舊金山自助超簡單 郭芷婷文.攝影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6525 我們都忘了,知止也是一種智慧 朱榮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563 論語全書 孔子原著; 司馬志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518 關節炎康復指南 丑鋼, 李曙波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570 圓融一生: 百年樟樹聽我說話 丘榮襄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587 捨得: 人生是一個捨與得的歷程,不以得喜,不以失悲劉襄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594 名醫教您: 生了癌怎麼吃最有效 孫麗紅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600 你不可不知的對抗疲勞100招 季昌群, 謝英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617 鹹也好,淡也好,做人自在就好 盧雁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624 智慧結晶: 一本書就像是一艘人生方舟 巴爾塔沙.葛拉西安, 安東尼.羅賓等原著; 李華妍編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631 孫子兵法全書 孫武原著; 司馬志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648 寫好聯,過好年 魏寧, 路曉紅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6679 改變命運的心態與性格 郭海東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5936693 中國名將: 先秦亂世 邵裕民作 2014-01-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志文化



9789861943053 實用兒科護理 陳月枝等作 2014-0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3060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護理計畫與措施 Sheila Sparks Ralph, Cynthia M. Taylor原著; 黃靜微等譯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077 Burton's醫護微生物學 Paul G. Engelkirk, Janet Duben-Engelkirk原著; 李重霈等譯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084 生物統計學(含SPSS使用說明) 史麗珠作 2014-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43091 健康產業管理 魏慶國, 王舜睦, 翁淑娟作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107 身體評估: 護理上之應用 邱艷芬作 2014-02-00 八版 精裝 1

9789576405099 華杏國語辭典 王仲孚總校閱 2001-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9295 三十歲後,你會站在哪裡? 狄驤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99301 為什麼你不能一次訪談就成交?: TOP SALES張瓊月連續25年業績第一名的祕密黃梓函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318 M型窮人的PRADA: 巴菲特在大海,你卻困在池塘的32個祕密瑞奇曼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92594 八字論命一學就通進階版: 史上最白話八字進階書林宏澤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92617 七天學會神機妙算達摩一掌訣: 快速精算事業潛能、愛情婚姻,幫你解答疑惑、突破困局!林賢銘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92624 算錢: 用命理風水解出您的投資方向和時機, 輕鬆晉升億萬富翁阮翔鉞, 洪紹魁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2980 韓語單字萬用小抄一本就GO 雅典韓研所企編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997 國民日語會話大全集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009 Don't worry活學活用英語生活會話 王玉如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016 親情急診室: 別讓你的孩子成為陌生人 葉瑞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智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智言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6574 毛線編織製圖與推算 張金蘭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45 兒童毛衣創意編織 鄭雅尹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52 吃自己做的點心 梁瓊白, 魏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76 一定要學會的人氣伴手禮 魏琴, 黃春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6543 自己做奶酪&布丁 陳明裡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0915 管理你的失敗 楊雨亭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6074 築夢.逐夢 王品幀圖文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96098 寫給幸福 王品幀圖文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96043 因為有你 王品幀圖文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96067 湛藍的微笑 巫守如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7203 會議與展覽規劃管理 周幼明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210 基礎經濟學 王明郎等編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234 大學國文選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文教學研究會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17241 會計學 許崇源, 林容芊編著 2013-07-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17258 五專國文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文教學研究會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17265 五專國文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文教學研究會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17272 五專國文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文教學研究會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林特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林斯頓國際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岩



9789865917289 成本與管理會計 蘇淑惠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296 國際金融與匯兌 王騰坤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302 悅讀生命與人倫的交響樂章 朱介國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319 3C-blended EBMP instruction for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Pi-Ching Chen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333 審計學 林鳳儀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357 期貨與選擇權 王詩韻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671 雲林潮農正流行 黃淑娥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0162 空間與記憶的轉化: 雲林生活再啟動 高名孝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0162 空間與記憶的轉化: 雲林生活再啟動 高名孝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90162 空間與記憶的轉化: 雲林生活再啟動 高名孝主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0390513 雲林縣藝文特色發展計畫: 雲林國際偶戲節成果專輯. 2013劉銓芝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955 雲鄉情意農: 雲林農博x社區文化深度之旅. 2013劉銓芝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219 大中華區物流挑戰與突破: 兩岸物流論壇精選集. 2014年陳韜, 曾柏興編著 2014-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6968 哈佛大學公開課 麥迪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68 哈佛大學公開課 麥迪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南大學物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雲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雲縣文化處



9789865946975 星座血型全方位大揭密 丁寧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75 星座血型全方位大揭密 丁寧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82 動動就健康: 隨時隨地可以做的180個健康小運動鄧瓊芳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82 動動就健康: 隨時隨地可以做的180個健康小運動鄧瓊芳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99 教你在陽臺種有機蔬菜 小丸子繪圖.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6999 教你在陽臺種有機蔬菜 小丸子繪圖.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04 麻省理工學院公開課 羅特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11 迷途中的路標: 五位偉大企業家的人生經營課 田鵬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28 你可以成為催眠大師: 一看就懂的神奇催眠術 梁平, 陳文繪圖.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28 你可以成為催眠大師: 一看就懂的神奇催眠術 梁平, 陳文繪圖.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35 你不能改變天氣,但可以改變心情: 一學就會的情緒調節法王劍輝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35 你不能改變天氣,但可以改變心情: 一學就會的情緒調節法王劍輝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42 愛愛安全須知: 男女性生活常識全書 李宏軍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42 愛愛安全須知: 男女性生活常識全書 李宏軍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59 從12星座看未來人生 王右右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66 用故事教養好男孩. 2, 每天進步一點點 劉波, 伏成云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73 用故事教養好女孩. 2, 每天進步一點點 劉波, 伏成云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80 戀愛心指南. 3, 相信愛情,嫁個好男人 孫明一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097 你再來說一個幽默笑話 博君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03 識別小人、防範小人的社交秘笈: 小人距離一毫米段靜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10 西點軍校公開課 麥迪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27 看半澤直樹學會加倍勝 李建勇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34 假面騎士教會我的77件事 李建勇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41 一句話的激勵: 寫給年輕人的成功絮語 冶函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1253 中國人應知的文明歷程(插圖本) 張舜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6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929 變法 王憶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717 泥地字花 鄭秀鑾文; 王永發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0418 英文文法偵探所: 特搜600組華人易犯錯語法,揪出文法誤用元凶!Wenny Tsai, 王洛媛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0425 旅遊英文會話袋著走(暢銷增訂版) 曾婷郁著 2014-01-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5920449 New TOEIC必考單字袋著走(暢銷增訂版) 曾婷郁著 2014-01-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5920456 袋著英文拓視界,我的國外求學夢! Wenny Tsai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490780 一定要懂的銷售通路 徐德麟著 2007-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490797 一定要懂的促銷花招 徐德麟著 2007-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490803 一定要懂的創業奇招 徐德麟著 2007-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490810 一定要懂的分紅制度 徐德麟著 2007-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68604 根本不必離婚!: 犀利人妻打敗小三的36個智慧技巧胡雯綺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611 情人姓名中隱藏的性格密碼 董正堯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659 還在減重!?你該減的是壓力 徐幫學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666 玩出一個博士學位:人生最困難的不是努力,而是抉擇!莊心宜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666 玩出一個博士學位:人生最困難的不是努力,而是抉擇!莊心宜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673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蘇曉慧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697 畢業五年決定你的一生 林少波著 2011-07-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無限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信

華冠文創



9789867468710 西藏感官養生書 蔣榮玉著 2011-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468727 非關婚姻 遲嫻儒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734 爬進格子隨便寫 曾文正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741 廣告,花錢買就太遜了! 張天雄著 2011-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468758 助人不只是快樂,更是成功之本:大成功者的40個雙贏策略徐磊瑄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772 旅行,是最好的教養 沈佳慧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789 你的教養,是愛還是害?! 翁舒玫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819 壞教養的複製,暫停!: 解碼自己,找到親子關係的和諧之道許家華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826 我們的愛哪裡出了錯?:擋在幸福前的65個愛情盲點!王乾任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826 我們的愛哪裡出了錯?:擋在幸福前的65個愛情盲點!王乾任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857 媽媽才是孩子最關鍵的夢想推手 凱信教養研究連線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871 沒有孩子願意變壞 楊嘉敏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888 結不結婚都給自己一個好理由!: 不論不婚、已婚、失婚、再婚,幸福就是活出自己的精彩!珊德拉(Sandra)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895 不停地說,不如聽孩子說 蘇曉慧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01 被遺忘的童言:肢體語言專家的行為解碼教養術姜愛玲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18 背包客,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黑白辣」唱遍紐西蘭的27天記遊張晉城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25 洋墨水,乾杯!? 留學WIKI前鋒特蒐小組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25 洋墨水,乾杯!? 留學WIKI前鋒特蒐小組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32 給孩子改變世界的機會! 許芯瑋,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49 不當老虎也可以是好媽媽 湯竹芬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49 不當老虎也可以是好媽媽 湯竹芬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70 旅行,是最好的教科書: 一旦孩子的好奇心被誘發,到哪都能自主學習!沈佳慧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987 我從佛陀身上學到的媽媽經: 每一個孩子都是幫助父母成長的小菩薩!奈奈子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08 搶救「無感」宅小孩 楊嘉敏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22 陪伴是給孩子最好的教育:再好的物質與金錢,都無法代替父母的陪伴蘋果蘇打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77 居家好風水,大富大貴有辦法 曾鏞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77 居家好風水,大富大貴有辦法 曾鏞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84 公司好風水,大富大貴有辦法 曾鏞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084 公司好風水,大富大貴有辦法 曾鏞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121 不抱怨的智慧 林少波, 蘇曉慧作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6138 旅行給我的12種覺醒 劉子瑜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145 整個世界都是孩子的教室 湯子瑢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145 整個世界都是孩子的教室 湯子瑢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152 原來如此!日本媽媽這樣教孩子 黃文貞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213 叛逆不等於忤逆!:孩子不說,父母卻不能不懂的19個教育法則姜愛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220 3分鐘一張訂單的終極銷售技巧 宋振赫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275 大學生一定要具備的職場接軌力 王乾任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367 旅活: 女主播西藏、尼泊爾、印度六千公里的奇幻之旅吳蚊蚊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905 英文字彙倍增法: 思維導圖實用知識庫 戴忠仁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9393 結束也是開始 麻吉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409 礙的教育 蔡鎔紜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560 菩提道影: 高源彬攝影作品集 高源彬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584 公商務活動專案與禮賓工作實務 梁崇偉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607 陳伯伯的童年記趣 陳明道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614 明白詩文選 盧明白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621 家庭水電DIY妥當教戰手冊 陳盛允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706 誰出賣的西湖 齊天大原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720 化悲傷為一座璀璨花園 璀璨夫人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737 聽見靈性的聲音 羅奇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805 淘汰者 劉煦博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812 響嵐集 曦霞生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997 如何在職場叢林求生存 謝朝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08 鳥巢下的北京水貨 魯子渝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22 我把快樂貼在窗上 陳贊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5

雅思貝爾文化



9789865789039 千風中的女兒 張慧敏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46 孤軍浪濤裡的細沙: 延續孤軍西盟軍區十年血淚實跡楊淑芬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53 搶登釣魚臺: 歷史見證 劉永寧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60 用記錄想念我自己 何嘉訓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77 達利之吻 上官織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2014 0-2歲聰明寶寶的關鍵飲食全計畫 陳敏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42564 讀懂孩子的心: 教出自信、知足、懂尊重的快樂小孩王慧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42571 用彩繪製作創意貼紙: 讓隨身小物都變得和別人不一樣飛樂鳥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6266263 圖解世界七大古文明 曾秉赫編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241 紀念生活: 王耀俊個展作品集. 2013 王耀俊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8721258 非關關係: 戴明德作品集. 2013 戴明德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721265 穿越.圖像.潤澤: 戴明德繪畫創作論述 戴明德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1272 失憶的記憶: 曾雅苑創作論述 曾雅苑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6991 美好的旅行 林依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1552 幸福 是感情最深的釋放 張笑恒著 2014-01-00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畫屏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華威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8127 老人休閒活動設計理論與實務 羅元宏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134 食品分析實驗 王美苓, 周政輝, 晏文潔作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158 現代中藥學 闕甫伈, 鄧正賢, 李明明合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264 老人福利服務 陳怡如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288 西式點心製作 葉連德等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295 社會工作概論 王文娟等合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301 新編兒童福利 馮瑜婷等合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356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 陳樹功等合著 2013-09-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28363 芳香療法 范姜慧珍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387 食品化學 顏國欽等合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394 體育概論 胡天玫等合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400 兒童疾病預防與照護 馮瑜婷等合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431 膳食計畫與供應 張承晉等合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28530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六, 食品工廠管理 林昱文, 黃大維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554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五,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言氶徽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721 食品衛生與安全 陳建元等合著 2014-02-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5828738 菜單設計 江敏慧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813 新編體重控制學 黃孟娟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837 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 方進隆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851 幼兒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 魏宗明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875 烘焙學 張惠琴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882 運動傷害防護學 張又文等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899 內外科護理學(精選題庫) 張凱喬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紫宸社文化



9789862811085 集卡人生. 卷七, 女神的試煉 溫控儀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1177 集卡人生. 卷八, 強強之戰 溫控儀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1634 地獄交易平臺. 卷11, 腥風血雨 化羽騎士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2372 天下經綸. 卷9, 只能低頭 衣冠似雪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182 百億千金. 卷上, 重生之路 衛幽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335 百億千金. 卷中, 堅強後盾 衛幽作 2013-11-00 初版 0 1

9789862815342 百億千金. 卷下, 風起雲湧 衛幽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489 胡作妃為. 卷1, 倒楣王妃 小女妖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19 胡作妃為. 卷2, 醜女王妃 小女妖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533 惡女不壞. 卷一, 罪行錄 青琉落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01 再臨的魔君 四方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32 胡作妃為. 卷3, 落跑王妃 小女妖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70 惡女不壞. 卷二, 善行錄 青琉落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87 妻居一品. 卷六, 天隨人願 夜惠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694 妾大不如妻. 卷1, 繼母難為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00 鳳傾天下之王妃有毒. 卷三, 奪情 舒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17 公子難求. 卷上, 公子是個渣 糖酥餅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24 公子難求. 卷下, 還是拿下吧 糖酥餅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31 鳳傾天下之王妃有毒. 卷四, 定情 舒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48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十二, 深謀遠慮 高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55 妾大不如妻. 卷2, 妻妾爭鋒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62 惡女不壞. 卷三, 抉擇錄 青琉落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79 師父歸位 立地成妖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86 天下為聘. 卷1, 生死兩茫茫 令狐兮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793 天下為聘. 卷2, 今生再相遇 令狐兮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09 妾大不如妻. 卷3, 婆媳鬥法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16 天下為聘. 卷3, 前世今生緣 令狐兮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23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13, 內憂外患 高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30 天下為聘. 卷4, 咫尺千山路 令狐兮兮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47 棄婦再嫁. 卷上, 田莊生活 子夜妃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54 公子傾城. 卷上, 公子冷冰冰 糖酥餅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61 公子傾城. 卷下, 白首不相離 糖酥餅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78 妾大不如妻. 卷4, 外敵環伺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85 妾大不如妻. 卷5, 兄妹情深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892 妾大不如妻. 卷6, 蠢蠢欲動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08 妾大不如妻. 卷7, 含血噴人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15 妾大不如妻. 卷8, 進退兩難 一個女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22 妾大不如妻. 卷9, 百年好合 一個女人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39 天下為聘. 卷5, 攜手奪天下 令狐兮兮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0798 天下梟雄. 第二部. 卷14, 最終之戰 高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0804 歡喜冤家. 卷1, 來真的吧 粉筆沁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1986 歡喜冤家. 卷2, 情竇初開 粉筆沁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2983 棄婦再嫁. 卷中, 再嫁良人 子夜妃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3683 暮陽朝升. 卷上, 公主重生 糖酥餅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46 歡喜冤家. 卷3, 激情萌芽 粉筆沁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53 歡喜冤家. 卷4, 有緣無分 粉筆沁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60 歡喜冤家. 卷5, 無知少女 粉筆沁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77 歡喜冤家. 卷6, 郡主再嫁 粉筆沁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5984 棄婦再嫁. 卷下, 與子偕老 子夜妃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42 花開並蒂. 卷1, 劍拔弩張 浮蘇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59 花開並蒂. 卷2, 芒刺在背 浮蘇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10 暮陽朝升. 卷下, 一體雙魂 糖酥餅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552 最高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 中華民國一0二年一月至六月. 第六六期最高法院編輯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80569 最高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 中華民國一0二年一月至六月. 第六六期最高法院編輯 2013-10-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最高法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夏書坊



9789868731394 米可魯 江昀文; 阿薰圖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0856 自行車參與者之休閒動機、休閒體驗與幸福感之研究陳健隆著 2012-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811 素娥隨筆 鄭素娥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53729 超越規則文本的中國金融法律實踐 黃韜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106 藍海夢 姚嘉文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113 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B2中高級武功祕笈 金安文教臺語文編輯委員會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217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 第七期 洪昌穀主編 2011-12-00 其他 3

9789866768309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 第八期 洪昌穀主編 2013-07-00 其他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植根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院書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納夢幻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462 運動處方 方進隆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479 飯店公關管理 羅尹希作 2014-01-00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090486 運動傷害防護學 駱明瑤作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6553 好燙詩刊: 雞/蛋 煮雪的人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0106 彈唱烏克麗麗 葉琮文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330 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 潘家欣, 阿米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330 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 潘家欣, 阿米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330 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 潘家欣, 阿米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347 衛生紙+. 21, 藝術無關政治 鴻鴻主編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359361 給我的詩: 辛波絲卡詩選(1957-2012) 維斯瓦娃.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作; 林蔚昀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378 原來女孩不想嫁給阿北 許赫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59385 衛生紙+. 22, 自行引爆指南 鴻鴻主編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4311 青春初響曲: 飛翔的印記 王緯甄主編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華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煮鳥文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翊音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3052 公職技師工程數學: 考題詳解. 102年 喻超凡, 喻超弘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97778 企業評價: 個案實證分析 吳啟銘著 2013-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7297785 衍生性商品: 選擇權、期貨、交換與風險管理 陳威光著 2012-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7297808 系統分析與設計: 理論與實務應用 吳仁和, 林信惠著 2012-09-00 五版 精裝 1

9789577297891 策略行銷分析: 架構與實務應用 邱志聖著 2013-02-00 三版 精裝 1

9789577297976 經濟學 楊雲明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072 稅務會計 陳志愷著 2010-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8096 醫療資訊管理 吳仁和等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171 互動管理與公民治理 汪明生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43845 臺灣傳統吟詩入門: 大家來吟詩 陳茂仁編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43999 行腳臺灣: 跟著蔣介石去旅行 楊蓮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069 東勢大茅埔庄的地方史: 以古文書為主軸的闡釋池永歆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0873 創新發明原理與應用 葉忠福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0989 追尋出版的未來 孔則吾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揚智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喻超凡數位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勝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1554 白話文數學, 一. 數與式,多項式函數,指數與對數黃文熙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01578 葵花寶典高中數乙 林俊成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01585 葵花寶典高中數甲 林俊成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01592 精通高中物理總複習(全) 陳沛皜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01608 EZ100高三公民與社會嘿皮書(全) 羅文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01622 EZ100高中數學 鄭昇數學團隊編著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01639 指考物理必考題型滿分攻略 張景超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6804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106811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106828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106835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106842 全國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106859 全國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106866 全民數獨. 中高篇 張惠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106873 全民數獨. 高級篇 張惠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3050 宋代珍品鷓鴣斑失傳千年1325年重現臺灣更多彩多姿陳坤和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3795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英語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八屆林樹全, 徐碧霙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森淼



9789867043818 從傳統士紳到現代知識份子: 一個臺灣中部地主家庭父子的鄉村治理個案研究王振勳撰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7043832 Proceeding of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emporal design 2014-01-00 其他 2

9789867043849 Start-up Taiwan全球創新創業競賽作品彙編. 2013楊文廣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3825 Mediascape介質地景: 國際競賽種子新秀培訓營. 2013謝銘峰, 郭其綱, 劉秉承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3801 保險金融管理學術暨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3陳美菁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8734 聽酒說故事 蕭曦清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161 臨水抄: 境色百物帳◆青翼之夢與冬蟬之音 朔荃, 菱棋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002 搶手貨寫真集 張艾亞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菲德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雅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絳然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朝陽科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保金系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1390 跟著手繪大師學插畫 簡仁吉, 湯小元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39604 用手繪玩設計 簡仁吉作 2014-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52799 陶藝手拉坯成型技法: 以獨特的剖面攝影技術呈現完美拉坯技術的秘訣瑪莉.雀普荷(Mary Chappelhow)著; 蕭文珒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52492 陶藝徒手成型技法 Jacqui Atkin著; 林妙芳翻譯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52546 繪畫探索入門: 靜物彩繪 Peter Graham著; 吳以平譯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52560 繪畫探索入門: 花卉素描 Margaret Stevens著; 羅之維譯 2012-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52584 繪畫探索入門: 花卉彩繪 Elisabeth Harden著; 周彥璋譯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52669 繪畫探索入門: 人體素描 Diana Constance著; 唐郁婷, 羅之維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52683 繪畫探索入門: 人像彩繪 蘿莎琳德.卡斯伯特(Rosalind Cuthbert)著; 林雅倫譯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0765 你的生活該禪一下 東離子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9047 風水二書形氣類則 瀏陽歐陽純理菴氏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9078 八字大解秘 光蓮先生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240 各派陽宅診斷現象、化解 黃恆堉, 李羽宸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264 陽宅形家透析 劉賁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271 陽宅形家透析: 內巒頭 劉賁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無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視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順達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0425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680432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604 人生必修10堂課 陳海倫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611 尋情歷險坊 陳海倫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3684 高等會計學新論 林蕙真, 劉嘉雯作 2014-03-00 第七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9802 香港與內地經濟整合研究 李樹甘, 楊偉文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9938 冷底女孩的暖暖食譜: 紅潤透出來!天天好氣色的體質改造魔法深町公美子著; 陳聖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69 日本私路小旅行: 沙米旅日美好散策 沙米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83 畫筆下的溫暖小事物: 三兩下畫出最幸福的每一天飛樂鳥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90 改變人生的一句話: 笑淚交織的幸福語錄 簡大為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29 泰愛玩海島!花小錢享受奢華度假: 蘇美島、普吉島、沙美島、南園島、龜島玩個夠邱敬泓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36 布置我的家: 客廳X臥室X廚房都幸福的手作縫紉小物金花禧著; 黃淑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50 神奇的手帳整理魔法: 手寫筆記X文具控,50個ideas讓工作生活更美好Muki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67 搭飛機上下班的OL: 158cm空姐世界飛行日記 李亭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策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証業



9789865751081 美麗又可愛的世界刺繡圖案: 歐、亞、美、非、中東,一針一線繡出民族特色誠文堂新光社編輯; 葉青凰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111 來煮一鍋湯: 175道燉湯食譜,滋補養生全家都愛喝劉金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166 Hola!西班牙: 帶著筆、手帳、紙膠帶,邊玩邊畫的手繪旅行日記米笑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3027 紫微斗數命運分析 徐曾生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3065 關聖帝君百首靈籤詳解 陳哲毅, 陳旅得合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503 玉樹臨風笛裡情: 詹永明笛子演奏曲譜彙編 詹永明作曲.傳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125 上師瑜伽導修文 妙音龍多加參尊者造; 普巴扎西仁波切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1132 普遍勝利 普遍勝利編輯小組編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877 江波之月: 洪江波作品集 洪江波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19884 無盡藏: 小魚刻印.陳潔晧作鈕.瓷印集 小魚, 陳潔晧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4382 國小英語基礎300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壹零壹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遍勝利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進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琴園國樂團



9789868864399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六-1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06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二年級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13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三-1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20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三-2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37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四-1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44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四-2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51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五-1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68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五-2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75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五-3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8983199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六-2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00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六-3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017 國小英文基礎300字. 六-4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7-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85 健康系列. 醫院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192 健康系列. 緊急救援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08 健康系列. 診所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15 活動系列. 派對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22 活動系列. 節慶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39 活動系列. 遊樂園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53 參觀系列. 當地特產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60 參觀系列. 歷史遺跡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284 參觀系列. 觀光景點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07 逛街系列. 購物中心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14 逛街系列. 禮品店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21 逛街系列. 超級市場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38 逛街系列. 運動衣飾店篇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52 校園美語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69 英檢中級單字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83 自然發音系列A-Z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390 KK音標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20 寓言故事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譯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37 英檢初級單字系列A-Z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9-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51 生活美語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68 情境主題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譯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75 旅遊會話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482 商務會話系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2013-08-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6974 全球MBA名校申請指南. 2015 張詠誠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359 美的軌跡: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夢: 雄獅美術四十二年記李賢文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41373 欲望的教育: 美意識創造未來 原研哉作; 李柏黎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741373 欲望的教育: 美意識創造未來 原研哉作; 李柏黎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228 未見鍾情. II, 實境 懷觀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0462 我家陽臺有菜園: 讓心愛的家人吃出幸福的滋味朴熙蘭, Login Book著; 陳品芳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486 首爾的美麗旅遊聖經: 彩妝、美容、保養與生活,專屬女生的時尚魅力!朴松著; 博誌文化, 翁培元編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493 我的幸福手作麵包: 打造全家健康營養的烘焙教科書李成實作; 蔡家燕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509 畫的比說的好理解: 化繁為簡的圖形式職場溝通術黃劍峰, 蘇芮生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0172 讓孩子聰明很簡單: 培養兒童十大能力的創意提問法扈源嬉著; 郭淑慧譯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雲夢千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詠瑞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14417 這樣的圖表才專業: 非學不可的Excel商務圖表重點觀念與技法劉萬祥著 2011-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4608 美少女拍照POSE全圖解: 平面麻豆養成術 林建睿, 林慧君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4820 網頁設計應用集: Photoshop+Flash+Dreamweaver 黃乾泰, 陳芸麗著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4844 SPSS統計分析與實務 林傑斌, 林川雄, 馮兆康作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4899 實用微積分 李德治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4905 管理資訊系統 陳瑞陽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4943 Windows Server 2008 R2伺服器建置與管理 李蔚澤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4974 Visual C# 2010從零開始 資訊教育研究室作 2011-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4981 達人嚴選!專業簡報設計素材大全: 400個好用範本X878個一流素材金愛振, 李承一著; 博碩文化編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4998 學會Android應用開發的18堂關鍵基礎課程 吳亞峰, 索依娜編著 2011-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001 專案管理實務: 利用完整的控管文件來管理專案葉乃嘉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025 JUNOGRAPHY: 跟鄭俊浩學國際級CG電繪技法 鄭俊浩作; 郭淑慧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032 ASP.NET 4.0初學指引: 使用Visual Basic 2010 陳錦輝作 2011-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049 Linux系統建置與實務 湯秉翰作 2011-07-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2015056 超可愛紙藝文具設計: 44種創意主題與素材範例讓你輕鬆打造個人風格!柳在恩, 金信愛, 張寶卿著; 張淑敏編譯 2011-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063 讓雲觸手可及: 微軟雲端運算實踐指南 王希等編著; 趙立威, 方國偉主編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070 時尚的背後: 人像編修的終極解密 江玟樺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094 拍出瞬間幸福: 照片裡的美感氛圍與寫下的心情故事金銀貞著; 呂欣穎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131 iPad 2超夯特攻祕技 Mac Lion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155 一定要學會的HTML5+CSS3網頁設計實作應用 高京希著; 博碩文化編譯 2011-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162 ASP.NET 4.0從零開始: 使用C# 2010 資訊教育研究室作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216 Android好用軟體特蒐!: 生活、工作、娛樂必備app330+李麗敏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339 雲端網站應用實作: 基礎入門與私用雲端設計 賈蓉生等作 2011-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377 愛上手繪: 教你培養靈感與畫出個人特色 Chunso作; 呂欣穎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384 與亞洲29位頂尖設計名師接軌: 500款藝術X商業作品賞析010press, 聶佑佳編著 2011-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15407 創意是這樣畫出來的: 無限發想的心智圖超效思考法曲智男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414 iPhone數位相機程式開發應用集 細谷日出海作; 鄭英龍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421 iPad 2+iOS 5終極使用手冊 小雲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博碩文化



9789862015445 創新產品設計: 從了解色彩、素材及完成開始 金宣我等著; 黃璇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476 Java分散式處理實務精要: 奠定雲端基礎的63個思考術林昊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490 iPhone 4S進化新體驗 酆士昌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551 數學!這樣準備保證上: 國中數學資優班考前衝刺秘笈數理資優研究團隊作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605 打造安全無虞的Web Applications: 從策略制定、程式開發，到防止惡意攻擊之必備對策白皮書德丸浩著; 博碩文化, 廖文斌編譯 2012-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803 攝影受賞達人親授的87堂課: 從光影色彩的活用到主題故事的串聯與意象觀點的詮釋金株源著; 博碩文化, 林建豪編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5841 Android程式設計實例入門 高橋麻奈著; 博碩文化編譯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5896 不禁食的瘦身料理: 美男廚師的101道美味低卡食譜申效燮著; 陳品芳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6008 iPhone x iPad Photography究極行動攝影術 Bochin Shen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6145 Unity 3D遊戲開發設計實務 9Cloud工作室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6190 new iPad+iOS 6終極使用手冊 小雲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6220 升高中數理資優班歷屆試題影音解說 數理資優研究團隊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623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完整版 姚瞻海, 劉齊光作 2012-07-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2016268 自然界的設計力: 了解隱藏於後的通用體裁與設計準則Maggie Macnab作; 吳國慶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6336 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Oracle 黃仁鵬作 2012-10-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016350 Java程式設計師的職場進化之路 吳亞峰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6374 設計心: 用色彩玩出驚艷好感性 Kim Jung Hae作; 陳品芳編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6541 新多益逆轉勝!新多益認證非會不可與最強工具的單字速憶組合油漆式外語研究中心著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6572 足感心的禮品包裝: 一看就會的百種溫馨包裝法金仙英著; 博碩文化, 郭淑慧編譯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6602 MySQL+PHP初心者的學習殿堂: 資料庫x動態網頁設計實務養成西沢夢路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6879 Office 2010: Word/Excel必學的實用技巧 王碩藝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265 孫正義の簡報術: 23種振奮人心的奇蹟簡報術 三木雄信著; 程壹德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333 ASP.NET MVC4全方位專業網站開發實戰演練 Jeffrey Palermo等著; 廖信彥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7340 iOS6實戰: 專家親授98個關鍵技巧打造超實用AppsBear Cahill著; 江良志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425 單頁式Infographic設計 禹錫晋, 金美利著; 郭淑慧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456 3秒決勝: 揭開商品包裝設計擄獲人心的秘密 Nikkei Design著; 余思佳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531 重要鏡頭不失手: 10大攝影專題教你拍出屏息一瞬的好作品Laurie Excell等合著; 薛世賢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7562 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Excel Home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293 Excel樞紐分析活用技巧大辭典 Excel Home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347 10天學會Ruby on Rails: Web2.0網站架設速成 劉至浩, 孫以陶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422 嗯!Office 2013我也會: 超實用的活動DMX財會營收X銷售分析X互動影音X雲端協同範例即上手陳冠宇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439 Evernote雲端整理術: 提升記事效率的137個實用筆記酆士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446 新居裝潢設計: 滿足家族成員需求的幸福提案精選林尚範著; 郭淑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453 時尚輕熟女非看book 黃楨善著; 江依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460 Unity 3D手機遊戲開發實戰: 核心技術完全公開 金璽曾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477 Eclipse完全攻略: 從基礎Java到PDE外掛開發 宮本信二著; 廖文斌, 許郁文, 博碩文化譯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018484 Word 2013最強幫手360+ Excel Home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491 Windows 8.1從入門到精通: Metro介面X傳統Windows操作X多重主機酆士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507 臺灣經濟關鍵下一步: 兩岸經濟整合的趨勢與挑戰童振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514 活學活用PowerPoint 2013: 全方位快速搞定活動提案X動畫編輯X商業管理應用勁樺科技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521 HBase: 搞定Big Data: NoSQL實戰 Nick Dimiduk, Amandeep Khurana著; 謝磊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552 輕鬆學習DraftSight 2D CAD工業製圖 趙榮輝等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576 精實軟體度量 張松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583 3ds Max 2014建模技巧與動畫設計實務 陳志浩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606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實例演練與系統開發 許清榮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613 iWork活用萬事通: Keynote、Pages、Numbers一本學會!蘋果梗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637 「免費AppX廣告」的獲利時代: 24個成功關鍵法則,讓你月入數萬到數百萬廣告費新城建一, Appliya編著; 劉柏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644 3D列印無限可能: 從打造自己的3D印表機到輸出個性化3D物件James Floyd Kelly著; 王豪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675 手繪生活小雜貨: 妝點繽紛可愛的每一天 張成恩, 朴智筵著; 林建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682 吃對家常菜最健康: 揭開食物的營養密碼 張曄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699 漫遊趣: 浪漫的水鄉古鎮杭州 小麥咖啡編.繪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05 Arduino輕鬆入門: 範例分析與實作設計 葉難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29 愛上早午餐!健康、營養、充滿愛心的全家餐點子瑜媽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36 讓小孩愛上吃飯不挑食的美味餐點 子瑜媽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43 親子幸福手作: 超可愛黏土輕鬆做 太史曉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781 小倆口幸福餐桌: 簡便少鹽的122道早午晚餐X小菜X烘焙X特別推薦料理李賢珠著; 牟仁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804 神奇小臉術: 每日10分鐘持續6週的臉部彼拉提斯,妳也是漂亮瓜子臉Jin San-Ho, Yong Sun-Hee著; 陳郁昕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811 WordPress Plugins百大外掛精選 Pseric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828 脫貧窮の硬技巧!: Excel教我的那些理財記帳、投資管理大小事艾凡斯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835 Linux程式設計完全攻略: 記憶體管理x檔案系統x多執行緒x網路x多媒體楊宗德, 呂光宏, 劉雍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842 我的私房簡單菜: 零失敗的130個美味技巧 月亮晶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859 Android變形金剛: 程式設計實戰應用 柯博文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866 輕熟女幸福理財計畫 宋智燕著; 牟仁慧, 吳珮瑜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873 花語呢喃: 70組家居插花作品、365天的幸福慢生活郭少靜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880 Arduino完全實戰手冊 Martin Evans, Joshua Noble, Jordan Hochenbaum著; 王冠勛譯2014-02-00 平裝 1

9789862018897 All about chicken: 96道雞肉食譜與搭配餐點讓你輕鬆變化出各式小菜X湯品X早午餐X宴客料理劉善美著; 孫宏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3762 世界的原創手繪魔力: 20位大師的彩繪插畫夢境國度趙勇權編著 2010-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13977 學會捕捉瞬間氛圍,帶著美景回家吧! 齊鳳臣著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3991 包裝紙盒設計: 實用盒形結構544例 陳金明編著 2010-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404 你準備好了嗎?: 別被紙老虎嚇著了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7232 兩岸三地天國心 李錦洪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927249 兩岸三地信仰情 李錦洪著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362 反核? 擁核?公投? 王寶玲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6986 考臺聯大用基礎光學 賴樹聲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圖創意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集夢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鄂圖曼

送存種數共計：97

送存冊數共計：97

喇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歌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733 日本海軍陸戰隊興亡史. 下冊, 敗亡重生(1942-2013)何永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089 Arduino超音波測距機設計與製作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6096 Arduino手機互動跳舞機設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8319 Baby black’s mirror 石晏如, 唐唐編著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692 The nutcracker and the mouse king 蘇于珊改寫; 林鈺涵繪圖 2013-1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38 大紅鼻魯道夫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45 The Golden Goose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83 除夕藏掃帚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890 Hiding broom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1-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06 穿長靴的貓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13 Puss in boots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20 元宵提燈籠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2-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37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44 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51 阿拉丁與神燈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68 Aladdin and the magic lamp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75 小紅帽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82 Little red riding hood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748999 灰姑娘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004 Cinderella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028 小木偶奇遇記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035 拇指姑娘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9789865691042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2205 真心悔改的彼得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12 列那狐童話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29 列那狐傳奇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36 天方夜譚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43 吹牛大王歷險記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50 風雪奇緣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67 飛馬傳奇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74 原來如此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81 魔法灰姑娘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22298 乞丐國王 Profile of Grimm原著; Fisher Yu改寫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605 商標侵權與損害賠償研究 林洲富撰寫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5670 職業學校一般科目社會領域: 地理. II 陳昌, 李慧珍, 蔡坤年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687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 音樂應用藝術篇 梁秀玲, 蔡郁君, 鄭逸伸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9071 禿頭的人會有頭皮屑嗎?冷知識追追追 冷冬貴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智慧財產法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智慧星圖書



9789865819057 最白話的基礎居家風水學 常娟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25 為什麼麥當勞旁邊常會找到肯德基?冷知識追追追冷冬貴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32 聳人聽聞的離奇巧合事件: 真的是巧合嗎? 陳奇勳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49 趣味玩成語填空遊戲. 基礎篇 郭彥文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19156 你不可不知的經典500文化常識 張中延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63 別再問"為什麼",這裡通通有!!!神奇的科普常識全知道徐肇傑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70 九死一生的恐怖謎團: 北緯30度線的恐怖死亡! 陳奇勳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87 睡覺和看電視哪一個比較累?: 小生活裡的大學問冷冬貴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194 你會的成語夠多嗎?: 有趣的成語接龍遊戲 郭彥文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43560 六支琴槌技巧在木琴演奏中的運用: Wonderland: 吳珮菁木琴獨奏會之演奏詮釋. 2011吳珮菁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4192 最強銷售;成交顧客,成交人才,成交一切! 張昶恩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201 都是珍奶惹的禍 李光福著; 綠豆芃繪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249 鴻海帝國的背後機密 王樵一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95256 華爾街之虎 雪城小玲, 陳思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020 機車考照完全手冊. 2014 智繪文化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超邁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智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傑優文化



9789868961524 老夫子圖說成語. 第一冊, 語文篇 王澤漫畫原著; 涂茂奇, 張博成, 陳潔琳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531 老夫子圖說成語. 第二冊, 數學篇 王澤漫畫原著; 涂茂奇, 張博成, 陳潔琳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548 老夫子圖說成語. 第三冊, 自然與生活科技篇 王澤漫畫原著; 涂茂奇, 張博成, 陳潔琳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555 老夫子圖說成語. 第四冊, 社會篇 王澤漫畫原著; 涂茂奇, 張博成, 陳潔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562 老夫子圖說成語. 第五冊, 藝術與人文篇 王澤漫畫原著; 涂茂奇, 張博成, 陳潔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1579 老夫子圖說成語. 第六冊, 生活篇 王澤漫畫原著; 涂茂奇, 張博成, 陳潔琳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2015 抹不掉的影子 蔡丁耀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2022 國際私法基礎知識論集 馬漢寶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2374 回眸青春: 中國知青文學 王力堅作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2381 融通與新變: 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 郭永吉等作; 王次澄, 齊茂吉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2398 黃文吉古典文學論集 黃文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2404 讀書.札記 戴麗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2527 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 林慶彰, 蔣秋華主編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92534 六朝家庭經學教育與博學風氣研究 郭永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5020 先懂孩子,再懂教: 兒童7心座 王秀園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5037 聞盡: 呼喚心內的觀音 釋心道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5044 劉蟠給你好運到. 2012 劉蟠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5068 劉蟠給你好運到. 2013 劉蟠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5075 二殘餘緒 林勤霖作 2013-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65082 兒童心理解碼書 王秀園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5099 劉蟠給你好運到. 2014 劉蟠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01454 寶石配戴你: 呵護自己愛情、財富、健康的隨身工具書沈嶸著 2010-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01461 生死謎藏 方燁天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501485 生死謎藏 方燁天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501478 生死謎藏 方燁天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8501492 2012 方燁天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65006 2012 方燁天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貿騰發賣



9789868431621 八字集議. 乙下 呂家恂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65013 劉蟠給你好運到. 2011 劉蟠著 2010-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409 大涅槃了義法典: 六根圓通法門 直了居士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2123 漫畫輕鬆入門 健一 , 張曉波著 2011-05-00 平裝 1

9789866142130 動漫實戰演練 健一, 建帆作 2011-05-00 平裝 1

9789866142147 漫畫技法應用 健一著 2011-05-00 平裝 1

9789866142161 黏土造型狂想曲 汀可.提洛夫著; 蕭文珒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6142178 針織設計的肌理藝術 施雅玲著 2012-03-00 其他 1

9789866142185 奇幻卡通創作技法: 機器人繪製 葛斯.湯普森(Keith Thompson)編著; 越嫣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6142192 人物水彩畫藝術: 概述.賞析.技法 馮信群, 許晶編著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6142246 設計現場: 不可不知的設計17招 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第三屆畢業生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253 成為下一個設計師: 設計實務流程解析 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第三屆畢業生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260 動物素描 道格.林德斯特蘭(Doug Lindstrand)著; 劉靜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277 構圖的藝術 伊恩.羅伯茨(Ian Roberts)著; 孫惠卿, 劉宏波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284 奇幻藝術繪畫技巧 索卡爾.邁爾斯(Socar Myles)作; Coral Yee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291 漫畫與動漫小說之人物姿態描繪完全手冊 丹尼爾.寇涅(Daniel Cooney)原著; 朱柄樹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307 奇幻魔獸造形彩繪: 魔域幻獸創生秘技 凱文.沃克著; 高倩鈺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314 動漫電玩大卡司 Chris Patmore著; 楊淑娟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33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四屆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第四屆畢業生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345 掌握漫畫技巧: 漫畫家Mark Crilley的30堂創作必修課馬克.庫力雷(Mark Crilley)著; 唐強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6142352 創作電玩遊戲之奇幻藝術 比爾.斯托納姆(Bill Stoneham)著; 劉碩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142369 生存術: 設計交鋒 南北會師 許和捷總編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376 超萌之Q版漫畫描繪秘笈 瓊安娜.周(Joanna Zhou)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等覺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一代圖書



9789866142383 奇幻插畫大師 Imaginefx編著; 尹磊, 唐雪, 許晶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4971 藝用人體結構繪畫教學 胡國強編著 2010-09-00 平裝 1

9789868464988 超級動漫入門CG技法: Q版人物 王強編著 2010-10-00 平裝 1

9789868464995 服裝畫技法百科: 服裝設計圖解指南 卡蘿.努娜麗(Carol A. Nunnelly)作; 沈淑儒, 施雅玲譯2010-10-00 平裝 1

9789868647909 超級動漫入門CG技法: Q版動物 王強編著 2010-10-00 平裝 1

9789868647916 手繪景觀設計表現技法 劉晨澍, 劉艷偉編著 2011-02-00 平裝 1

9789868647923 手繪室內設計表現技法 馮信群, 劉曉東著 2011-02-00 平裝 1

9789868647930 手繪POP百日通.創意插圖教程 徐新編著 2011-03-00 平裝 1

9789868647947 卡通動漫造型設計教室 劉平雲作 2011-03-00 平裝 1

9789868647954 卡通動漫30日速成: 美少女 叢琳作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8647961 卡通動漫30日速成 叢琳作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8647978 卡通動漫30日速成: 場景 叢琳作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8647985 卡通動漫30日速成: 美少男 叢琳作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8647992 卡通動漫30日速成: 特效 叢琳作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6142000 卡通動漫30日速成: 動物 叢琳作著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6142017 韓國美少女卡通插畫技法速成 叢琳著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6142024 動漫美少女全攻略 叢琳編著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6142031 懶蟲的枕頭.魔幻世界 盧晨作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6142048 速度與激情: CG美女賽車的締造者MATRIX 矩陣著 2011-01-00 平裝 1

9789866142055 數位動畫設計完全手冊 Andy Wyatt作; Coral yee譯 2011-03-00 平裝 1

9789866142062 卡通動漫屋. 表情篇 叢琳編著 2011-03-00 平裝 1

9789866142079 卡通動漫屋. 服裝篇 叢琳編著 2011-02-00 平裝 1

9789866142086 卡通動漫屋. 體態篇 叢琳編著 2011-03-00 平裝 1

9789866142093 卡通動漫屋: 實物卡通化 叢琳編著 2011-02-00 平裝 1

9789866142109 卡通動漫屋. Q版人物篇 叢琳編著 2011-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12543 英漢、漢英兩用英中諺語寶典 顏元叔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2550 最新外國人學中國話 魏俊雄編著 2013-05-00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萬人



9789574612567 英語標準發音學習秘訣 謝旻靜, Alex Bradley主編 2013-05-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581 時代英英英漢雙解大辭典 顏元叔主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598 e下學好國中英語: 閱讀精選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604 法語發音基礎學習 白麗虹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611 e下學好國中英語: 關鍵字彙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628 e下學好國中英語: 基礎文法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635 e下學好國中英語: 重要句型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659 家庭美語情境會話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642 家庭美語情境會話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673 e下學好國中英語: 常用片語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4612666 e下學好國中英語: 常用片語 顏元叔編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4612680 日語發音基礎學習 次木一郎, 皇錦鳶編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4612697 21世紀初學者美語會話速成 魏俊雄主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703 西班牙語會話基礎學習 張振山作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710 德語會話基礎學習 孫愛玲作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727 法語會話基礎學習 丁國政作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734 日語會話基礎學習 曹玉玲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741 西班牙語發音基礎學習 顧金梅編著 2013-08-00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765 英語發音基礎學習 呂理正主編 2013-08-00 四版 其他 1

9789574612772 環遊世界80天 Anne Suzane改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2

9789574612789 小婦人 Anne Suzane改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2

9789574612796 愛麗絲夢遊仙境 Anne Suzane改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2

9789574612802 怪醫杜立德 Anne Suzane改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2

9789574612819 俠盜羅賓漢 Anne Suzane改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2

9789574612826 狼牙 Anne Suzane改編 2013-08-00 再版 其他 2

9789574612840 NEC新觀念美語教室 Andy, 謝依蘭編著 2013-08-00 四版 精裝 1

9789574612857 即學即用臺語會話 吳宏逸編著 2013-08-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2864 通用美語會話潛能捷徑: 日常生活、商務必備 莫非(Daniel James Murphy)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6

腳丫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7857 勾影人心: 一起來玩魔幻手影吧! 張正龍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6137 孟老師的甜派與鹹派 孟兆慶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6144 金錢爆之趣味投資學: 直擊股、匯、債商品,散戶也能變大師(彩色圖解版)葉俊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4454 回鍋當後媽 米樂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61 改嫁酷總裁 亮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78 換夫做閒妻 黎孅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85 總裁的天敵 有容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492 富豪的天菜 寄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08 金主的天譴 蘿絲小姐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15 極品千金奴 香彌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22 一品乞丐婆 子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39 下品無鹽妃 瑪奇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46 收服妖孽二少 桐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53 驕妻請進門 官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60 從良總經理 淺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77 幫撒旦選新娘 米樂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84 借死神一滴淚 井上青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591 當魔鬼談戀愛 白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07 蹺班總裁住我家 亮妍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14 裝窮總監騙我嫁 桐伊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21 欽點大亨當情夫 喜格格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38 重生嫡妻 瑪奇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月文化



9789862884645 公主偷夫 十二月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52 御前換妃 心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69 金主逼同居 綠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76 小祕玩隱婚 明星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83 流當大總裁 有容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690 惡女嫁皇商 香彌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706 王爺專寵妃 佟芯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713 難為太子妃 風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720 帝妃二嫁 陽光晴子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84737 帝妃二嫁 陽光晴子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84751 收買前妻 子紋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768 半路換夫 米樂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775 獨占兩世寵 白翎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782 朕在當總裁 黎孅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799 哀家好孕到 亮妍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05 公公搶當爸 花襲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12 醉誘財妻 艾林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29 護宅悍妻 瑪奇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36 掛名貴婦 官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43 計壓準老公 喜格格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002 孩子, 我們回家吧! 熊．爸爸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026 提升兒童天份的30個密招 藤家佐子著; 葉韋利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033 教出情緒不暴走的孩子 許皓宜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040 為什麼?為什麼? 丹伊田弓子監修; 王薇婷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心佛園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962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 仁千根上. 釋心佛講述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46909 中華電信程式設計(程式語言)模擬試題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6916 技能檢定會計事務丙檢(含學、術科)題庫解析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6923 四技二專數學. A(護理類數學) 編委會編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6930 四技二專會計學 王龍應編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6947 經濟與商業環境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6985 郵局招考營運職郵政法規題庫精析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6992 郵局招考企業管理題庫攻略(申論+填充題型)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005 企業管理題庫攻略(單選+問答題型)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036 鐵路英文高分秘笈 蘇秦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043 經濟部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自來水相關法規[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067 高普考法學緖論模擬試題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074 高普考中華民國憲法模擬試題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081 英文歷屆試題與模擬試題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098 工程力學歷屆試題精解 林謙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04 工程力學歷屆試題精解 林謙編著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11 高普考經濟學概要模擬試題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28 初等、地方五等公民精選2000題題庫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35 工業局招考公文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42 工業局招考英文 王文充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59 工業局招考民法概要(總則、物權、債篇租賃第二章第五節)[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66 政府採購法 胡伯強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73 環保法規概要(含產業創新條例)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80 工業局招考會計學概要 吳學瀚編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197 法學常識講義精要 徐元文編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203 高普考中華民國憲法1000題精析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鼎文



9789574547227 高普考國文1000題題庫精析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234 英文1000題精析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289 機械原理(含機械常識)歷屆試題解析 李易編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296 親職教育概要講義 楊文煌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02 社福人員兒童少年福利概要講義 陳正國編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19 社福人員兒童發展與輔導講義 馮右京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26 高普考法學緒論1000題精析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33 法學緒論精要 胡伯強編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40 法學緒論600題精析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57 管理學申論題精選360題題庫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64 管理學模擬試題(申論題型)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71 國營事業機構考試民法模擬試題(測驗題型)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88 國營事業機構商事法模擬試題(測驗題型) 簡適敏編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395 法學緒論模擬試題 [鼎文書局]編委會編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401 新制司法官律師考試測驗題型用書: 憲法測驗題庫楊律師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7418 新制司法官律師考試測驗題型用書: 行政法 楊律師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987 常用蔬果養生吃法大百科 李岡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94 圖解周易大全 浩之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4658 新手也會畫!我的第一本手繪日記 吉子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718 堅持,才有翻身的機會: 從逆境中挑戰你的藍海,人生絕對會不一樣!周春明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8301 鶯歌瓷仔-故事講袂完. I: 清領與日治時期 楊國龍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大嵙崁溪環境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新文創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475 A complete guide to archaeology Chien-jung Chiu, Pao-ling Chiu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8069 遺址博物館旅人誌 高麗真等作.文字及攝影 2013-12-00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776 藝游於陶: 臺灣藝術家陶作展 林寬裕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6806 火的形與色國際陶藝展: 畢卡索、漢斯哈同、曼菲多波西、金恩中、吳炫三聯展林寬裕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746 活著的泥土: 曾章成陶藝個展 林寬裕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8007 天馬行空: 全國生肖陶藝競賽展. 2014 林寬裕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745 掏寶趣板橋地政國寶檔案展特輯 林纖華總編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097 三重埔是咱家: 互動、感動、回饋 三重區公所全體同仁編撰 2013-11-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48521 新北市口述歷史. 傳統藝術類, 鄉土戲樂全才 林竹岸施德玉撰述 2012-12-00 精裝 2

9789860348699 新北市口述歷史. 宗教民俗類, 鼓鐘于宮 黃清龍道長的生命史李麗涼編撰 2012-12-00 精裝 2

9789860368062 歷史建築新莊武德殿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閻亞寧主持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370362 新北市口述歷史. 傳統藝術類, 李煥章先生口述歷史專書: 剪紙藝師: 李煥章蕭淑貞撰稿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0380460 人間模樣: 蘇善臺語詩 蘇善著 2013-11-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三重區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



9789860380477 鹿窟的春天 陳去非著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0484 俠骨猶香 姚霆著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0491 放鳥的日子 段彩華著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0736 前世今生話林園 李乾朗作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80880 寰宇遊蹤: 林彥助詩書畫集 林彥助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0897 鶯歌.窯燒物語 錢麗安採訪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0903 土城樹林.桐花沐林 黃倩茹採訪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0910 雙和.綺麗迷城 藍田玉採訪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0927 三峽.藍染老街 盧家珍採訪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1733 孵夢之城 郭桂玲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1740 長尾山娘的山林 沈秋蘭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1849 平行線 劉勇辰著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2211 我書: 田運良詩札 田運良作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83577 人生拼圖: 李魁賢回憶錄 李魁賢作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91831 新北市文創品牌與智慧財產國際論壇會議實錄. 2013林寬裕總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4818 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三屆: 成人組舞臺劇本于玟, 李玟, 翁玉琴企劃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4825 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三屆 于玟, 李玟, 翁玉琴企劃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403237 擊鼓樂: 新北市國際鼓藝節-成果專輯. 2013 林寬裕總編輯 2014-01-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4768 客情犇彩: 尊嚴.格局.凝聚力 彭惠圓總編輯 2013-06-00 平裝 2

9789860360387 客饗新北 彭惠圓總編輯 2013-02-00 平裝 2

9789860361445 黑白藝術幻境: 世界傑出攝影家李松茂40回顧大展作品集許正昌總編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0361438 黑白藝術幻境: 世界傑出攝影家李松茂40回顧大展作品集許正昌總編輯 2013-03-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3682 新北好客人. 校長篇 彭惠圓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44

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新北市勞工局



9789860397796 勞資爭議類型化個案選輯 許秀能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075 新北四季好食材 銀髮族高血脂食譜 林金富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761 新北四季好食材 銀髮族高血壓食譜 林金富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081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年報. 101年 諶立中總編輯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462 澳視群倫: 百年校慶紀念特刊 吳秋娟等編輯 2013-09-00 其他 2

9789860386462 澳視群倫: 百年校慶紀念特刊 吳秋娟等編輯 2013-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986 文昌帝君文化祭. 2013: 新莊文昌祠歷史源流 溯源文昌帝君二百年楊逢元執行主編 2013-10-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1982 高等營養與代謝 Sareen S. Gropper, Jack L. Smith, James L. Groff原著; 蕭寧馨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181 助人工作者的養成歷程與實務 Marianne Schneider Corey, Gerald Corey著; 黃慈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3590 靈學問與答:第一輯 向立綱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新莊區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衛生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新北市澳底國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6605 中華民國之命運 王之政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308 莎士比亞名作全集 莎士比亞原著; 瑪麗蘭姆, 查爾斯蘭姆文; 蕭乾譯 2013-12-00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336 經典閱讀與應用. 2013: 儒道教化對青年品格素養之提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通識教育中心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269 傳統與轉變萊恩史道伯玻璃創作展 林榮洲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1276 小品品大: 陳淑芳玻璃藝術創作展 林榮洲總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6875 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 2013 鐘允澤等作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86882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13 張英珉等作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4597 發現竹塹在地產業聲音: 竹塹產業耆老訪談口述歷史江天健, 陳鸞鳳, 張瑋琦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0394597 發現竹塹在地產業聲音: 竹塹產業耆老訪談口述歷史江天健, 陳鸞鳳, 張瑋琦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0398236 與海相遇之地: 新竹沿海的人地變遷 韋煙灶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8236 與海相遇之地: 新竹沿海的人地變遷 韋煙灶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9448 新竹牌坊: 無言的史詩 張德南作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竹市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生活雜誌



9789860380019 新竹市微旅行: 慢活.樂遊新竹市 陳進來等編輯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916 紮根十年: 和諧.快樂.進步: 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創校10年特刊蘇秋桂總編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0923 悠悠水道.流轉歲月: 汀甫圳 李奕樵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031 祕密. II, 分享 瑪麗.艾德琳(L. Marie Adeline)作; 吳宜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48 馬塞林為什麼會臉紅? 桑貝(Sempe)作; 尉遲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55 哈伍勒的祕密 桑貝(Sempe)作; 尉遲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62 銀砂糖師與黑妖精: 砂糖林檎童話故事 三川美里作; 涂愫芸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79 內田悟的蔬菜教室: 當季蔬菜料理完全指南: 保存版春夏內田悟作; 林仁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7535 綠色交通: 慢活.友善.永續: 以人為本的運輸環境,讓城市更流暢、生活更精采洪美華等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6967573 過敏,不一定靠藥醫: 劉博仁醫師的營養療法奇蹟之3劉博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580 膽固醇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井藤英喜著; 林雅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2811 五色鳥的故事(和尚鳥个故事) 吳聲淼文; 湯敏圖 2013-11-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竹縣兩河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市婦女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米粒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878 新竹縣.微旅行: 綠色慢遊.在地樂活 戴琳儷作 2013-07-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9435 竹光盛宴: 新竹縣山海湖自然暨人文景觀攝影比賽專輯蔡榮光總編輯 2013-02-00 精裝 2

9789860369045 張明芝攝影專輯 張明芝作 2013-06-00 精裝 2

9789860381009 鄭永國 陶藝花園 蔡榮光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9520 Frank Norris: his novels and his world 洪全揮著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6502 矯正理念與監獄建築: 探索牆裡乾坤新視界 吳憲璋, 賈孝遠, 趙國瀛作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8756502 矯正理念與監獄建築: 探索牆裡乾坤新視界 吳憲璋, 賈孝遠, 趙國瀛作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8756502 矯正理念與監獄建築: 探索牆裡乾坤新視界 吳憲璋, 賈孝遠, 趙國瀛作 2011-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3193 我知故我表 葉民松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91831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圖; 孔繁璐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圓明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新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賈孝遠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縣文化局



9789570391954 神奇魔幻的民間傳說 安.雪爾比(Anne Shelby)著; 吳佩蓁圖; 孔繁璐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7759 SF大事典 高橋信之監修; 高詹燦, 黃正由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766 感動主廚的法式湯品代表作 永瀨正人編著; 大放譯彩翻譯社, 李明穎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773 繪師一定要知道的光影技法開課了! 鯉登潤監修; キワココ畫; 蔣佳珈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780 13Kg速甩不復胖!: 蔬果汁瘦身的早餐提案 岡田明子作; 林麗秀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797 10大名店幸福小蛋糕主廚代表作 永瀨正人編著; 沙子芳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803 最基礎棒針教室: 第一堂課筆記本 學校法人, 文化學園, 文化出版局編著; 楊鴻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810 同人誌大玩情境配色全攻略 Starwalker studio作; 大放譯彩翻譯社, 羅淑慧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827 62堂鬥智不鬥力的誘敵心理學 內藤誼人作; 林麗秀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834 頂級咖啡師專業養成研習 永瀨正人編著; 蔣佳珈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841 無接痕圖樣&紋路質感素材集900 江見敏宏著; 呂丹芸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7858 日本鐵道科學完全探索 宮本昌幸作; 張華英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865 聰明懶人這樣整理收納!! 吉川永里子作; 蔣佳珈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872 設計應用素材集. 校園篇 Armz作; 徐亞嵐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7896 同人誌大玩插畫設計全攻略 Starwalker studio著; 大放譯彩翻譯社, 羅淑慧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02 親手打造自然風綠庭園 安藤洋子監修; 瑞昇編輯部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19 用iPhone拍出高質感照片的魔法技巧 名鹿祥史, 本田光一著; 侯詠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26 超犯規!我會畫閃亮亮大眼美女 超可愛!!漫畫插圖委員會作; 侯詠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33 不一樣的快樂兒童餐 高田ゆみこ作; 闕韻哲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40 水果蛋糕的美味祕訣 熊谷裕子作; 沙子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57 人氣名師拼布包代表作 主婦と生活社編著; 高詹燦, 劉中儀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64 奇幻大事典 Studio Hard Deluxe作; 高詹燦, 黃正由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71 開店最吸睛!冷飲&熱飲MENU 永瀨正人編著; 黃瓊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88 身邊常見的現代化生活科技 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著; 林鍵鱗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7995 想對狗狗說的許多話 中村多惠監修; 張華英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02 1-10歲孩子的教養密碼 池川明, 飛谷由美子作; 郭玉梅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19 可揉可不揉!第一本最好吃麵包書 藤田千秋作; 沙子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昇文化



9789865749033 觀察體表&結構: 動態姿勢集 佐藤良孝著; 鄭世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40 第一本現打濃醇香豆漿精力湯 岩本惠美子作; 瑞昇編輯部編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57 調酒師最先端雞尾酒譜 いしかわあさこ編著; 張華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64 壇蜜流の情色心計 壇蜜作; 高詹燦, 黃正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71 午餐最好一個人吃: 前星巴克CEO給管理者的31個叮嚀岩田松雄作; 高詹燦, 劉中儀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6000 畫說原鄉: 廖書賢油畫個展. 2012 廖書賢作 2012-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1209 父母效能訓練 湯瑪斯.高登著; 張珍麗, 張海琳譯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247 玻璃天空 北村薰作; 陳佩君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261 Story seller 有川浩作; 許金玉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278 絢爛的流離 松本清張作; 黃文玲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285 殺意必定三度降臨 東川篤哉著; 鄭舜瓏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292 鷺與雪 北村薰著; 陳佩君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08 空之城 松本清張作; 陳冠貴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15 困頓之人 大野更紗作; Hana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22 獨眼少女 麻耶雄嵩作; 邱香凝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46 起風了 堀辰雄作; 江荷偲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53 愛的禁行式 本谷有希子著; 江宓蓁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60 虛幻羊群的宴會 米澤穗信作; 江宓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77 劍豪生死鬥 南條範夫著; 蕭雲菁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84 字母的盡頭 CS理查森(CS Richardson)作; 嚴慧珍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391 平成猿蟹合戰圖 吉田修一作; 鄭舜瓏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445 清須會議 三谷幸喜著; 蕭雲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0790 城堡 法蘭茲.卡夫卡作; 高年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雨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義昌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7812 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 林慶彰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48 的驚喜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48 的驚喜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55 無常的覺知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55 無常的覺知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62 愁予的傳奇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62 愁予的傳奇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79 歸O解易十六講 廖慶六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30 語文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蒲基維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15 我夢周公周公夢蝶 蕭蕭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39 游藝與研學: 唐宋俗文學研究論集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46 章法論叢 中華章法學會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輯 1

9789577398260 重構與新詮: 唐宋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77 憶記與超越: 唐宋散文研究論集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2013-10-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7398284 尚法與尚意: 唐宋書法研究論集 李郁周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291 尚古與尚態: 元明書法研究論集 李郁周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307 通向天堂的大門: 東方勃朗寧羅門和蓉子傳論 龍彼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314 詩經的智慧 呂珍玉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321 清華二《繫年》集解 蘇建洲, 吳雯雯, 賴怡璇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8338 先秦儒家教材研究: 以<>、<>為中心 張偉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352 衣缽的傳遞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352 衣缽的傳遞 蕭蕭, 白靈, 羅文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398376 老子心解 宋光宇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390 菜鳥先飛: 出版社實習新體驗 張晏瑞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413 孔聖堂詩詞集 楊永漢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437 戰國策語用研究 楊徵祥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444 溫庭筠接受研究 郭娟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萬卷樓



9789577398451 先公庾後私家: 宋朝賑災措施及其官民關係 楊宇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468 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 2, 養生、愛、戰爭的華語敘述張娣明, 徐承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482 讀書絕句三百首 楊君潛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05 並蒂詩香 徐世澤等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12 漢傳佛典「中陰身」之研究 陳士濱撰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8529 <>與哲學科學會通之研究 陳士濱撰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8536 文學與生命的五重奏 閱讀書寫課程教材編寫團隊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74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釋疑之研究 果濱撰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8604 旅人心境: 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 林淑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460 相對不相對: 一本貫通科學.哲學.生命.人間的現代相對論王本榮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477 國際生醫翹楚: 血小板先生伍焜玉傳 賴瑨萱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1547 會讀書 汪培珽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5493 小偵探的旅遊課: 兒童法律小學堂 魏柔宜著; Barkley繪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615 不失敗的青春期: 完美少女的教戰手冊 全英信圖.文; 張珮婕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622 血精靈女王之被遺忘的記憶 柯柯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639 我的人生和網遊都是杯具!? 風曉櫻寒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646 Why?. 3, 地中海文明與古希臘羅馬帝國 金勝烈著; 朴鐘誠繪; 張珮婕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653 幽靈酒店. 1, 歡迎光臨諾亞方舟 酥油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660 大神一斤多少錢 風曉櫻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7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9789574515677 四指鋼琴家 高廷旭著; 元裕美繪; 蘇琬清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684 科學解謎偵探團 朴世卿著; 金珠利繪; 林建豪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515691 幽靈酒店. 2, 忽悠媒人不好當 酥油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707 史懷哲: 黑暗大陸裡的曙光 李朋作; 王友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714 所向無敵的理財魔法 Orange-Toon文.圖; 林建豪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5721 幽靈酒店. 3, 再見伊斯菲爾 酥油餅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738 大神一斤多少錢 風曉櫻寒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850 Sunny kids workbook Allen[作] 2013-09-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49867 Sunny kids workbook Allen[作] 2013-09-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49874 Sunny kids workbook Allen[作] 2013-09-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44078 計算機概要: 國民營企業特考系列 陳中編著 2011-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085 計算機概要(鐵路員級) 陳中編著 2011-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108 一般行政警察四等: 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編著 2012-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4184 法學大意(測驗題庫)(初.五等) 畢勝編著 2012-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4269 貨幣銀行學大意(初.五等) 潘翔編著 2011-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4603 經濟學大意(2012初等五等) 張勝編著 2011-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4740 刑法: Key題 邱綺編著 2011-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4771 攻略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11-08-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795 攻略大法官解釋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11-08-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818 攻略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11-08-00 十一版 精裝 1

9789862444801 刑法總則 李允呈編著 2011-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4863 國文(作文)(司法人員考試用書) 林嵩編著 2011-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4870 立法程序與技術申論題庫: 金鑰 林沛編著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誠品世紀教育科技



9789862444887 國文(公文)(司法四等) 胡齡編著 2011-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4894 公民(測驗題庫)(司法五等) 啟明編 2011-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4917 英文(司特五等)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1-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4924 法律倫理: Step 1非試不可 袁翟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931 國文(測驗): 精選題庫(五等考試專用)(包括公文格式用語)胡齡, 金庸編著 2011-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4948 關鍵一輯 于亮等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955 中華民國憲法 顏強編著 2011-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4344 刑法概要 黃磊編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4962 公務人員考試: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4979 犯罪學: 金鑰 柯米諾編著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4054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嚴森編著 2011-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4986 公民(司法五等) 林茵編著 2011-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4993 民法(身分法): key題 林青松編著 2011-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5006 民事訴訟法概要 沈伶編著 2011-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013 法院組織法: 金鑰 林沛編著 2011-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037 法學大意(司法五等) 顏強編著 2011-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044 法學緒論(司法特考) 顏強編著 2011-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075 民事訴訟法: 金鑰 何臻編著 2011-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099 書記官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1-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5105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測驗題庫) 易明編著 2011-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112 刑法: STEP 1非試不可 蔡勤編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129 法學緒論(法學大意): 測驗題庫 畢勝編著 2011-1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5143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 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1-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5150 監獄學(概要): 金鑰 陳學毅, 王楚勝編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167 憲法: Step 1非試不可 蘇波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174 民法概要(司法四等考試用書) 李復昀編著 2011-11-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198 刑事訴訟法: STEP 1非試不可 俞允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204 國際公法: STEP 1非試不可 名揚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211 商事法(保險法、票據法、海商法): STEP 1非試不可李悅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228 民法(身分法): STEP 1非試不可 翊澄編著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235 國際關係及國際組織 賴榮偉編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259 民事訴訟法: STEP 1非試不可 玄羽編著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266 監獄行刑法: 金鑰 陳學毅, 王楚勝主編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273 刑事訴訟法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2012-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280 監獄行刑法概要: 預試演練 林專文, 陳學毅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297 商事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齊悅編著 2012-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310 刑法分則: 爭點三合一 法毅編著 2012-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365 行政法:80~100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張正編 2012-02-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2445372 憲法: 87~100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林思廷著 2012-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389 民法: 金鑰 伊歐編著 2012-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396 國際私法: STEP 1 非試不可 常揚編著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402 民事訴訟法: Key題 何昊編著 2012-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5419 監獄官.監所管理員: 歷屆試題 林專文編著 2012-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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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博仁編著 2012-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433 法院組織法: 預試演練 米恩編著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440 廖毅老師開講 保險法: 攻 廖毅編著 2012-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457 刑事訴訟法概要: 預試演練 吳流明編著 2012-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464 國際公法 程顥編著 2012-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488 犯罪學概要: 預試演練 紹咸編著 2012-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495 刑事訴訟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邢浩南編著 2012-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501 民法概要: 預試演練 鮑伯編著 2012-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518 民法(財產法): STEP 1 非試不可 李致斐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525 刑法: KEY題 邱綺編著 2012-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532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KEY題 齊悅編著 2012-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556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名揚編著 2012-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563 行政法概要: 預試演練 羽丞編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570 民事訴訟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青攸, 心辰編著 2012-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624 綜合法學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聯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445594 綜合法學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聯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445600 民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微言編著 2012-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617 票據法.保險法: Key題 許願, 韋琳編著 2012-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631 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預試演練 羅伊爾, 駱克信編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648 強制執行法概要: 預試演練 黃磊編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655 刑事訴訟法: 金鑰 張捷, 於平編著 2012-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662 家事事件法: 總則.家事訴訟程序 玄羽編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679 廖毅老師開講民法總則: 訣 廖毅編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693 法研所試題解析. 101年 保成法研所編著小組編著 2012-07-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2445709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修正問題研析 董謙編著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716 撲馬老師開講刑法總則破 撲馬編著 2012-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723 撲馬老師開講 刑法分則: Q 撲馬編著 2012-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730 民事訴訟法: 爭點三合一 樂琦編著 2012-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754 刑法總則 李允呈編著 2012-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761 國文(作文及公文)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778 國文(測驗)完全攻略(司法特考) 林嵩編著 2012-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778 國文(測驗)完全攻略(司法特考) 林嵩編著 2012-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5785 于亮老師開講行政法: 鬥 于亮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792 書記官歷屆試題. 85-101 保成名師聯著 2012-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808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815 刑事訴訟法 莫穎編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822 刑法概要 黃磊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839 法律倫理: 第一試非試不可 袁翟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846 行政法爭點三合一 秦波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5853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 許願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860 民法概要 常揚, 鮑伯編著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877 犯罪學 林專文編著 2012-10-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5884 公民(測驗題庫) 啟明編著 2012-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891 犯罪學有聲書 施春興編著 2012-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2445907 民法(身分法): Key題 林青松編著 2012-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5914 監獄學有聲書 王霏編著 2012-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2445921 行政法有聲書 羽丞編著 2012-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2445938 法院組織法: 體系重點整理 黎民編著 2012-10-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5945 犯罪學: 金鑰 柯米諾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952 國文(測驗)(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歷屆試題全解 江河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969 法院組織法: 解體真書 林沛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5976 強制執行法: 金鑰 施行編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5983 智慧財產權法新論 裴騰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5990 監獄行刑法有聲書 王俐虹編著 2012-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2446003 強制執行法有聲書 黃磊編著 2012-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2446010 保安處分執行法 卲咸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027 民事訴訟法: 非試不可 玄羽編著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041 法學英文 雨萱, 采揚編著 2012-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6058 法院組織法大意(測驗題庫) 林沛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065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 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2-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6072 法院組織法: 金鑰 林沛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089 民事訴訟法: 金鑰 何臻編著 2012-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096 民法(身分法): 第一試非試不可 翊澄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102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Minsanity 名揚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119 海商法 莫凡編著 2012-11-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6126 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2-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133 法院組織法 高耘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140 監獄行刑法: 金鑰 陳學毅, 王楚勝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157 民事訴訟法概要 趙芸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164 監獄學(概要): 金鑰申論題庫 陳學毅, 王楚勝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171 刑事訴訟法. 上: 爭點三合一 邢浩南編著 2012-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188 憲法: 第一試非試不可 蘇波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195 擔保物權法: 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著 2012-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6201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測驗題庫) 易明編著 2012-1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6218 國文(測驗): 精選題庫(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金庸, 胡齡編著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225 監獄學 林專文, 陳學毅編著 2012-11-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6232 刑法: 第一試非試不可 蔡勤編著 2012-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249 法學緒論 鄭中基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256 監獄官.監所管理員: 歷屆試題 林專文編著 2012-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270 觀護人: 歷屆試題 邵咸, 戴馨, 胡齡編著 2012-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287 監獄行刑法: 逐條釋義 林專文, 陳學毅編著 2012-1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6294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KEY題 齊悅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300 保險法 葉銘進編著 2012-11-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317 刑法總則: 爭點三合一 法毅編著 2012-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324 刑事訴訟法: 第一試非試不可 俞允編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331 犯罪學: 歷屆試題 林專文編著 2012-1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6348 商事法(保險法、票據法、海商法): 第一試非試不可李悅編著 2012-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355 商事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齊悅編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362 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考前模擬 羅伊爾, 駱克信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379 刑事訴訟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邢浩南編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386 刑事訴訟法: Key題 林平翊編著 2013-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409 監獄學: 歷屆試題 林專文, 陳學毅編著 2013-0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6416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 鄭盛編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423 專利師: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430 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447 刑法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454 律司新制第1.2試試題解析 保成名師聯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461 民法: 金鑰 伊歐編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485 李致斐老師開講: 民法物權(旺) 李致斐編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492 民事訴訟法: Key題 何昊編著 2013-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6508 國際公法 程顥編著 2013-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515 物權通則.所有權章: 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著 2013-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522 民事訴訟法概要 沈伶編著 2013-0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6539 國際關係及國際組織 賴榮偉著 2013-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546 刑法概要: 考前模擬 沈杰編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553 國際私法: 說法 黎民編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560 廖毅老師開講: 保險法: 攻 廖毅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577 憲法(說法) 文尚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584 關稅法務.財稅法務(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591 行政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張正編著 2013-04-00 八版 其他 1

978986244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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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博仁編著 2013-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614 考前搶分題庫: 公民 劉傑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621 憲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林思廷編著 2013-03-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6645 綜合法學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聯著 2013-03-00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446652 綜合法學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聯著 2013-03-00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446669 家事事件法:說法(含家庭暴力防治法整理表) 玄羽編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676 民事訴訟法: 說法 林青松編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683 調查局人員(調查工作組.法律實務組)歷屆試題全解保成名師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690 刑事訴訟法. 下: 爭點三合一 邢浩南編著 2013-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713 法院組織法: 考前摸擬 林沛編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720 民法概要: 考前摸擬 亞居拉編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737 與刑法有約: 解題趣 (分則篇) 李允呈編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744 行政法.寶: 終極十講 李澤編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751 作對的選擇 讓民法說話 常揚, 鮑伯編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768 家庭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含家庭暴力):考前速成戴馨編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775 民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微言編著 2013-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782 民事訴訟法: 歷屆申論試題新解 青攸, 心辰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805 刑法: Key題 邱綺編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812 關稅法務財稅法務: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829 法研所試題解析. 102年 保成法研所編著小組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836 撲馬老師開講刑法總則破 撲馬編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6843 撲馬老師開講刑法分則Q 撲馬編著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850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 2013-08-00 四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867 魁猜 保成名師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874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13-08-00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928 矯正暨觀護法典 林專文主編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6935 法律廉政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942 法制: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6959 于亮老師開講行政法: 鬥 于亮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966 民法總則 常揚, 鮑伯編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973 民法概要 常揚, 鮑伯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997 廖毅老師開講: 民法總則: 訣 廖毅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000 刑法總則: 說法 李允呈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017 強制執行法(含概要) 黎民編 2013-09-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024 民法(身分法): KEY題 林青松編著 2013-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031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048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司法特考)江河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055 民事訴訟法 趙芸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062 刑法概要 黃磊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079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黃開農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086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093 書記官歷屆試題. 85-102年 保成名師編著 2013-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109 法院組織法: 金鑰 林沛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116 犯罪學 : 說法 林專文編著 2013-09-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7123 李致斐老師開講: 民法總則: 通 李致斐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130 刑事訴訟法: 金鑰 張捷, 於平編著 2013-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147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林茵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154 錄事、庭務員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161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Minsanity 名揚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178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3-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178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3-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7185 調查人員(調查工作組.法律實務組)歷屆試題全解保成名師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185 調查人員(調查工作組.法律實務組)歷屆試題全解保成名師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192 公務人員考試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192 公務人員考試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208 英文 尤銘煌, 尤登煌編著 2013-1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7215 強制執行法: 金鑰 施行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215 強制執行法: 金鑰 施行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222 袁翟老師開講: 海商法: 播 袁翟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222 袁翟老師開講: 海商法: 播 袁翟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239 犯罪學歷屆試題 林專文著 2013-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7239 犯罪學歷屆試題 林專文著 2013-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7246 專利師歷屆試題解析 保成名師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246 專利師歷屆試題解析 保成名師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253 法院組織法大意完全攻略 林沛編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253 法院組織法大意完全攻略 林沛編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260 刑事訴訟法大意完全攻略 楊律師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260 刑事訴訟法大意完全攻略 楊律師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277 法院組織法 高耘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7284 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3-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7284 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歷屆試題 保成名師聯著 2013-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7291 各國人事制度: 申論解題攻略 張秉鈞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291 各國人事制度: 申論解題攻略 張秉鈞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307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 鄭盛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314 犯罪學: 金鑰 柯米諾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321 心理測驗: 說法 湯瑪斯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338 觀謢人歷屆試題 邵咸, 胡齡, 戴馨七人合著 2013-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7345 民法: 金鑰 伊歐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352 玄羽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 珩 溫令行, 玄羽編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7383 諮商與輔導: 說法 湯瑪斯編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7406 現行考銓制度: 申論解題攻略 陳大同編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7437 刑法分則: 爭點三合一 法毅編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6592331 心理學 喬伊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1930 司法官.律師(第一、二試)試題全解. 102年 保成名師聯著 2014-01-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2441947 監獄學: 金鑰 王捷, 陳學毅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2227 監獄行刑法: 金鑰 陳學毅, 王捷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2425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畫解難題 陸奧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2463 商事法(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證券交易法): 畫解難題凡賽堤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2470 民事訴訟法大意完全攻略 趙芸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2746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 許願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3203 吉祥獨勇能怖金剛成就法: 戰勝惡魔直書劣慧初修業者易持之課誦(中藏對照)福智翻譯小組譯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2

送存冊數共計：256

圓音有聲



9789866093234 吉祥獨勇能怖金剛成就法: 戰勝惡魔直書劣慧初修業者易持之課誦(中藏對照)福智翻譯小組恭譯 2014-01-00 第二版第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5894 搖搖屁股吧!: 布希曼人教你更接近上帝 卜雷佛.肯尼(Bradford Keeney)作; 許桂綿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6523 平衡生活: 讓你的生活少費一點力! 喬爾.勒費(Joel Levey), 米雪.勒費(Michelle Levey)著; 劉鐵虎譯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69091 研發補助提案勝經: SBIR計畫書撰寫致勝關鍵解析施圍信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589 圖解水系統滅火設備 陳火炎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69626 甄戰大學(第三類組 醫藥科) 鄒鎮哲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633 甄戰大學(藝術學群): 17而勵,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王臻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756 統計學考題精解. 102年 黃瑋, 楚瀚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69763 英文考題精解. 102年 英文研究室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800 工程力學歷屆考題精解. 101-102年 張皓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817 電磁學考題精解. 102年 劉明彰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824 電子學考題精析與菁華. 102年 劉明彰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848 經濟學考題精解. 102年 王喆, 陳達, 楊莉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69978 經濟學考題精解. 102年 王喆, 陳達, 楊莉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69855 管理學考題精解. 102年 張奇, 張承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862 自動控制考題精解. 102年 詹森, 張碩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916 工程數學考題精解. 102年 周易, 王鼎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69923 工程數學考題精解. 102年 周易, 王鼎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69930 統計學考題精解. 2, 資管所、工工所、工管所、其他(102年)黃瑋, 徐明, 楊政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947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解說 陳火炎編著 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269954 消防法規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269961 電路學決戰60天 余宏, 呂承彥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9985 電磁學與電磁波分類題庫 李長綱編著 2013-10-00 十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鼎茂圖書



9789863450023 大學口試秘笈 于菲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030 甄戰大學全攻略 張奇, 張承編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0047 三分鐘搞懂大學甄選 張奇, 衛彬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054 電子學經典試題與解析 張文清, 張維綱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061 統計學考題精解. 102年 統計研究室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50078 計算機概論考題精解(商). 102年 洪逸, 劉逸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63235 心測與教育統計分類題庫 高明編著 2013-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0108 領隊導遊英語 鄭佳慶, 沈冠亞合編 2013-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0115 甄戰大學: 建築與設計學群 張奇, 刑藝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0146 基礎統計學: Excel及SPSS之應用 陳正昌編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50153 領隊導遊考前衝刺30天 王仁俊, 鐘大歡合編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63372 公民 王小玉編著 2010-04-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8913 手能生巧: 讓孩子快快樂樂寫字 吳端文, 陳韻如作 2009-0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5339 機光電技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1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5261 建構綠能科技與智慧節能產學園區研討會暨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10張文宇總編輯 2010-11-00 平裝 1

9789866765261 建構綠能科技與智慧節能產學園區研討會暨計畫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10張文宇總編輯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約翰科大電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音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2

瑞政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約翰科大機研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647 佛陀一生行化故事 常律法師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1661 常律和尚開示錄 常律法師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1678 天然食物診斷書 常律法師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1685 常律法師說故事 常律法師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651609 觀世音菩薩正傳 常律法師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615 識曲聽其真: 古詩十九首讀本 楊珮君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4691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臺灣: 齊柏林空拍20年的堅持與深情齊柏林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806 和牛津.劍橋新鮮人一起思考: 60個絕妙問題,激發你的創造力約翰.方頓(John Farndon)著; 楊沐希, 藍曉鹿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813 我是氣質卡: 專心.堅持.全力衝刺,狗日子萬歲! 鄭華娟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813 我是氣質卡: 專心.堅持.全力衝刺,狗日子萬歲! 鄭華娟圖.文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820 剖開您是我的榮幸 皆川博子著; 王華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820 剖開您是我的榮幸 皆川博子著; 王華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837 歐遊情書: 因為太美,一定要說給你聽的風景 謝哲青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844 烏鴉姬不宜穿華裳 阿部智里著; 陳系美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851 謝謝你(不)愛我 女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868 決戰王妃. 2, 背叛之吻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賴婷婷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875 好想永遠住下去!: 32間特色民宿X100人真實體驗小野等作家群+圓神編輯團隊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882 只有香如故: 林義雄家書 林義雄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上冊 2

9789861334899 只有香如故: 林義雄家書 林義雄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下冊 2

9789861334905 讓利,讓你無往不利: 永康國際商圈推手李慶隆的故事李慶隆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912 說不出的故事,最想被聽見 史戴分.格羅茲(Stephen Grosz)著; 劉嘉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群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3513 56款用牛奶盒做の布盒&小物 貴夫人社編輯部監修; 潘舒婧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759 圖解古代兵器 水野大樹作; 張詠翔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766 現代特種部隊 坂本明作; 呂郁青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773 森永洋の模型迷宮日記. 第一集, 野戰灰色之卷 森永洋作; 許嘉祥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780 服裝繪畫技法完全攻略 I.CHOCO企劃編輯; 劉淳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73803 好心動!戀上歐式小布盒 佐伯真紀作; 潘舒婧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10 德國空軍戰鬥機. 1935-1945 野原茂作; 張詠翔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27 1/700帝國海軍軍艦模型製作實例 Takumi明春作; 許嘉祥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73834 哇嗚-Whoopie烏比派! 高橋教子作; 賴惠鈴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41 大小都「繪」の簡筆插畫Book. 6 須山奈津希作; 潘舒婧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58 怎麼拌都行100道創意義大利麵 真中陽宙作; 邱婉婷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65 漫畫素描技法. 9, 骨骼&肌肉篇 C.C動漫社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72 皮革工藝. Vol15, 皮帶、手環篇 高橋矩彥作; 李信伶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89 漫畫素描技法. 10, 美男篇 C.C動漫社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896 DOG愛犬造型百科. 6, 貴賓狗篇 井澤豐一郎作; 林欣瑩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02 世界水面戰鬥艦 坂本明作; 張詠翔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19 畫出自然飄逸の漫畫服裝 伊藤サトツ作; 劉淳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26 1分鐘治好腰痛 酒井慎太郎監修; 高智賢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33 來做情景模型. Vol.3, 石造建築篇 Laszlo Adoba作; 卡米柚子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40 水果切雕&盤飾祕訣 FRUIT PARLOUR TAKANO作; 潘舒婧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57 陽臺就是菜園子 松井孝作; 邱婉婷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64 皮革工藝. Vol.16, 男用皮夾篇 高橋矩彥作; 李信伶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71 戰車模型低級技術指南 老花眼梅本作; 許嘉祥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88 五花八門義大利麵 吉田宏介作; 高智賢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3995 好想來一杯超人氣飲品DIY 永瀨正人編集; 吳冠瑾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01 好企劃都是偷來的 松尾里央作; 賴惠鈴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18 貓咪の真心話大冒險. 奇妙發現篇 鈴木昌子編集; 劉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25 讓學生不想下課的西文課. 西班牙語初級會話篇陳怡君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5

楓書坊文化



9789865775032 三餐吃得巧: 告別痛風、高尿酸血症 谷口敦夫, 牧野直子作; 陳韻如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49 從人體解剖圖學習人物素描 岩崎こたろう, カネグ工房作; 林倩伃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56 超酷炫便利貼活用BOOK Killigraph Project監修; 潘舒婧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63 圖說古埃及象形文字 馬利林納.貝特羅(Marilina Betro)作; 于宥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70 學畫畫真簡單. 色鉛筆插畫篇 飛樂鳥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87 新鮮食感瑞士捲 福田淳子作; 吳冠瑾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094 超入門動態真人漫畫素描技法 中村仁聴作; 劉淳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00 圖解心臟病: 認識心療法 中村正人監修; 鄭世彬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17 世界步兵裝備圖鑑 坂本明作; 張詠翔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24 馬卡龍魔法書 Jialin Tian作; 王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31 旅讀書店: 尋訪全球最美的20間書店 清水玲奈作; 林詠純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48 學畫畫真簡單. 水彩手繪基礎篇 飛樂鳥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3144 請你跟我這樣賺?!: 夏韻芬帶你看懂投資的祕密夏韻芬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604 解讀無垢式美學: 《醮》與《花神祭》轉生心像之劇場演現莫嵐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114 戀戀桃仔園. 第三屆: 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黃柏松, 林煒舒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跳格肢體劇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稚軒



9789865937881 語言哲理: 如何說好故事 張天任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68372 超簡單!室內與景觀設計速繪美學 邱聰倚, 姚家琦, 劉佩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921 Effective JavaScript中文版 黃銘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225 絕祕風景攝影竅門大公開 林世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270 Google軟體測試之道: 進行Google級的軟體測試 陳健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416 用實例學最夯的雲端服務活用術: GooglexEvernotexiCloudxDropbox許郁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430 風景攝影達人不藏私: 祕境景點大公開 林世忠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447 IC3 GS4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 總考核教材 臺灣資訊整合協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461 打造雲端工作站: VMware View 5建置與維護 王偉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522 Mobile Web程式設計 賴屹民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607 OneNote活用術: 讓旅遊、美食、瘦身計畫及相簿都變得更有趣的數位筆記本陳亦苓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614 Lightroom 5魅力人像修圖 侯俊耀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621 PMP的硬實力: 專案管理實務與Microsoft Project 2013整合應用游振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638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瑋博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652 Nikon D7100玩全攻略 琴佳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690 跟我學Windows 8.1 江高舉, 郭姮劭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06 Linux Shell程式設計與管理實務 臥龍小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13 實戰Cacti網路監控系統 藍建智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20 Effective Objective-C 2.0中文版 楊仁和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37 超乎想像的Photoshop影像編修唯美創作 吳嘉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44 數位邏輯設計能力認證: 實用級暨專業級 趙芊逸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51 Word 2013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68 TQC+電路佈線認證指南: OrCAD16.5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75 Make: Arduino機器人及小裝置專題製作 莊啟晃, 黃藤毅, 莊雯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82 口袋神器Ricoh GR功能解析x實拍技巧x達人分享阿奇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799 Learning Autodesk AutoCAD 2014 王雅雯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805 Autodesk Revit 2014建築與室內設計絕佳繪圖表現林景賢, 謝銀欣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碁峰資訊



9789862769812 Linux系統程式設計 蔣大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829 R錦囊妙計 張夏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836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5流光顯影: 攝影玩家的數位暗房張雅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843 跟我學Excel VBA 劉緻儀, 江高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850 網頁互動式資料視覺化: 使用D3 劉自強, 黃芝瑩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867 數位出版: 未來主義者的宣言 黃銘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898 魅力光影: 用光影決定主題人像攝影的質感與調性許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904 Lightroom 5風景寫真修圖的奧祕 侯俊耀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928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Dreamweaver CS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935 Excel函數與分析工具 楊世瑩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942 AutoCAD 2014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琦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959 統計分析入門與應用 蕭文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980 數位邏輯設計實用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趙芊逸著 2013-12-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2769997 SketchUP 2013設計實感與快速繪圖表現 陳麗娥, 李盛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021 快快樂樂學Access 2013: 善用高效率x方便強大的資料庫管理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038 席捲攝影界之超人氣Photoshop影像編修 楊比比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069 Visual Basic 2013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090 可測試的JavaScript 陳仁和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120 JavaScript深入精要 賴屹民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137 Apple TV玩全攻略 胡為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144 Linux Kernel Hacks: 改善效能、提昇開發效率及節能的技巧與工具Studio Tib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151 Nagios: 打造企業級網管監控系統 羅健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182 SketchUp 2013建築與室內設計絕佳繪圖表現 張敬鴻, 謝銀欣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229 精通Python 3程式設計 蔣大偉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267 我的第一部電腦: 電腦組、裝、修就是這麼簡單. 2014硬角色工作室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274 程式設計邏輯訓練超簡單: Scratch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298 Photoshop CS6&CC完美呈現: 頂尖數位攝影師秘技大公開!陳亦苓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304 網頁設計師的Idea Book: 一窺頂尖網頁的設計趨勢、主題與樣式古又羽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311 顧客關係管理: 新時代的決勝關鍵 劉文良著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0328 Arduino最佳入門與應用: 打造互動設計輕鬆學 楊明豐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366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 最新完整術科解析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0410 DOM深入精要 賴屹民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427 跟我學Outlook 2013: 將Outlook從個人資訊管理提昇至雲端應用沈正懿, 江高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434 Visual Basic 2010基礎必修課 林義証等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0458 軟體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 顏春煌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0496 Word 2013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502 席捲攝影界之超人氣Photoshop影像編修 楊比比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519 Facebook非賺不可: 臉書行銷設計攻略 潘慕平作 2014-02-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0526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粉絲專頁小編的生存寶典+企業粉絲專頁聚眾秘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533 快快樂樂學Access 2013: 善用高效率x方便強大的資料庫管理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540 跟我學Excel VBA 劉緻儀, 江高舉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557 MATLAB程式設計. 進階篇 張智星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564 有趣的Scratch動畫、程式設計 有趣的工作室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571 TQC專案管理概論實力養成暨評量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0649 iPad Air/iPad mini完全活用術: 230個超進化技巧攻略i點子工作室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2913 從佛教倫理探究墮胎 釋修禪編著 2010-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8546 新莊顯影: 1986-2013地方影像報告 許伯鑫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1073 法律與生活: 解開現代人法律問題的迷思 黃炎東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097 稅務會計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103 租稅救濟法及實務 蘇麗娥, 封昌宏, 李文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1

圓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莊社區大學



9789865761110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9209 做個自信魅力的女人: 善用女人優勢使自己更出色迷人!亞嵐娜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16 提升工作力增強職場競爭力: 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奠定堅實不敗的基礎!閆燕燕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23 故事的力量: 用故事力創造令人感動的行銷和口碑海爾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30 金錢的秘密: 善用金錢力為自己創人生的財富 韓明媚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47 善意謊言: 真話,不能說錯;假話,不能聽錯! 嬈嬈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78 不要窮忙,只要樂活: 輕鬆擺脫窮困,快樂享受幸福的6個秘訣張海彥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85 創新服務力: 想在顧客需要之前,做到顧客想要之上王丹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292 藏心的智慧: 先保護自己再不露痕跡的展現出非凡與卓越!趙倩倩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9315 敢SHOW,就是王!: 6步驟學會勇敢展現優秀才華和專長!陳曉靜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9344 學校沒教的第一堂課: 考試追分祕笈 愛因斯坦蘋果學習法研究發展中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123 法學緒論 李洙德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7315 愛情 行上學 鄭婉妮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普特影像視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瑞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意象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030 新道家與新儒學 林國雄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3041 一看就會!CG漫畫創作技法. 3, 魔法奇幻 韓超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089 那年夏天．福島記憶 卡普西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171 DSLR攝影之道. 2: 一學就會的數位單眼拍攝訣竅100招王逸飛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195 iPhone 4S無禁忌活用術X iOS 5升級即戰力 許明元,PCuSER研究室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201 我們,最美的瞬間: 婚紗攝影風格寫真術 喬安等合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256 DSLR攝影之道. 3: 構圖與光線運用訣竅100招 唯藝影像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324 Airos攝影手帳: DSLR女孩的寫真視界 Airos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379 iOS APP程式設計活用寶典for iPhone/iPad/iPod Touch布留川英一著; 許郁文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386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陸拾貳號 PCuSER特約作者群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454 Evernote超效率數位筆記術 電腦玩物站長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461 攝影OX: 這樣拍出好照片 佳影在線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485 iPad超制霸new!168招實用密技 田中拓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621 Samsung GALAXY密技攻略!S3+Note 玩樂大活用阿祥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928 口袋裡的影像日記: iPhone隨手留下我的生活旅遊回憶簡文頎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3997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陸拾捌號 PCuSER特約作者群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093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柒拾號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109 iPhone最佳軟體大賞: 專家指定必裝App排行榜 PunApp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116 Excel精算速學500招 PCuSER研究室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123 阿榮福利味: 最好用的免費軟體大補帖 阿榮福利味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130 Samsung GALAXY Note 3+Gear一筆就愛上!: 任何時刻都要用的全面玩樂技3C布政司, 阿祥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147 Excel職場首選360技: 一定會用到的各式報表製作超效率解答杭琳, 汪智, 朱艷秋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154 密技偷偷報年度精悍練功版Ver5.0 PCuSER特約作者群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161 網站排名的秘密: 最多人想知道的SEO關鍵問答嚴家成, 盧盟晃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178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柒拾壹號 PCuSER特約作者群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人文化

慈惠堂



9789861994185 iPhone 5S+iOS 7超進化揭密! 呂哲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706 外匯交易的第一本書: 全新外匯交易指南 Dave C, 任以能, 王彤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8981713 外匯投資. I, MetaTrader 5貨幣自動交易寶典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81720 外匯投資. II, MetaTrader 5貨幣自動交易寶典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81737 黃金白銀投資: MetaTrader 5貨幣自動交易寶典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1744 黃金白銀投資: MetaTrader 5貨幣自動交易寶典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048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期末評估報告書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編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7048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期末評估報告書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3551 人體學習事典. 肌肉、關節運動與構造篇 川島敏生作; 羊恩媺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582 透視英文單字舉一反三學習法 遠騰尚雄作; 劉華珍翻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33599 蕾絲.鉤針編織精選圖案集&應用實例 朝日新聞作; 潘舒婧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05 擊退糖尿病不困難: 藥物治療X飲食控制 鈴木吉彥作; 陳韻如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12 圍籬.大門.玄關設計&製作 DIY MAGAZINE『DOPA!』企劃.編集; 賴惠鈴翻譯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29 小空間大格局. 收納X動線篇 X-Knowledge作; 陳俊庭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36 夢幻黏土甜點飾品創作 山田けい作; 潘舒婧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43 蕾絲.鉤針編織精選圖案集&應用實例. PART2 朝日新聞作; 潘舒婧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50 西洋&奇幻武器插畫姿勢百科集 兩角潤香, みずなともみ作; 呂郁青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67 幕末.維新群雄圖解百科 藤田英昭監修; 劉格安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74 骨盆完全指南 竹內京子作; 羅怡蘋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經瑋文化



9789866033681 Bonjour!法式料理教科書 川上文代作; 邱婉婷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698 圖說日本史. 古代篇 綜合文化研究俱樂部作; 林詠純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04 聚焦多益測驗商用英語700字 成重寿作; 劉華珍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11 自己做獨一無二の簡單木傢俱: 65件獨具風格的手作木傢俱Gakken作; 吳乃慧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28 小空間大格局. 舒適格局篇 X-Knowledge作; 黃筱涵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35 進擊の桌球基本打法&戰術200招 宮崎義仁作; 李永智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42 Sweet!初學者的甜點教科書 川上文代作; 潘舒婧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3106 蓮花三喻 法華經旨意工筆創作: 甘錦城畢業個展集甘錦城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629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26748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8826755 當時,上帝是一隻兔子 莎拉.溫曼(Sarah Winman)著; 尤傳莉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424 深夜食堂之勝手口 堀井憲一郎著; 安倍夜郎漫畫插圖; 丁世佳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5493 謎情柯洛斯. II: 交纏 希維雅.黛(Sylvia Day)著; 羅澪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006 謎情柯洛斯. III: 熾愛 希維雅.黛(Sylvia Day)著; 羅澪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044 啟航吧!編舟計畫 三浦紫苑作; 黃碧君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051 左京區,七夕小路向東行 瀧羽麻子著; 王文萱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075 大唐李白: 少年遊 張大春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082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24099 風起 崛辰雄著; 岳遠坤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05 哪啊哪啊神去村夜話 三浦紫苑著; 王蘊潔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12 華萊士人魚 岩井俊二作; 孟海霞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29 下百老匯上: 紐約客夢 張北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43 關於莉莉周的一切 岩井俊二著; 王華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歲歲念佛之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經典圖文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1824 指間 北川舞作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09 踩花箋 張蓉蓓著 2013-12-00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6241 iGAAP. 2013: IFRS全方位深入解析 IFRS專業服務團隊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246012 證管法令全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編 2010-03-00 第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090 神的應許照亮每一天 傑克.康特曼(Jack Countryman)著; 沈紡緞, 劉睦雄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106 耶穌從沒說過的十句話 威爾.戴維斯(Will Davis Jr.)著; 李怡萍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0421 獨家記憶 海愁.海爾文; 元楷圖; 斯珊.沙加(Susan Sac)譯 2010-08-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856 禱告的藝術: 關於如何禱告的手冊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楷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5391 罪: 金女大教授明妮.魏特琳經歷的南京大屠殺 趙銳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5681 演員自我修養 史旦尼斯拉夫斯基著; 鄭君里, 章泯譯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5933 關鍵詞中國 歐陽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5964 小鮮集: 食色生活 曹亞瑟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998 唯識新引 張尚德講述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4319 媚色逃妃. 番外篇 雪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64425 猶太人每日一句 葉子華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63 水果治百病 何悅飛, 王莉杰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494 吃醋健康法 敏濤主編 2014-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4500 飲食決定壽命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555 慕容歌傳奇 舒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64562 慕容歌傳奇 舒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64579 慕容歌傳奇 舒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164586 慕容歌傳奇. 番外篇 舒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64593 慕容歌傳奇. 番外篇 舒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64609 大謀略家.暗箭 庸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616 大謀略家.無間道 庸人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630 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高興, 周戰峰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654 曾國藩制人攻心術 劉俠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661 智典36計 劉俠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678 蘆薈汁健康法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685 如何認識膠原蛋白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9789863164692 金絲雀殺人事件 范達因(S. S. Van Dine)著; 夜暗黑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708 中醫驗方 王品, 查波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64715 中醫驗方 王品, 查波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64722 習慣改變命運 雅瑟, 張燕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739 中醫偏方 王品, 查波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64746 中醫偏方 王品, 查波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64753 三國孫權外傳 陳華勝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760 木乃伊的詛咒 奧斯汀.弗里曼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777 猶太人賺錢術 林郁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784 鯊魚軟骨的妙用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791 冬蟲夏草健康法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14 豆製品健康法 敏濤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21 神奇蜂王乳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69 圖解心理學 麥凡勒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805 百年傳燈: 獅頭山金剛寺百歲誌慶特刊. 1914-2014金剛寺法師及居士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5780 柏格歐吉桑的社會學奇幻旅程 彼得.柏格(Peter L. Beregr)作; 黃克先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797 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 王志弘, 徐苔玲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230 論時間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作; 李中文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5089 女中醫告訴你如何吃補養瘦 張鶴瑤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源樺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1

獅頭山金剛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學



9789866055201 小資女變氣質美人 葉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232 春夏秋冬這樣吃最健康 唐博祥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256 24節氣飲食養生祕訣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263 指壓按摩特效療法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270 體質調理食療養生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287 三分鐘掌紋看健康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355 蔬果對症保健圖典 李健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362 中藥材保健圖典 李健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055379 更年期調理 就要這樣吃 陳台華責任編輯 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55393 京城名醫施小墨 祖傳進補養身方 施小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416 懷孕280天就要這樣吃 林禹宏作 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55546 拉筋拍打速效心得實錄 吳世楠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560 心血管病防治特效食譜 何一成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6055607 簡單刮痧排毒法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720 本草綱目中醫養生方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751 阿妹客家菜 宋瓊宏, 劉政良, 王子杰食譜製作; 趙濰主編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768 胃病調理就要這樣吃 莊福仁作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55782 中藥材食補養生圖典 葉翹著 2012-0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055836 生男生女就要這樣吃 林禹宏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55867 要讓「胰島」動起來: 我戰勝糖尿病的 焦耐芳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55904 簡單艾灸治百病 健康中國名家論壇編委會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928 農民曆食物禁忌 李杰, 郝建新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942 認清體質好養生 王琦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036 極簡艾炙治百病 單桂敏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050 不生病的祕訣 孔令謙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111 超級健康食物排行榜 陳彥甫,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62128 清腸排毒食物功效速查圖典 陳彥甫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135 孩子健康聰明就要這樣吃 鄭碧君食譜製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142 很老很老的老偏方: 上班族疲勞一掃光 朱曉平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962180 這樣吃,一定會瘦 岸村康代著; 張秀媛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203 史上最有效骨盆操: 一條毛巾就搞定! 福辻銳記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3514 大江戶事件簿 中村宣夫等作; 林詠純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21 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 成瀨京司作; 劉格安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38 明治維新與現代化 後藤克典作; 陳俊廷, 劉格安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45 就是要賣出去!19則超簡單商品陳列法 深澤泰秀作; 林詠純翻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52 伊達政宗 成瀨京司作; 麥盧寶全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69 激戰川中島 成瀨京司作; 劉格安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76 漫步大江戶 中村宣夫, 原田敬至作; 林詠純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83 恐龍大百科 後藤克典作; 高智賢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590 輕鬆讀歷史. 1, 坂本龍馬 兩洋歷史研究會作; 劉格安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06 星級主廚教你做料理. 魚&蔬菜料理篇 松岡知子作; 曹茹蘋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13 決戰關原 成瀨京司作; 劉格安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20 戰國大攻城戰 成瀨京司作; 林詠純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37 輕鬆讀歷史. 2, 日本歷史地圖 Cultureland著; 陳聖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44 從飛鳥到平城京 後藤克典作; 呂郁青, 林詠純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51 古代日本 後藤克典作; 呂郁青, 林詠純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68 新選組 中村宣夫等作; 劉格安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75 輕鬆讀歷史. 3, 一表讀通世界史 カルチヤーラソド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82 二次世界大戰戰車大全集 原田敬至作; 許嘉祥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699 戰國家紋軍旗圖鑑 加藤鐵雄作; 林詠純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705 徹底圖解宇宙奧祕 坂元志步作; 林詠純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712 輕鬆讀歷史. 4, 日本戰國時代 兩洋歷史研究會作; 陳聖怡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729 輕鬆讀歷史. 5, 日本名城 城郭歷史研究會作; 陳聖怡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221 醫院裏的七堂課 王慧萍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楓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5323 菫花奶奶的祕密 植垣步子文圖; 米雅譯 2011-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460 大棕熊的冬眠小屋 約翰.尤曼文; 昆丁.布雷克圖; 劉清彥譯 2012-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507 漫畫聖經導覽: 舊約之旅 白金山著; 金鍾斗繪; 楊少君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514 漫畫聖經導覽: 新約之旅 白金山文; 金鍾斗繪; 卜彥廷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545 花媽媽的大紅布 名取知津文.圖; 米雅譯 2012-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552 按照聖經談戀愛 劉志雄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569 青少年敞開小組Happy School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05576 青少年敞開小組Happy School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205583 青少年敞開小組實行指南Happy School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590 小傢伙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文.圖; 黃筱茵譯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606 性福佳偶: 夫妻性親密50問 郭淵棐, 劉永齡著 2012-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613 我要成為門徒!(教師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20 我要成為門徒!(學生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37 我要成為領袖!(教師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44 我要成為領袖!(學生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51 門徒計畫表 金聖坤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68 新朋友需要幫手(教師本) 金聖坤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75 新朋友需要幫手(學生本) 金聖坤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82 神蹟營 金聖坤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699 我必更新(教師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705 我必更新(學生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712 我要得著異象!(教師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729 我要得著異象!(學生本) 金聖坤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736 蒼鷺小姐和鶴先生 約翰.尤曼(John Yeoman)作;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繪; 張淑瓊翻譯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743 大熊生病了 邦妮.貝克(Bonny Becker)作; 凱蒂.麥唐納.丹頓(Kady MacDonald Denton)繪; 劉清彥翻譯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750 簡明聖經: 創世記,出埃及記1-20章,詩篇,箴言,約拿書.新約全書凸桑中文聖經協會譯 2012-09-00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6205767 烘焙動人的心滋味 何先珍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道聲



9789866205774 兒童敞開小組 金聖坤著; 林惠善譯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205781 兒童敞開小組 金聖坤著; 林惠善譯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205798 簡明聖經: 創世記,出埃及記1-20章,詩篇,箴言,約拿書.新約全書(簡體字版)凸桑中文聖經協會譯 2012-09-00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6205804 兒童敞開小組實行指南 金聖坤著; 金蓓雯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811 大棕熊的水上野餐 約翰.尤曼(John Yeoman)作;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繪; 劉清彥翻譯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828 順服: 聖潔的決心 吳正賢著; 徐國明譯 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835 痛苦中有美意 玉漢欽著; 吳敏琪譯 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859 來自天堂的66封情書 賴瑞.克萊布(Larry Crabb)著; 薛豐旻, 秦令儀譯 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866 我要接棒 金明皓著; 徐國明譯 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873 35釐米的縮影人生與信仰 陳韻琳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927 歲月沉香: 小書齋作文習字敘 殷穎著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934 然後,春天就來了 茱莉.福萊諾(Julie Fogliano)作; 艾琳.史戴(Erin E.Stead)繪; 劉清彥譯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5941 活得優雅: 作時間的主人 劉志雄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958 你就是領袖 菲爾平格(Phil Pringle)著; 己默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5996 豬的種子 佐佐木Maki文圖; 米雅翻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034 豬的種子又來了 佐佐木Maki作.繪; 米雅翻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058 小護士蕾蕾 賽門.詹姆斯(Simon James)文.圖; 劉清彥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065 再見豬的種子 佐佐木Maki作.繪; 米雅翻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第3集 1

9789865809072 祂曾為你捨命 殷穎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089 一切都更新 傅立德著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164 全人的釋放: 四福音神蹟的透視 汪川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171 福音的絕對大能 金聖坤著; 金蓓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188 潘霍華 艾瑞克.梅塔薩斯(Eric Metaxas)作; 顧華德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195 為愛寬恕: 重整人生 沃斯頓(Everett L. Worthington Jr.)作; 楊淑智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201 上帝的大能: 福音神學基礎 傅立德著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35059 簡明聖經: 創世記,出埃及記1-20章,新約全書(簡體字版)凸桑中文聖經協會譯 2008-04-00 新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333 森林的傳說 林珮瑾, 趙軒文字; 高珮馨等繪圖 2013-12-00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3

慈濟技術學院



9789868945357 當我們同在一起(成人版) 陳妙星文; 鄭容萱等繪圖; 陳玉佳英文翻譯 2014-01-00 精裝 1

9789868945364 當我們同在一起(阿美族版) 陳妙星文; 鄭容萱等繪圖; 胡美芳阿美族語翻譯 2014-01-00 精裝 1

9789868945371 當我們同在一起(兒童版) 陳妙星文; 鄭容萱等繪圖; 陳玉佳英文翻譯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306 韓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9版 平裝 2

9789860378313 緬甸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0378320 新加坡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337 柬埔寨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344 愛爾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3版 平裝 2

9789860378351 比利時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368 荷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375 瑞典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8版 平裝 2

9789860378382 挪威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712 俄羅斯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399 捷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3版 平裝 2

9789860378405 奧地利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412 約旦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3版 平裝 2

9789860378429 以色列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436 象牙海岸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78443 史瓦濟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8-00 第11版 平裝 2

9789860383201 太平洋諸島國投資環境簡介(吐瓦魯、吉里巴斯、帛琉、索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諾魯)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7版 平裝 2

9789860383218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0383225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3版 平裝 2

9789860383232 聖露西亞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83249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3版 平裝 2

9789860383256 日本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263 菲律賓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3版 平裝 2

9789860383270 泰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經濟部



9789860383287 馬來西亞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294 印尼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3版 平裝 2

9789860383300 越南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317 香港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324 印度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3版 平裝 2

9789860383331 澳大利亞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348 紐西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355 美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0383362 美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0383379 海地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7版 平裝 2

9789860383386 加拿大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393 巴拿馬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409 瓜地馬拉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1版 平裝 2

9789860383416 貝里斯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8版 平裝 2

9789860383423 多明尼加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430 宏都拉斯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3447 尼加拉瓜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454 哥斯大黎加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0版 平裝 2

9789860383461 墨西哥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478 巴拉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485 阿根廷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0版 平裝 2

9789860383492 智利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508 秘魯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3版 平裝 2

9789860383515 哥倫比亞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4版 平裝 2

9789860383522 巴西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584 薩爾瓦多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591 英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607 德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614 法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621 義大利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8版 平裝 2

9789860383638 瑞士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645 丹麥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652 芬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669 希臘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8版 平裝 2

9789860383676 西班牙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683 匈牙利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3版 平裝 2

9789860383843 羅馬尼亞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6版 平裝 2

9789860383850 波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867 土耳其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874 克羅埃西亞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6版 平裝 2

9789860383881 斯洛伐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0版 平裝 2

9789860383898 沙烏地阿拉伯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7版 平裝 2

9789860383904 科威特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7版 平裝 2

9789860383911 南非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2版 平裝 2

978986038392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7版 平裝 2

9789860383935 阿曼王國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7版 平裝 2

9789860383942 孟加拉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9版 平裝 2

9789860383959 烏克蘭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10版 平裝 2

9789860383966 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09-00 第3版 平裝 2

9789860385427 投資臺灣指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5434 台湾投資ガイドブック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5441 Taiwan investment guide 2013-11-00 1st ed. 平裝 2

9789860390483 布吉納法索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著 2013-11-00 第12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5244 中華民國生物技術與醫藥產業簡介. 2013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3553 綠色工廠: 綠色工廠標章專輯. 2013 邱求慧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357 環保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102年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臺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2142 臺灣CSR報告書發行現況與優質案例介紹. 2013 邱求慧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562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成果彙編. 2013第18屆經濟部工業局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154

工業局



9789860394559 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歷年成果彙編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494 QR衛星定位數位門牌 賴彥成, 許雅美總策劃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566 創新價值的行銷力: 12個中小企業行銷價值案例集林立綺採訪撰文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0386080 掌握永續的力量: 綠色創新 滾動市場商機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0735 創新.向上的力量: 育成亮點企業案例集. 201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3453 中小企業新契機: 深耕與創新 甘薇璣, 何晉滄總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8458 全球創業觀察臺灣年報(2010-2012) 溫肇東, 謝如梅, 陳意文撰稿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398458 全球創業觀察臺灣年報(2010-2012) 溫肇東, 謝如梅, 陳意文撰稿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883 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說明書. 圖幅第二十三號, 鹿港游能悌, 顏一勤作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8632 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查及資料庫建置圖冊費立沅主編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8649 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查及資料庫建置 費立沅主編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603 水利工程技術規範. 河川治理篇 經濟部水利署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上冊 2

9789860378610 水利工程技術規範. 河川治理篇 經濟部水利署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下冊 2

9789860389876 強化臺灣西北及東北地區因應氣侯變遷海岸災害調適能力研究計畫. (2/2)許泰文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0070 既設廢污水處理廠除氮技術研發與驗證. (2/2) 經濟部水利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經濟部水利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小企業處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央地質調查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經濟部工業局土城工業區服務中心



9789860394429 融合多重雨量資訊於水庫集水區即時雨量推估及入庫流量預報技術之研究. (2/2)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編著 2013-11-00 其他 2

9789860394436 臺灣脆弱度及風險地圖製作與整合應用. (2/2) 張倉榮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4443 人工增雨技術精進研發計畫. (1/2) 臺灣大學大氣資源與災害研究中心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4450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 (1/2)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4467 氣候變遷對中部地區水旱災災害防救衝擊評估及調適策略擬定. (2/2)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4894 多尺度遙測影像分析與展示平臺擴充維護. 102年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4900 水資源投資分析年度報告編輯與系統維護. 101年度仇士愷計畫主持; 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編著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4955 民眾淹水警戒通報系統應用技術之研發. (1/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5143 系集降雨預報應用於洪水預報之研究. (2/2) 國立臺灣大學,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5242 行動水利防災資訊服務先期規劃與應用 國立臺灣大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5259 數位化河川管理系統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5266 防災應變系統更新及資訊網升級建置. 102年度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5402 河川流量自動化觀測科技發展計畫. (3/3) 許盈松計畫主持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5488 水利相關條例到期因應策略研析. (2/2)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4535 疏濬作業數位化管理系統維護及改善 經濟部水利署, 逢甲大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6690 地層下陷防治教育及宣導. (3/3) 淡江大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6706 濁水溪水系地面水與地下水交互變動機制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7697 水文站增設TDR含砂濃度全洪程觀測與泥砂資訊平臺應用計畫林志平, 謝筱齡, 鐘志忠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7826 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維護與增修 經濟部水利署, 數唯科技有限公司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7864 臺北、嘉義及屏東地區地層下陷監測及整合技術分析應用. 102年度經濟部水利署, 達雲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7871 彰化及雲林地區地層下陷監測及整合技術分析應用. 102年度經濟部水利署, 達雲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7918 監視系統應用於都市區域水情及災情評估之研究. (2/2)義守大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400670 水患治理減災避洪措施中區推動服務團 楊朝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670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 環境影響評估勇興台編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76326 臺灣地區北部區域雙溪水庫可行性規劃檢討, 2, 環境、生態專題-環境影響評估陳世煥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2

9789860377385 名竹盆地地下水源開發調查規劃 黃紹揚, 溫志超, 李振誥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78078 曾文水庫新建防淤隧道工程水工模型試驗 許彥響, 謝天元, 陳弘凷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54

水利署水規所



9789860386653 臺灣地區北部區域雙溪水庫可行性規劃檢討. 3, 社經專題-居民安置拆遷計畫陳淼川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0386653 臺灣地區北部區域雙溪水庫可行性規劃檢討. 3, 社經專題-居民安置拆遷計畫陳淼川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0390032 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 海域環境調查及計畫推動張振章, 李祈宏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009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計畫: 施工環境監測及評估(第2階段)總報告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128 曾文水庫環境教育註釋. 2014 汪靜明編著 2014-02-00 精裝 2

9789860398137 曾文水庫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2013 汪靜明編著 2014-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8908 蘭陽溪變遷調查及治理工程對策研析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641 後龍溪水系老田寮溪治理規劃檢討 澤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5174 苗栗地區海堤安全檢測. 102年度 喬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6999 花蓮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07-00 其他 2

978986021685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2階段實施計畫: 花蓮縣管河川豐濱溪水系規 劃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06-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9789860388657 基隆河員山子分洪流量及泥沙量防災觀測計畫. (2/2)逢甲大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9789860391909 川閱淡水河: 防洪治水全紀錄 陳健豐總編輯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651 六河局轄區洪水預警及防汛整合作業成果報告書. 102年度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8254 濁水溪水系危險潛勢河段堤基沖刷之研究. (2/2)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58261 濁水溪水系危險潛勢河段堤基沖刷之研究: 總報告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79334 濁水溪水系陳有蘭溪支流和社溪治理規劃報告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99202 濁水溪下游右岸河防建造物安全檢測. 102年度 喬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439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工作年報. 101年度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編] 2013-12-00 第1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9647 優良市集暨樂活名攤精選. 2013 智策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編製 2013-11-00 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132 未來生活體驗設計趨勢 楊振甫, 伍志翔, 龔茵總編輯 2013-09-00 精裝 2

9789860392241 次世代的科技新美學 工業技術研究院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部中辦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部技術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水利署臺北水源管理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4453 中國大陸體驗經濟正夯: 中產階級崛起新消費財丁敦吟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460 兌換人口紅利: 解析越南、印尼、印度新消費力丁敦吟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477 新興市場致勝戰略 丁敦吟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64491 中國大陸與印尼通路模式與策略研究: 以電腦周邊商品、美妝保養品為例張益菁, 陳師正, 曾志成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507 中國大陸與越南水與空氣家居生活商機研究 張天韻, 葉乃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514 印尼保健食品和美容保養品商機研究 張譽馨, 黃于真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521 新興市場策略解析與標竿個案研究 陳韻帆, 戴凡真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538 中國大陸機能性食品與美容保養品商機研究 陳麒元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545 印度十大新興市鎮商機解析 汪澤民, 沈經洪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552 印度、印尼、越南居家用醫療器材產業商機研究林怡欣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64569 中國大陸居家用醫療器材產業商機研究 王榛驛, 池煥德, 張慈映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9555 中華民國國際貿易發展概況. 2013-201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9899 專利行政爭訟案例研討彙編. 101-102年度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571 藝術人才培育專輯. 舞蹈篇 唐自常執行編輯 2013-12-00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6112 愈愛,愈快樂 晴天娃娃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附屬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意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經濟部國貿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經濟部智慧局



9789866166389 愛上, 一個人. 愛自己的女人最美麗 Emily愛美麗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396 50個進入社會不懂會被笑的"職場潛規則" 羅杰.威爾森, 胡珮華合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02 定位人生: 拿破崙希爾歷久不衰的成功祕密 拿破崙希爾原作; 李璞良, 祝東枚, 顏冬冬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19 有些事, 40歲前不作, 這輩就不會做了 晴天娃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26 看透你: 連美國情報員都在學的讀心術 葛瑞格利.哈特萊(Gregory Hartley), 瑪莉安.卡琳區(Maryann Karinch)著; 以葳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33 只享一個人: 愛自己最快樂,原來獨處是種難得的幸福!晴天娃娃, 千百卉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440 寫給10年後的自己 魔女sha sha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6505 愛愛書 晴天娃娃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6512 不加班的生活: 3:8黃金時間管理術 丁成靈著 2010-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6536 史上最強的18個工作簡化術 丁成靈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7671 日本NO.1暢銷瘦身書: 史上最強彈力帶瘦身 山本千尋[著]; 胡汶廷翻譯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7688 絕對買得起!時尚精品新手入門圖鑑 江媛珍總編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3515 商務英語全能王 Amanda Crandell Ju作; 巨小衛翻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560 部落客小梨帶你玩濟州 黃馨瑩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577 領隊導遊歷屆試題,做了就上! 楊嵐喆著 2013-1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584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土耳其語 魏宗琳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591 領隊導遊英文一本搞定! 陳若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607 你也會的旅遊日語!: 從零開始,跟著說、輕鬆比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614 圖解4堂課搞定韓語發音 崔峼熲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638 韓語40音帶著背 繽紛外語編輯小組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645 完全命中!領隊導遊英文考前衝刺 陳若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652 SMART韓語學習書: 從零開始,輕鬆開口說韓語 黃慈嫺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蘭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111 眷心安頓 劉國珠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529 建築技術規則(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102年版池體演等編輯 2013-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343550 圖解營建法規(建築管理及相關法令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2013-04-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7343574 建築技術規則 池體演等編輯 2013-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343581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343598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343666 建築技術規則(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計畫及101年納入彙編之解釋函令). 103年版池體演等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073 歷史建築「大屯郡役所及臺中州廳附屬建築群」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方鳳玉計畫主持 2013-11-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402 車籠埔的故事 門虹伶等繪圖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292 杏福之光 楊建城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墩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興隆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一印刷影印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703 外埔七庄三府王爺 張慶宗等撰稿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0384703 外埔七庄三府王爺 張慶宗等撰稿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4746 津綻: 臺中市立龍津國民中學美術班畢業畫冊. 2014王思雅等作 2014-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132 曉學堂大學問合輯. 99-101年 王美玲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193 論語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008 海水神仙魚圖鑑大賞 王俊閔, 郭振昌主編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1292 臺中之門: 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建築專輯 葉泰民主編 2012-07-00 平裝 2

9789860361308 構築臺中新視界: 臺中市建設局歷年辦理工程專輯葉泰民主編 2012-07-00 平裝 2

9789860382877 遊學大臺中 郭雄軍, 何昕家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漁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龍津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曉明女中

中市外埔區公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39635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2012: 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葉樹姍總編輯 2012-1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0382884 臺中市大墩美展專輯. 第十八屆 葉樹姍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92715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2013: 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春聲等撰文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96157 國際彩墨帽子藝術大展專輯. 2013: 第十二屆臺中彩墨藝術節葉樹姍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111 光陰.聯動.共生: 林慶祥雕塑作品輯 葉樹姍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651 游藝心境: 阮麗英油畫創作集 阮麗英作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6165 境隨心游: 林清鏡水墨創作集 林清鏡作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574 調解書彙編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210 臺中市政府訴願決定書案例彙編. 100年度~101年度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842 模.樣: 走進粄印下的時光印記專輯 賴朝暉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法制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客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市文化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1374 建設.大臺中: 建設大臺中成果專刊.102年 黃服賜等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994 臺中市公安潛勢地區研究計畫 張尚文研究主持;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編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3133 臺灣藍鵲 閱讀飛行 劉由貴, 劉黛麗, 張志彬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5457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年報. 2012 陳淑芬主編 2013-12-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7118 重修清水鎮志 彭瑞金總編纂 2013-08-00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0377118 重修清水鎮志 彭瑞金總編纂 2013-08-00 初版 其他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4618 耆老口述: 古早咱ㄟ頂寮 白天賜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4618 耆老口述: 古早咱ㄟ頂寮 白天賜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清水區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教育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衛生局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建設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都市發展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4100 素食年代: 牛的四頁檔案: 謝里法個展 葉樹姍總編輯 2013-07-00 平裝 2

9789860379013 全國百號油畫大展. 第十二屆 葉樹姍總編輯 2013-09-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139 王清霜漆藝薪傳聯展在豐原. 2013 林嘉鎮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0381139 王清霜漆藝薪傳聯展在豐原. 2013 林嘉鎮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81139 王清霜漆藝薪傳聯展在豐原. 2013 林嘉鎮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307 臺文筆會年刊. 2013 林裕凱總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01045 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年 陳允勇總編輯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301045 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年 陳允勇總編輯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341843 家鄉繪影: 張煥彩感恩特展 張煥彩作 2012-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41980 彰化縣縣定古蹟原彰化警察署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閻亞寧計畫主持 2012-12-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46213 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林美容等撰文; 王志宇主編 2012-11-00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0316162 彰化縣文學家的城市 吳晟等撰稿; 陳允勇總編輯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50050 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 2012年: 產業文化的變遷與發展論文選輯唐志宏總編輯 2012-11-00 第1版 其他 2

9789860358063 彰化縣縣定古蹟彰化鐵路醫院(原高賓閣)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田飛鵬總編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0366129 彰化縣歷史建築二水鼻仔頭鄭氏古厝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田飛鵬總編輯 2013-05-00 第一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臺文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豐原區公所



9789860367195 彰化縣歷史建築鹿港鶴棲別墅調查研究暨修復報告書田飛鵬總編輯 2013-08-00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0369298 彰化縣兒童暨青少年詩畫創作比賽作品輯. 102年田飛鵬總編輯 2013-06-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76647 花語藏蘊: 沈建龍工筆畫集 沈建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6876 印記: 生命的積累: 鐘敏建立體作品集 鐘敏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9112 詩房景點 賴文誠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9129 予.四書 陳文和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9136 不死的太陽 費啟宇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9143 磺溪美展. 2013第十四屆 彰化縣政府著 2013-09-00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0379150 天光-影--影 李淑貞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79631 律師的故事與土地記憶 康原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0286 講黑說白: 莊連棚書法創作集 莊連棚作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0644 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 宮廟導覽手冊. 2013 王之珩等撰文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0380767 微光漫遊: 黃騰萱創作展專輯 黃騰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2303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第15屆 田飛鵬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602 築夢溪畔: 溪畔店仔的故事 江過等繪本撰文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020 彰化縣教保輔導團課程研發系列在地化課程繪本. 102年度江珊華等作 2013-09-00 第一版 其他 全套 2

9789860382723 愛心巷 何如雲文; 劉怡秀等繪圖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0395051 彰化縣政府推廣論語閱讀心得徵文活動「論語與家庭」得獎作品集. 102年度邱士平總編輯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904 東螺溪生態之美 謝文猷, 林淑玲撰文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彰縣就業能力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43

彰縣溪畔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府



9789869009904 東螺溪生態之美 謝文猷, 林淑玲撰文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433 從郵品探討中國人民郵政郵資與郵戳 李恭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037 彰化影展攝影年鑑. 2013 郭加圖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5747 密嚴佛鑰: 一本佛法修行的生活寶典 曲嘉仁波切編 2012-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25754 正確修行的十堂課 曲嘉仁波切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106 圓滿愛智道: 開創幸福人生的秘訣 曲嘉仁波切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5716 與財富有約: 藏傳佛教的致富之道 曲嘉作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5723 蓮華生大士應化因緣經 2010-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25730 在愛中修行 曲嘉仁波切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122 日進時間: 系統讀寫課程的理念與實踐: 以閱讀鄭豐喜為例楊士賢等作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3768 版映 古臺北風華 鐘有輝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北市志清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通方廣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郵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8027 臺北市中華書畫藝術學會暨當代書畫名家聯展專集辜瑞蘭總編輯 2012-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4863 臺北孔廟文化季暨臺北市聯合成年禮成果特輯. 2013年陳彩虹執行編輯 2013-11-00 第1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5342 大器正直 榮耀五十: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五十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惠沁宜, 林芸欣總編輯 2013-11-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4856 臺北市立大學兩岸運動教育、運動訓練暨教育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林國瑞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0394856 臺北市立大學兩岸運動教育、運動訓練暨教育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林國瑞主編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264 特殊教育暨表達性藝術學術與實務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2013陳淑瑜主編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6264 特殊教育暨表達性藝術學術與實務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2013陳淑瑜主編 2013-10-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特教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中山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直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中華書畫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孔廟管委會



9789860384086 鵬程萬禮: 中山女高人文暨社會科學資優班山地服務誌. 第九屆中山女高115th禮班作 2013-10-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5297 建中學報. 第十九期 朱正明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320 歲月照堂 張照堂, 余思穎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0386325 I.Die.Want: 臺灣「美景」吳政璋 陳泳任執行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9340 臺北市立美術館年報. 2012 方紫雲執行編輯; Noah Sauve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4788 編年.卅.北美館 陳淑鈴, 胡慧如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639 臺北市夜市導覽手冊 2013-12-00 一版 平裝 2

9789860387100 Taipei city night market guide 2013-12-00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047 繾綣: 西湖國小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集. 第二十三屆陳順雵等作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4513 五顏六色 張月珠總編輯 2010-04-00 精裝 1

9789868534520 喜相逢: 當東方遇到西方 張月珠總編輯 2010-05-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喬治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北市市場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西湖國小資優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建國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美術館



9789868534537 花顏喬語 張月珠總編輯 2011-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0046 家居環境風水入門 李計忠著 2010-02-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3010 臺北.幸福領航: 守山護水安全城市 林慶維等撰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3027 臺北.幸福領航: 低碳繽紛花園城市 林慶維等撰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3034 臺北.幸福領航: 暢意通行友善城市 林慶維等撰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637 生活給我的詩: 臺北詩歌節詩選. 2013 鴻鴻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1023 臺北市傳統藝術藝師獎專輯. 102年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編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0385595 設計臺北: 不斷提升的城市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8473 臺北設計城市展展覽專輯. 2013 臺北市申辦2016世界設計之都專案辦公室執行 2013-11-00 平裝 2

9789860396928 臺北流行音樂地圖 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有限公司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561 臺北市科技軸帶交通發展計畫(第二期)總結報告溫裕弘計畫主持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北市交通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法務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工務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北市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滾石



9789860383720 臺北市常用法規彙編. 2014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編輯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90254 臺北市人權保障白皮書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0399424 臺北市消費者手冊 何修蘭, 崔智欽編輯 2013-12-00 修訂第14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252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教學研究專輯. 100學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編輯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0389302 臺灣好行.傳承本土: 教學活動教材設計甄選作品集. 102張欽鵬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5815 臺北市幼兒園創意工作坊. 102年度: 未來想像教案活動設計專輯李秋芬等撰稿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1764 臺北捷運聯合開發案例解析 林勳杰等編撰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2

9789860381771 臺北捷運環境影響評估辦理實務 林萬融等編撰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2

9789860381788 臺北捷運南港線東延段施工實務 陳耀維等編撰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2

9789860381795 臺北捷運潛盾穿越FRP連續壁工程實務 陳伯興, 余旭洲編撰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2

9789860381801 機場捷運臺北車站與聯開大樓共構鋼構工程實務鄭國雄等編撰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2

9789860381818 臺北捷運新莊線/蘆洲線/南港線東延段之機電系統施工管理實務陳武璋等編撰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859 臺北夢行者: 職人精神再發現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551 臺北市衛生醫療年鑑. 101年度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編 2013-11-00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北市勞動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衛生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北市教育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北市捷運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490 書道樂無邊 王施佳總編輯 2013-11-00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241 南港常見蕨類圖鑑 曹錫智主編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0520 環教天地: 國中環境教育輔導團成果彙編 曾美蕙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0390520 環教天地: 國中環境教育輔導團成果彙編 曾美蕙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227 都市再生的20個故事 劉致昕等撰稿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401 師.父 塔澤堪著; 蔣揚桑波譯 2010-10-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015 臺北市膠彩畫綠水畫會聯展. 二十三屆2013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858015 臺北市膠彩畫綠水畫會聯展. 二十三屆2013 2013-12-00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密宗薩迦塔爾楊澤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膠彩綠水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國中環境教育輔導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都市更新處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觀光傳播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南港社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0718 臺北市澎湖縣同鄉會「薪傳」徵文選集. 2013 2013-12-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6932 200招居家清潔、空間收納法寶 生活坊工作室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83 5分鐘就學會!完全圖解手診密碼 東方教育研究院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090 旺財吉宅風水: 50個讓你人財兩旺的開運祕訣 生活坊工作室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106 第一本圖解兒童必備經絡按摩書: 父母必學,標本兼治的兒童保健之道王現法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0614 Word實例教材. 2010 旗立研究室編著 2013-11-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6208010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802 九旬話語 田順根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94356 高中物理滿級分APP基礎物理 林冠傑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94363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歷史 周子賢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370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公民與社會. 1 邱浩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擎天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樹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澎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維他命文化



9789866694387 升大學歷屆學科能力測驗APP. 自然考科 林冠傑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394 升大學歷屆學科能力測驗APP. 社會考科 鄒臥龍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295 高中英文句型與作文精粹 陳華康作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365 0.088毫米: 零距離問卷的極致魅力 范涵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3949 越幫越忙的小精靈 梅洛琳作; 張育甄繪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956 交換心靈密碼 林舒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987 醜臉女孩 王水翎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3994 掉到地上的雲 王宜瑩作; 黃正龍繪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1092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摘要手冊. 第八屆 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2704 臺江國家公園黑面琵鷺族群生態研究及其棲地經營管理計畫. 102王穎, 陳義雄編撰 2014-01-00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0034 118道新手必備烘焙料理 黎國雄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江國家公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僑光科大商學與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誌成文化



9789862280591 400道人氣快炒料理 胡維勳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0881 改變人類的發明圖解百科 創世卓越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1406 Mind Map English: 圖解美國人每天必用的單字句型Proud出版社編輯部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2281949 挖鼻孔是為了要獲得認同?: 71個怪癖背後的心理現象安.加德(Ann Gadd)著; 梅靜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1956 一看就懂!如何在30歲之前賺1000萬?: 做好本書11件事,讓你輕鬆擁有第一桶金!徐佳欣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1987 養好卵巢!決定女人一生的健康 王必勤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2707 夢想的修練: 徐重仁、徐安昇父子的創業筆記 徐重仁, 徐安昇口述; 王家英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738 波特萊爾大遇險. 3, 鬼魅的大窗子 雷蒙尼.史尼奇著; 周思芸譯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745 波特萊爾大遇險. 4, 糟糕的工廠 雷蒙尼.史尼奇著; 李可琪譯 2013-10-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50 波特萊爾大遇險. 5, 嚴酷的學校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李可琪譯; 劉鑫鋒繪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67 波特萊爾大遇險. 6, 破爛的電梯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周思芸譯; 劉鑫鋒繪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74 波特萊爾大遇險. 7, 邪惡的村子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周思芸譯; 劉鑫鋒繪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74 波特萊爾大遇險. 7, 邪惡的村子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周思芸譯; 劉鑫鋒繪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81 波特萊爾大遇險. 8, 恐怖的醫院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李可琪譯; 劉鑫鋒繪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2981 波特萊爾大遇險. 8, 恐怖的醫院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李可琪譯; 劉鑫鋒繪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3216 我的新奶奶 伊莉莎白.史坦肯納(Elisabeth Steinkellner)文; 米歇爾.羅爾(Michael Roher)圖; 李紫蓉譯2013-1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292 下課後,回第二個家 林讓均作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203322 止於至善: 傅佩榮談<>.<> 傅佩榮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60 A+到A咖: A+企業教我活出精采人生 王文華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77 永遠的小太陽: 林良 林瑋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77 永遠的小太陽: 林良 林瑋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384 魔法豬鼻子 周姚萍文; 陳盈帆圖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07 她們,好厲害: 臺灣之光.18位女科學家改變世界 司晏芳, 陳建豪, 楊泰興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21 邁向華人首學: 清華全面品質管理的創新與實踐黃彥瑜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21 邁向華人首學: 清華全面品質管理的創新與實踐黃彥瑜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38 喚醒自癒力: 高瑞和院長教你用態度養命 高瑞和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52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 星雲大師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3476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哈佛大師教我的幸福人生管理學賽諾威(Eric C. Sinoway), 梅多(Merrill Meadow)著; 連育德譯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83 神奇酷地理3 變幻莫測的沙漠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麥克.菲利浦(Mike Phillips)圖; 蔡若玫譯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490 神奇酷地理. 4, 威力驚人的風暴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麥克.菲利浦(Mike Phillips)圖; 蔡菁芳譯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506 少年讀史記. 5, 漢帝國風雲錄 張嘉驊編著; 鄭慧荷, 官月淑繪圖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513 波特萊爾大遇險. 9, 吃人的遊樂園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謝其濬譯; 劉鑫鋒繪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3203520 波特萊爾大遇險. 10, 絕命的山崖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謝其濬, 周思芸譯; 劉鑫鋒繪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3203537 波特萊爾大遇險. 11, 陰森的洞穴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陳雅茜譯; 劉鑫鋒繪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3203544 波特萊爾大遇險. 12, 混亂的旅館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江坤山譯; 劉鑫鋒繪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3203551 波特萊爾大遇險. 13, 大結局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陳雅茜譯; 劉鑫鋒繪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3203568 會整理的孩子,人生100分 小松易著; 陳光棻譯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575 我在核輻射中長大 克莉絲坦.艾芙森(Kristen Iversen)著; 葉偉文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582 好多好多飛機 布萊恩.畢格斯(Brian Biggs)文.圖; 江坤山譯 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612 大移轉: 全球經濟板塊改變,企業如何應變? 夏藍(Ram Charan)著; 侯秀琴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29 不偷懶小學. 1, 不摸魚老師 林哲璋文; BO2圖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29 不偷懶小學. 1, 不摸魚老師 林哲璋文; BO2圖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36 自然無界 黃效文著; 秦唐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43 文化無疆 黃效文著; 秦唐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50 大肚量快樂學: 心眼少一點,幸福就多一點 波波工作室著; 陳嫺若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67 古典的思索: 想樂第三輯 楊照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74 飛天車碰碰 法蘭克.考崔爾.波伊斯(Frank Cottrell Boyce)著; 喬.柏格(Joe Berger)繪; 黃惠玲譯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681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許芳宜的生命態度 許芳宜口述; 林蔭庭採訪撰寫 2013-1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3698 老虎先生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文.圖; 劉清彥譯 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704 我的第一本船艦大驚奇 米娜.雷希(Minna Lacey)文; 蓋布瑞爾.安東尼尼(Gabriele Antonini)圖; 王季蘭譯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711 我的第一本海洋生物大驚奇 米娜.雷希(Minna Lacey)文; 法比亞諾.菲奧林(Fabiano Fiorin)圖; 王季蘭譯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728 帶著孩子玩自然 黃仕傑著 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735 小精靈商店. 1, 任務來了 岡部理佳文.圖; 周姚萍譯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742 只要你比別人更想飛: 黑幼龍教你多一點決心,活出精采人生黑幼龍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759 靠,知道了 馬克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766 酷比的博物館 歐希莉.揚森(Åshild Kanstad Johnsen)文.圖; 陳雅茜譯2014-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773 我的地理小百科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法國維文第普世教育出版社編輯群編著; 李慕芸譯2014-01-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3780 我的世界史小百科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編著; 蔡心儀譯 2014-01-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3797 心靈療癒自助手冊: 心理學家教你看穿情緒,找回幸福人生克里斯多夫.柯特曼(Christopher Cortman), 哈洛.辛尼斯基(Harold Shinitzky)著; 黃孝如譯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803 在印度,聽見一片寂靜: 黃誌群二十年探尋之旅 黃誌群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810 對手偷不走的優勢: 冠軍團隊從未公開的常勝祕訣藍奇歐尼(Patrick M. Lencioni)著; 廖建容譯 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827 大人變了,孩子就會不一樣: 世代溝通新模式 趙如璽, 柳林緯作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834 科學發現幕後的黑色喜劇 潘恩(Stephanie Pain)著; 華子恩譯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841 快樂錢: 買家和賣家必讀的金錢心理學 伊莉莎白.鄧恩(Elizabeth Dunn), 麥克.諾頓(Michael Norton)著; 連育德譯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865 洄瀾: 相逢巨流河 齊邦媛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865 洄瀾: 相逢巨流河 齊邦媛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889 小朋友最愛問337個為什麼大集合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編著; 蔡心儀譯 2014-02-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3896 用點心學校. 5, 香蕉不要皮 林哲璋文; BO2圖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02 墨漬鎮謎團. 1 , 這時候會是誰?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劉嘉路, 黃聿君譯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19 不能沒有你,奧多 艾略特.史瑞福(Eliot Schrefer)著; 鄒嘉容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40 那些旅行中的閃閃時光 梁旅珠文字.繪圖.攝影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57 懂做人,到處有貴人: 讓你受好評、得人助的43招工作術橫山信治著; 駱香雅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64 愛,讓孩子做自己: 我這樣教出季衡與季剛 陳美雲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88 華爾街的物理學 魏瑟羅(James Owen Weatherall)著; 陳以禮譯 2014-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995 遇見狐獴學會愛: Lisa溫芳玲的生命故事 溫芳玲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008 領導最好的自己: 成就自我理想與夢想的職涯旅圖羅伯.柯普朗(Robert Steven Kaplan)作; 胡琦君, 申文怡合譯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015 毛起來說三角 毛爾(Eli Maor)著; 胡守仁譯 2014-0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4022 毛起來說無限 毛爾(Eli Maor)著; 曹亮吉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039 毛起來說e 毛爾(Eli Maor)著; 鄭惟厚譯 2014-0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4046 矮冬瓜 菲-歐勒.海恩里希文; 若恩.弗萊葛林圖; 李紫蓉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053 失控的撙節: 全球經濟衰退下,一場決定人民生死的預算戰爭和政治角力!大衛.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 桑傑.巴蘇(Sanjay Basu)著; 譚家瑜, 陳重亨譯2014-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107 九號夢 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hell)著; 廖月娟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7202 為兒童而展示 阿涅絲.巴杭(Agnès Parent), 迪迪耶.朱利安.拉費瑞耶荷(Didier Julien-Laferrière)著; 黃慧宜, 繆詠華, 冉挹芬譯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202 為兒童而展示 阿涅絲.巴杭(Agnès Parent), 迪迪耶.朱利安.拉費瑞耶荷(Didier Julien-Laferrière)著; 黃慧宜, 繆詠華, 冉挹芬譯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226 野炊: 戶外料理完全實戰BOOK 山野廚男文; 邢正康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81

遠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5591 好想知道這句韓語怎麼說 王愛實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3209 喔嗨優!日本人天天會用的日語短句 趙雅欣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3216 安妞哈誰呦!超簡單的韓語40音: 用中文說韓語 金妍熙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451 Beauty.微寫真: Maruko的愉快生活 Howard Chen作.攝影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13444 Beauty.微寫真: Maruko的愉快生活 Howard Chen作.攝影 2014-01-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27779 Dora的願望日記 Dora.J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7762 Mein schwanz AllenJacky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3475 Mein schwanz AllenJacky作 2013-1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27755 五十六號小房間 56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7724 衣櫥裡的星空 Cindy Wu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9027748 和你說說畫 花大鼻小文青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7731 驚嘆號星球橘子人: 勇闖未知的熱血驚嘆號人生!林佳潔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7717 驚嘆號星球橘子人: 勇闖未知的熱血驚嘆號人生!林佳潔作 2013-1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27786 影外餘溫: 黑白人文紀實影像 黃新明作 2014-02-00 精裝 1

9789869044905 Beauty.微寫真: 午後三時自分だけの旅行 Howard Chen等作.攝影 2014-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27793 Beauty.微寫真: 午後三時自分だけの旅行 Howard Chen等作.攝影 2014-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44912 暗香: 林永明工筆花鳥畫選集 林永明著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9044936 Beauty.微寫真: 一個聽海的好日子 Howard Chen, San, Bule作.攝影 2014-03-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44929 Beauty.微寫真: 一個聽海的好日子 Howard Chen, San, Bule作.攝影 2014-03-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6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語言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網迅雲端



9789868707481 「黏」在臺東: 12位臺東「心」移民的故事 嚴淑女, 吳秀雲, 莊錦棟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3569 八字集議. 乙 呂家恂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93576 八字集議. 乙 呂家恂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93583 羊毛氈小手作: 我的動物園 手作仔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83 羊毛氈小手作: 我的動物園 手作仔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590 就是要玩噴槍彩繪 陳秀足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06 30秒搞懂解剖學: 人體構造沒你想的那麼難 嘉布麗葉.芬恩(Gabrielle M. Finn)著; 路思南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13 手作玩創意: 羊毛氈小動物 手作仔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20 愛上美甲新品味: 光療美甲輕鬆上手 邱佳雯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37 30秒搞懂天文學: 宇宙星球沒你想的那麼難 弗朗索瓦.法蘭辛(Francois Fressin)編; 陳愛麗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7660 貞觀幽明譚 燕壘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264 月與火犬 星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90462 武士道十六歲 譽田哲也著; 吳函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479 武士道十七歲 譽田哲也著; 吳函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608 異夢 九把刀著 2013-12-00 二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3190738 奎章閣之戀 廷銀闕著; 劉徽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90745 特殊傳說 護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473678 五龍世界. 2, 奔過雲谷之龍 壁井有可子著; 許金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3722 失敗是一種資格,獎賞你上過擂臺 九把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752 新世紀北港神拳 李隆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028 承諾 護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769 北城百畫帖 Akru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0776 飢餓少女 賈姬.凱斯勒(Jackie Morse Kessler)作; 鄭潔如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9789863190783 月與火犬 星子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90806 臺客闖天涯 A士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806 臺客闖天涯 A士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813 制服至上: 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820 兔俠. vol.4, 路程的起始 護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837 眷顧我們的神 Kinono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1280 流浪狗 馬克.西蒙(Marc Simont)文.圖; 余治瑩翻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34 完美的客人 保羅.希泰斯(Paul Hitaisse)文; 菲利普.杜馬斯(Philippe Dumas)圖; 吳愉萱翻譯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1890 世界博物館: 烏菲茲美術館 Elena Ginanneschi作; 曾美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906 世界博物館: 奧塞美術館 Simona Bartolena作; 李毓婷翻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913 世界博物館: 冬宮博物館 Alessandra Fregolent作; 羅楚燕翻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920 世界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Luca Mozzati作; 應倩倩, 許琛, 曾美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937 世界博物館: 普拉多博物館 Daniela Tarabra作; 陳晨翻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944 世界博物館: 羅浮宮 Alessandra Fregolent作; 鄭燕沁翻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1951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探索世界的旅程: 地理現象和原理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1968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新大陸的淘金夢: 北極地區、北美洲和中美洲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1975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神鬼奇航的海域: 加勒比海地區和南美洲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1982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神聖的宗教殿堂: 南歐、東歐和西亞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1999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聳立的世界屋脊: 亞洲 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2002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源遠流長的遺跡: 東亞和東南亞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2019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古文明孕育之源: 非洲 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2026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海洋上的白沙漠: 大洋洲和南極洲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2922033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期待和平地球村: 世界概況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閣林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維京國際



9789862922040 寰宇世界地理大百科: 文藝復興發祥地: 歐洲 Clive Gifford作; 閣林工作室翻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2071 糟糕藝術博物館: 導覽手冊 Michael Frank, Louise Reilly Sacco, Marie Jackson作; 李涵雅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088 霹靂奇幻武俠世界:布袋戲藝術大展(珍藏版) 黃強華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095 霹靂奇幻武俠世界:布袋戲藝術大展(典藏版) 黃強華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1239 臺東美展. 2013 張基義總編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484 島嶼見學: 綠島環境教育手冊 林登榮等作 2013-08-00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0386592 瑞和村史 林建夫等撰文; 黃學堂主編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7417 Ivey: 魚飛文化 謝永泉撰文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8687431 收穫節文化 謝永泉撰文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106 家事調解在臺南: 從理念到實踐 陳竹上, 謝瑞龍, 邱美月作; 陳竹上主編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401 吉貝耍 原鄉記憶老照片輯 段洪坤編撰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向陽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東縣蘭嶼天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女權會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東縣府



9789868709904 陽光.印象.鄉土情: 臺南市向陽藝術學會聯展. 2011劉素君總編輯 2011-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8979 入菩薩行. 第一-五品 寂天菩薩造論; 賈曹杰尊者作釋; 達賴喇嘛尊者傳授; 滇津顙摩中譯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605 飲水思源: 臺南市東山區嶺南里田野文史編撰成果陳顯茂, 洪龍鳳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1833 我要在上面尿尿: 其實每一隻貓咪都會寫詩 法蘭西斯科.馬奇歐黎安諾(Francesco Marciuliano)著; 汪芃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1864 新故鄉動員令. 1, 山線/離島: 小野&吳念真帶路,看見最在地的臺灣生命力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1871 新故鄉動員令. 2, 海線/平原: 小野&吳念真帶路,看見最在地的臺灣生命力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2199 未來教育: 2030年教師備忘錄 Barnett Berry, the TeacherSolutions 2030 Team著; 李弘善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205 想像力教育: 跟你想像的教育不一樣! Sean Blenkinsop主編; 林心茹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359 未來事件交易簿: 集體智慧的新平台與新典範 童振源, 葉家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2755 原來,我不是攝影師!: from the ground to the stars: 陳建維作品(1996-2013)陳建維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78 職人誌: 52個頂真職人,認真打拼的故事報乎恁知黃靖懿, 嚴芷婕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878 職人誌: 52個頂真職人,認真打拼的故事報乎恁知黃靖懿, 嚴芷婕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15 來自土地的夢想事業: 臺灣食文化品牌創業紀錄王姿婷, 莊晛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2939 100個禪繞畫的創意練習: 從入門到進階,七大類圖樣,最新黑白與彩色禪繞畫法凱絲.霍爾(Kass Hall)著; 力耘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46 郭老師的跑步課 郭豐州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53 梅西的世界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著; 徐立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60 搶救一顆星的光明 史帝夫.潘伯頓 (Steve Pemberton)作; 陳秋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77 塗鴉天才德列克. 2, 不要叫我特技姐! 珍娜.塔金恩(Janet Tashjian)著; 傑克.塔金恩(Jake Tashjian)繪; 陳采瑛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2984 我是傑克,霸凌終結者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文; 黃筱茵譯; 唐唐圖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嶺南社區發展協會



9789573272991 魔術方塊 須文蔚作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273004 衛生紙計畫 麥克.米卡洛維茲(Mike J. Michalowicz)作; 王亦穹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11 三國時報(西元一八四年-二八O年) 黃榮郎文.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28 深邃思想繫鏈的歷史跳躍: 霍布斯、尼采到佛洛依德以及大眾的反叛葉啟政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35 象徵交換和正負情愫交融: 一項後現代現象的透析葉啟政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42 彳亍躓頓七十年: 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何榮幸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59 要成功,千萬別思考!: 日本棋王教你的瞬間決斷術羽生善治著; 黃靜儀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66 一本真情,我在讀書會等你 簡靜惠, 敏隆講堂講師, 素直種籽撰稿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73 不可以! 大衛.麥克菲爾(David McPail)文.圖; 林真美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080 決算忠臣藏: 從帳冊史料解讀元祿赤穗事件的真相山本博文作; 陳糸美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097 最後一個甜甜圈不要拿: 你不能不知道的職場禮儀茱蒂斯.博曼(Judith Bowman)著; 齊若蘭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3103 葛洛夫給經理人的第一課: 從煮蛋、賣咖啡的早餐店談高效能管理之道Andrew S. Grove著; 巫宗融譯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3110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 雙刀獵手: 螳螂 小林清之介文; 森上義孝圖; 張東君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127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 搖籃媽媽: 捲葉象鼻蟲 小林清之介文; 森上義孝圖; 張東君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134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躲藏專家─避債蛾 小林清之介文; 金尾惠子圖; 張東君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141 混血營英雄: 混血人日記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江坤山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158 臺灣的臉孔: 11位帶來愛、希望與勇氣的外國天使須文蔚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165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時刻:用創造預想畫面探索內在的自已,得到生命所真心渴望的夏克蒂.高文(Shakti Gawain)著; 陳韋儒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172 海人上菜: 15位討海人的故事、漁獲與料理 薛麗妮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189 小火車頭歷險記 維吉尼亞.李.巴頓(Virginia Lee Burton)文.圖; 林真美譯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196 創趨勢,我們不做Me Too 陳怡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202 真實 工藤真實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219 浪人47 瓊安.文綺(Joan D. Vinge)作; 王亦穹, 陳謙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226 魚在水裡會不會被閃電打死? <>週刊(New Scientist)策劃; 張雨青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3233 歐洲文化首都: 這些年教我們的事 郭姿麟, 孔憲法, 陳志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257 雲上的小孩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文.圖; 林真美譯 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3264 三隻山羊嘎啦嘎啦 P.C. Asbjørnsen, J.E. Moe故事改編; 瑪夏.布朗(Marcia Brown)圖; 林真美譯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3271 畫說小學生性教育 MBC Production, 明日女性中心企劃; 李貞嬌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3288 練習不抱怨: 我的21天不抱怨挑戰,選擇幸福的未來克莉絲汀.勒維齊(Christine Lewicki)著; 范兆延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295 班班的地盤 珍妮⋅蒂瑟林頓(Jeanne Titherington)文⋅圖; 林真美譯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3301 趨光歲月 田定豐, 保溫冰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318 狂人之血: 戴洪軒談樂錄 戴洪軒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325 空想科學讀本 柳田理科雄作; 談璞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3273349 我對真理的實驗: 甘地自傳 甘地(M. K. Gandhi)作; 王敏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356 跳脫框架的教與學: 啟發課程的想像力 Kieran Egan, Maureen Stout, Keiichi Takaya主編; 張曉琪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356 跳脫框架的教與學: 啟發課程的想像力 Kieran Egan, Maureen Stout, Keiichi Takaya主編; 張曉琪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363 珍妮的帽子 以撒.傑克.濟慈文.圖; 林真美譯 2013-12-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3370 中國革命簡史: 從孫文到毛澤東 唐德剛著; 古蒼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387 我是傑克,完美馬屁精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文; 陳雅茜譯; 唐唐圖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3394 40+的健康讀本: 保持最佳狀況從初老開始 許宏志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417 天亮了,開窗囉! 荒井良二文.圖; 林真美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424 紅樓小人物 蔣勳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750 在機關的轉角: 遇見臺南人的人情味 蘇誌龍, 陳珉君編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2463 消費案例報你知. 第五輯 臺南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編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6881 臺南102: 市政工作剪影 黃淑敏等文字撰稿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8113 海闊天空大未來: 臺南市十二年國教實戰專刊 鄭邦鎮總編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0399516 新世紀臺南文創大道行動論壇 劉舜仁計畫主持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566 臺灣風土 林佛兒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0378573 臺灣風土 林佛兒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0379235 野鳥詩情: 王徵吉攝影作品集 王徵吉作 2013-09-00 精裝 2

9789860379792 臺南市地方美術展覽會. 2013年 蘇庠穎主編 2013-10-00 精裝 2

9789860386103 直探油彩的本質: 陳輝東畫集 蘇庠穎主編 2013-11-00 精裝 2

9789860398564 市定古蹟鹽水八角樓搶修工程工作報告書 卓建光計畫主持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南市文化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62

南市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505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資源手冊 柯平順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4016 農豔: 農村再生的啟動. 2 莊曜華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409 臺南市美術學會花東寫生專輯. 2012 陳泰元總編輯 2012-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609 誰來敲門 林貴香作; 蘇雅盈繪圖 2014-01-00 精裝 2

9789860398779 守護老房子記錄 李玉萍執行編輯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8509 我愛我校: 黌宮之美 沈銘賢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508 臺南市新營美術學會會員聯展三十週年專輯. 2013 2013-08-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新營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新東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市教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農業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美術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2

南市社會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9333 大明王朝通天錦衣衛. 卷貳, 驚天動地 墨武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929340 帝宴. 貳, 逆天之戰 墨武作 2014-01-00 平裝 上卷 1

9789868929357 帝宴. 貳, 逆天之戰 墨武作 2014-01-00 平裝 下卷 1

9789868929364 大明王朝通天錦衣衛 墨武著 2014-01-00 平裝 卷5 1

9789868929371 大明王朝通天錦衣衛 墨武著 2014-01-00 平裝 卷6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2112 「壽與國同」金門地區司法百年紀要: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署誌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編 2013-09-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6821 臺灣當代書畫名家馬祖寫生暨邀請展作品集 潘建國執行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0382983 連江縣統計年報. 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101年 連江縣政府主計室編輯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11858 如何訓練音樂節奏感 蔡文展作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611865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烏野薰, 酷派音樂編輯群作 2013-11-00 第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611872 爵士鼓的系統學習. 2014 藤井俊充, 酷派音樂編輯群編著 2014-01-00 第三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552 日新: 司法年刊. 2014 2014日新司法年刊第10期編輯組編輯 2014-01-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等法院金門分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金門地檢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連縣府

送存冊數共計：1

綠柚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7513 碧珍堂菁華展: 藏玉 陳碧鈴撰文; 吳基列收藏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0849 Interior world 6: Bar & Restaurant Archiworld Co., Ltd編著; 李欣憶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0364 師生緣.父子情: 沈哲哉師生聯展. 2013 郭宗正主編 2013-04-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79661 教學科技與創新教學: 理論與案例 吳權威等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79678 智慧教室與創新教學: 理論及案例 吳權威等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800 Fight!爭氣 CAREER雜誌編輯部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80145 健康長壽的生物能量學原理: 呼吸鏈電子漏旁路的發現及其醫學應用徐建興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美嘉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郭綜合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網奕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碧珍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皇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5262 不住在一起,好嗎? 梁淑娟, 陳嘉珩文; 葉宇婷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04517 社會科學概論 陳石定, 潘憲榮, 康筆舜作 2009-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2004524 民主與法治 謝侑道, 孫松濤作 201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5575 聚焦廣西 楊強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413 當神說話的時候 張哈拿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8940420 當神說話的時候(簡體字版) 張哈拿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60095 臺灣不見了!: 部落的故事部落自己演 羅斌, 周奕君主編; Robin Ruizendaal, Kim Siebert英文翻譯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海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南藥理科大幼保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領航文化



9789866341427 基層鋼琴教師行動研究: 建構教學取向的探討 李錦雯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1015 大臺南精神健康: 成果報告與經驗分享暨未來展望. 2012-2013歐陽文貞主編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8060 點銀成金: 打造樂齡黃金生活的魔法事業 楊雅婷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5784 素食地圖. 7, 素味匯流. 2014 人間福報編輯部文字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59738 幸福微晚餐 林美慧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851 醬就對了!讓每個人都開胃: 人氣部落客維多利亞教你用10種醬料,做出77品清爽美味維多利亞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3397 9大黑心企業: 你不可不知的真實調查檔案 克勞斯.維爾納(Klaus Werner), 漢斯.魏斯(Hans Weiss)著; 謝生力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86815 食在安心!別讓壞食物影響寶寶的健康: 營養師、幼兒園長的120道好食物陳敏惠, 謝美娟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3528 理財專家沒教的1001散戶贏家操盤術 吳家俊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2673 長輩沒教你的20件結婚囍宴大小事一本通: 婚宴禮俗讓你一手就搞定江孟樺, 林子堯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2789 蘿拉的異想世界. 2, 超級記者蘿拉! 伊莎貝爾.阿貝迪(Isabel Abedi)作; 達格瑪.亨策(Dagmer Henze)插畫; 唐陳翻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精神健康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商資源國際



9789862252994 名偵探福爾摩斯精選. 1, 紅髮俱樂部的祕密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翁培元翻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014 蘿拉的異想世界. 3, 終極間諜蘿拉! 伊莎貝爾.阿貝迪(Isabel Abedi)作; 達格瑪.亨策(Dagmar Henze)插畫; 唐陳翻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090 最強股票新手入門書: 方天龍的新手買股必備速成寶典方天龍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98958 達陣高中複習講義. 歷史(臺灣史/中國史)(九十九年課綱)康喻富編者 2011-02-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98972 學習王國中複習講義. 英文 鄭憾, 詹梓嶸, 戴苑如編著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6698989 學習王國中複習講義. 數學 林亮圻編著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6698996 學習王國中主題式複習講義. 國文 黃淮宥, 黃致允編著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6069017 學習王國中試題集. 英語 鄭憾, 詹梓嶸, 戴苑如編著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6069000 學習王國中試題集. 數學 林亮圻編著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6069024 師說. 隨堂試題篇: 地理(康版) 邵秋華編著 2011-06-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69031 師說. 隨堂試題篇: 國文(翰版). 3 楊亭萱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069048 師說. 隨堂試題篇: 國文(翰版). 1 楊亭萱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069062 師說. 隨堂試題篇: 數學(翰版). 3 盧建民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069079 達陣國文(南版). 3 黃祐恆, 黃淮宥, 陳禹齊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069086 達陣數學(翰版). 3 歐華威編著 2011-05-00 平裝 1

9789866069093 師說. 隨堂試題篇: 歷史(康版). 1 蘇湖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069109 師說. 隨堂試題篇: 歷史(康版). 3 蘇湖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069116 師說. 隨堂試題篇: 歷史(康版). 5 莊子編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069208 達陣高中總複習: 公民與社會. 1-4冊 林宥樺, 蔡銘宇編著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6069352 達陣國中數學(翰版). 6 盧建民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6069598 達陣高中Hold學測歷屆試題: 國文考科. 93-101年度王嘉辰, 郭婷婷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04 達陣高中Hold學測歷屆試題: 社會考科. 94-101年度張國裕, 吳佩茹, 劉瑞麟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11 達陣高中Hold學測歷屆試題: 數學考科. 92-101年度謝信鴻, 陳宏澤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28 達陣高中Hold學測歷屆試題: 英文考科. 93-101年度鄭撼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35 達陣高中Hold學測歷屆試題: 自然考科. 94-101年度王仲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42 高中達陣複習週計畫學測模擬試題. 公民科 林宥樺, 柯聿庶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59 高中達陣複習週計畫學測模擬試題. 地理科 黃美慧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漢華文教



9789866069666 高中達陣複習週計畫學測模擬試題. 歷史科 張國裕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73 高中達陣複習週計畫學測模擬試題. 數學科 莊雨民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80 高中達陣複習週計畫學測模擬試題. 化學科 林騰如, 林台員, 郭斌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697 高中達陣複習週計畫學測模擬試題. 物理科 李偉, 邵奇, 郭勁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069925 新師說: 數學(康版) 盧建民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69932 新師說: 數學(翰版) 盧建民編著 2013-12-00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5375 鳳山寺藏系課誦本: 解脫道日輪(中藏對照) 如月格西指導; 福智藏譯小組翻譯 2010-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5550 古文觀止化讀 王鼎鈞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598 荷塘雨聲: 當代文學評論 張瑞芬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08425 遺神 吳鈞堯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040 看見,靈魂的城市 路寒袖詩.攝影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071 醉拍春山 詹義農著; 蘇芳霈繪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573909088 與玉山杜鵑約會 詹義農著; 蘇芳霈繪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9789573909163 毒蘋果札記 施善繼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3837 閃電麥坤的超級朋友 Catherine Daly作; 高彥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鳴嵐國際智識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福智之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9789866483844 閃電麥坤的超級朋友 Catherine Daly作; 高彥譯 2011-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483851 魔髮奇緣 Christine Peymani作; 李蘊華譯 2011-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882 拖線狂想曲: 我是特技天王 Walt Disney Company作; 李庭芝譯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899 拖線狂想曲: 鬥陣西班牙 Disney, Pixar作; 李庭芝譯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905 Cars闖天關: 倫敦搖滾記 Disney, Pixar作; 李庭芝譯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912 拖線狂想曲: 看我東京甩尾 Disney, Pixar作; 李庭芝譯 2011-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936 拖線狂想曲: 外星奇遇記 Disney, Pixar作; 李庭芝譯 2011-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967 跳房子 田邊作; 黃佩荃繪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3974 不倒翁 田邊作; 阿咧先生繪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3981 愛麗兒.付出愛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高彥譯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998 樂佩.相信愛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高彥譯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998 樂佩.相信愛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高彥譯 2012-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04 勇敢傳說 Elle D. Risco作; 高彥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11 超級英雄蜘蛛人 Marvel 作; 楊丕譯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28 蜘蛛人: 正義之戰 Marvel 作; 楊丕譯 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35 蜘蛛人: 驚奇再起 Marvel作; 韓佳利譯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35 蜘蛛人: 驚奇再起 Marvel作; 韓佳利譯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42 茉莉.尋找愛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高彥譯 2012-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80 貝兒.勇敢愛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高彥譯 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80 貝兒.勇敢愛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高彥譯 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097 仙杜瑞拉.感受愛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高彥譯 2012-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103 無敵破壞王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127 復仇者聯盟: 正義英雄大集合 Marvel作; 韓佳宏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0134 鋼鐵人: 英雄前傳 Marvel作; 韓佳宏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0141 鋼鐵人大戰滿大人 Marvel作; 韓佳宏譯 2013-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158 迪士尼品德故事集: 公主[]珍貴的友誼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0165 怪獸電力公司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172 怪獸大學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189 飛機總動員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196 雷神索爾: 英雄的誕生 Marvel作; 韓佳宏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0202 迪士尼品德故事集: 公主.卓越的智慧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0264 唐老鴨的耶誕禮物 Sheila Sweeny Higginson作; 韓佳宏譯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30271 拯救耶誕老公公 Sheila Sweeny Higginson作; 韓佳宏譯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30301 汽車總動員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3-1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30332 冰雪奇緣 Walt Disney Company作; 韓佳宏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059 汽車總動員 Wait Disney Company作; 何夢秋譯 2009-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363 瓊的新舞鞋 Marcy Kelman作 2009-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3370 探險隊誕生 Marcy Kelman作 2009-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83387 里歐的指揮棒 Marcy Kelman作 2009-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516 安妮的個人任務 Marcy Kelman作 2009-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615 公主與青蛙 Lisa Marasoli作; 楊勝傑譯 2010-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813 搶救聖誕大作戰 Kiel Murray作; 黃聘婷, 李庭芝譯 2010-11-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550 阜山文集 留問政編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593 末未: 銘傳大學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專刊. 第31期銘傳大學第31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學生圖.文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423 心的勝利 厄馬奴耳修女(Sister Emmanuel)著; 方濟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9190 淺談運動彩券 吳明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煜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3

漢雅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數設系



9789866159213 國際觀光旅館從業人員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王恩普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220 高雄市三級學生棒球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蔡文星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50289 嘉義市教育研究集刊. 第四期 余坤龍總編輯 2012-12-00 平裝 4

9789860375565 嘉義市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101年 嘉義市政府主計處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9789860393866 無菸家庭 幸福年年: 看布袋戲 認識菸害 孫淑蓉總編輯 2013-12-00 1版 其他 2

9789860398038 嘉義市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期 林良慶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5092 阿里山下的百年公園 李明圖.文 2013-04-00 精裝 2

9789860368765 甜蜜的亞熱帶: 漫遊嘉義光影 鍾文音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7088 嘉義市市定古蹟葉明邨墓修復再利用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黃阿有計畫主持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0377125 嘉義市日治時代教育與宗教單位古物普查計畫案成果報告書王玫珍計畫主持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0382693 嘉義寫真. 第五輯 蔡榮順編撰 2013-10-00 平裝 2

9789860385649 嘉義市歷史建築紅毛井修復再利用調查研究計畫閻亞寧主持 2013-11-00 第一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2711 嘉義市書法學會作品集. 第十二屆 蔡詳閑專輯主編 2013-07-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6721 都鐸幽靈 貝佛莉.史威林(Beverly Swerling)作; 王欣欣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738 假設思考, 撼動世界的新力量! 竹內薰著; 顏誠廷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嘉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嘉市府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嘉市文化局



9789865956745 野獸花園: 1933, 納粹帝國元年, 一個美國外交官在柏林艾瑞克.拉森(Erik Larson)著; 黃中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752 慢療: 我在深池醫院與1686位病患的生命對話 維多莉亞.薇特(Victoria Sweet)著; 洪慧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769 沒有眼淚的女孩 茱莉亞.霍本(Julia Hoban)作; 李靜宜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776 百億打造的十堂服務課: 麗思.卡爾頓飯店讓客人"感動"的不傳之秘高野登著; 黃郁婷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2543 戀食人生: 那些來自文學、電影的真情滋味 沈倩如, 楊蕙瑜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758 因愛料理: 給孩子的節氣菜譜 種籽節氣飲食研究室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277166 雲端跨境300: 雲海 社團 有木 文昌 老樹根五校聯盟遊學圈蔡淑玲, 郭雄軍主編 2011-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269123 長毛公公 莊新國文; 莊暉明圖 2010-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11280 瑟瓦納奇談 莊新國文; 莊暉明圖 2011-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47920 達邦傳奇 莊新國文; 浦晨軒圖 2012-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89098 鄒族洪水神話 莊新國文; 莊暉明圖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221459 尼弗奴和梭也梭哈 莊新國文; 莊暉明圖 2009-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0493 山海的歌詩 蔡淑玲總編輯 2013-02-00 平裝 2

9789860370454 海風下的密碼: 嘉義沿海的環境故事 沈錳美等作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0370454 海風下的密碼: 嘉義沿海的環境故事 沈錳美等作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達邦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嘉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社團國小



9789860402902 悠遊大莆林 蔡淑玲文.圖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6126 轉念!再向前: 嘉義縣消防局專刊. 2013 楊昆陵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402681 田園城市: 居家防火秘笈 陳南合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826 慈雲寺大蛇傳 王宏文等圖.作 2013-10-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4000 臺灣阿里山區低海拔常見蝴蝶誌 程嘉梧, 張維琴撰文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3293 奇幻溪遊記 郭玄奇, 邱姿萍著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0393293 奇幻溪遊記 郭玄奇, 邱姿萍著 2013-1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464 慧光集. 57, 次第花開 希阿榮博堪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2464 慧光集. 57, 次第花開 希阿榮博堪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民和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溪口鄉公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嘉縣消防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嘉縣鹿草鄉公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2625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20周年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監察院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80125 跨越二十 璀璨監察: 監察院國際事務20周年特輯監察院國際事務小組編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4141 四季的風: 林育伶女聲合唱作品集 林育伶作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426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國際設計學術與創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3陳麗萍, 王薇心, 郭妍忍文字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402 風土與前衛系列. 2013: 原始參數: 電腦演算與工藝織造: 暑期國際工作營蕭有志主編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6096419 從自然中學習可持續發展建築: 末光弘和國際建築設計工作營紀錄蕭有志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389 揮灑生命的五色筆: 走進悅讀與舒寫的世界 李宗定主編; 李宗定等編撰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1473 Mini cocottes 浪漫的法式迷你砂鍋創意食譜X50 Jose Marechal 著; 蘇暐婷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121510 眼球運動視力鍛鍊: 1天做5分鐘 本部千博監修; 蘇暐婷譯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福爾摩沙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

監察院



9789863120483 抗藍光眼鏡BOOK: 低頭族.手機族.平板族.電腦族防3C害眼必備!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6139 框不住的國文課 李佩蓉, 曉明女中四十四屆高三丁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6146 熱是怎麼傳遞的? 韓智秀作; 李善宇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153 工具能幫忙我們什麼? 徐寶炫作; 金研政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160 為什麼會開花? 韓萬錫作; 李成元繪; 金富一漫畫; 柯乃瑜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177 誰住在水邊? 李尚殷作; 鄭宣任繪; 金富一漫畫; 柯乃瑜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184 怎麼能將混合物分離? 金鉉洙作; 鄭素妍繪; 金富一漫畫; 謝雯伃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191 昆蟲為什麼會改變樣子? 鄭其亞作; 洪淑慧繪; 柯乃瑜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07 骨骼和肌肉有什麼功能? 朴智錫作; 張孝源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14 沒有感覺系統會怎麼樣? 安俞作; 金華美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21 能量是什麼? 梁大承作; 金恩惠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38 物質會怎樣改變? 金吉恩作; 李娜敏繪; 金富一漫畫; 謝雯伃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45 小生物住哪裡? 金濱河作; 沈尚程繪; 金富一漫畫; 柯乃瑜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52 怎樣可以將火熄滅? 洪起運作; 裴恩貞繪; 金富一漫畫; 謝雯伃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69 最特別的動植物是什麼? 申程敏作; 李章惠圖; 金富一漫畫; 柯乃瑜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76 誰來保護我們的身體? 韓芝秀作; 金美恩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83 為什麼要尿尿? 申伊安作; 秀研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290 為什麼季節會改變? 姜吉恩作; 金善英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06 哪裡會有火山爆發和地震? 吳珠英作; 辜允美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13 為什麼會有白天和黑夜? 金敬熙作; 朴宰賢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20 月亮什麼時候會改變形狀? 金智英作; 高相美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37 為什麼鏡子會反映出影像? 韓尚海作; 李智賢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44 電路要怎樣連接? 李慧珍作; 金淑妍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51 餅乾袋為什麼要充氣? 金景蘭作; 嚴定勳繪; 金富一漫畫; 劉育汝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68 酸是什麼?鹼又是什麼? 洪慶義作; 趙允惠繪; 金富一漫畫; 劉育汝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75 誰比較快? 徐允英作; 李恩珍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382 氣味為什麼會擴散? 金大雲作; 崔貞華繪; 金富一漫畫; 謝雯伃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暢談國際文化



9789865766399 四季的星座怎樣轉換? 金賢花作; 張尹京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05 太空人在太空做什麼? 徐孝媛作; 江俊繪; 金富一漫畫; 張明傑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12 聲音是怎麼產生的? 金正喜作; 李主恩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29 什麼是生態? 邸尚石作; 張玄京繪; 金富一漫畫; 柯乃瑜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36 為什麼水和空氣被污染了? 鄭宇敦作; 申寶美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43 未來世界大不同? 權恩慶作; 沈博詠繪; 金富一漫畫; 張明傑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50 為什麼會有影子? 張秀敏作; 朴允熙繪; 金富一漫畫; 許可欣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67 為什麼地球越來越熱? 趙尹志作; 李京媛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74 地球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姜成恩作; 鄭鐘勳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81 機器人和人類有什麼不同? 申大壽作; 朴姬恩繪; 金富一漫畫; 謝雯伃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498 氣象預報怎麼做? 洪尹慧作; 鄭恩美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504 基因改變會有什麼影響? 吳善慧作; 崔秀妍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翻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511 生物和非生物有什麼不同? 金智延作; 藍永繪; 金富一漫畫; 何乃瑜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528 誰是太陽家族? 金永嵐作; 金永玉繪; 金富一漫畫; 吳梅瑛譯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5766535 為什麼要開發未來能源? 李惠真作; 裴善翁繪; 金富一漫畫; 謝雯伃譯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85191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8-2002 林慶彰, 蔣秋華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3

9789576785191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8-2002 林慶彰, 蔣秋華主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2638 趣玩陶藝: 袁金塔多媒材 袁金塔作 2010-09-00 其他 1

9789868332645 許坤成油畫: 後立體壓縮空間 袁金塔作 2010-09-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點印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漢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赫聲行



9789868548695 帆船競賽規則解析 吳行悌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548695 帆船競賽規則解析 吳行悌作 2014-0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81575 Ming Chuan university striving to become the first americanized university in Asia李銓作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828 福慧集,.三, 佛典故事 釋厚觀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98991 傲氣沖天 蒙沖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98588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2602737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2999080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2999097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2999646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2999653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2999660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2999868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9875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882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0300 異世高手唐風 風飄絮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270812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0485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0492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銘薪



9789863270508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090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087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0881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0898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1222 劍法虛空 藍胖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1987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157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1581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2045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2052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2601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269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2700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2717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2779 劍法虛空 藍胖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3011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875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3882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653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3660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110 劍法虛空 藍胖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3783 劍法虛空 藍胖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4124 劍法虛空 藍胖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3721 鋒芒耀世 鐵鍾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3165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3172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3189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3837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3844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3851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3806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3349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3943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3950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3332 九界風雲亂 青衫依舊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4285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4292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3592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3967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4209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4155 傲氣沖天 蒙沖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4711 傲氣沖天 蒙沖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4186 斬仙 任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74162 斬仙 任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74247 虐世妖星 瀟瘋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74346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4353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4360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4384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4841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4452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4469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4971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4988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4582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4575 宇宙行者 狗狗執政官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4780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5176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5183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5190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4797 斬仙 任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3274803 斬仙 任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275695 斬仙 任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275602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5039 虐世妖星 瀟瘋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275817 虐世妖星 瀟瘋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275824 虐世妖星 瀟瘋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275114 祭劍 君不正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5633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5145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5152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5169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5404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5411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5503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5619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5626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5442 12生肖獸娘超全集 戰部露作畫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5473 不殺: 殺是為了生存,不殺是做了承諾 御我原作; A-Wei漫畫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005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6012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5992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6043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76050 鋒芒耀世 鐵鐘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76937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6951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7316 空間守望者 阿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7323 空間守望者 阿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309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330 尋武 無宇天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7347 尋武 無宇天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6852 罪妻 藍艾草作 2013-1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7101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7118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7125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6364 傲氣沖天 蒙沖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6968 虐世妖星 瀟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276395 執掌天劫 七月雪仙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77217 金釵狀元 凌禎作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224 東廠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6982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6999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7248 人皇 十步行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7149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7163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7194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7200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7019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7057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7477 斬仙 任怨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27725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726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6654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6661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7378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7385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7187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7170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7026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7033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7392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7408 超越未來 今非昔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7279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77286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76784 零度領域(新裝版) 貓邏原作 2013-11-00 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6791 這不是傲嬌忠犬啊!上仙! 貓邏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7071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7088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6821 輕BL讀本 櫻雲社編; 王藝霏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6869 邪教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876 邪教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883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6890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913 符主 白蘿蔔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7422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7446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7453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7491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77521 Schoolgirl complex 青山裕企著; 林仕閔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7538 以魔王之力來支配叛逆期的妹妹 日日日作; 陳秀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7545 蟑螂娘 るい.たまち作; 陳秀玫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7552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7569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8818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8825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7576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7583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7590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8771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8788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8795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7606 巾幗佳人 姬昭璋作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613 巾幗佳人 姬昭璋作 2013-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7620 戰符 林赤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637 戰符 林赤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290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306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64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651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63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641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668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675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610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627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682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699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337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344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705 悍仙 鐵鐘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712 悍仙 鐵鐘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276 悍仙 鐵鐘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283 悍仙 鐵鐘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729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7736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412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429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7743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7750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7767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8658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8665 血路仙途 左夜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7774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7781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7798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8542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8559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8566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7804 尋武 無宇天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7811 尋武 無宇天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8313 尋武 無宇天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7828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77835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78757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78764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79037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2

9789863279044 劍道獨尊 劍游太虛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77842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7859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8719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8726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7866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77873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77880 武煉巔峰 風飄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7897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7903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8733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8740 九陽踏天 食堂包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7910 神魔變 白夜作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7927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7934 火煉星空 豬小小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77941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795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7867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7868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78399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7965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7972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8580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8597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8603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7989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7996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8573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8009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8016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8511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8528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8023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78030 劍嘯蒼茫 夜色訪者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78047 金釵狀元 凌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8535 金釵狀元 凌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8054 邪教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3-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061 邪教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078 斬仙 任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278085 斬仙 任怨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278474 斬仙 任怨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278092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8108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8498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8504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9167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8115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78122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78436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78443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78139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146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696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8702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075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8153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8160 帝訣 無語掄筆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8177 空間守望者 阿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8191 符主 白蘿蔔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207 符主 白蘿蔔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450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8467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8214 幻想奇譚: 妖三國 周鳥小說原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221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8238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8351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368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375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382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9273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832 鍾馗: 鬼王事件簿 暮辰作 2014-0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8849 零度領域(新裝版) 貓邏原作 2014-01-00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8955 捕快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962 捕快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8986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9006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79051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9099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9136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9181 至尊風流 緋雨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9235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9327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9372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471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8212 生命教育經絡學 林美卿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2566 紀念之外: 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 陳香君著; 周靈芝, 項幼榕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742 《案例》. 第1輯 吳曉波主編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55 全世界都在讀的心理學故事 紫合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62 現代聊齋. 1, 藏於人心中的鬼魅 余少鐳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79 現代聊齋. 2, 你,確定自己身在哪個世界嗎? 余少鐳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86 再冷門的問題也有熱鬧的答案 科學松鼠會和它的朋友們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193 比爾.蓋茲管理日誌: 敏銳的洞察力 非凡的商業頭腦卞君君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16 魯柏.梅鐸管理日誌 張興龍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23 喬治.索羅斯管理日誌 卞君君編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30 職場談星. 風象篇 王絮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47 職場談星. 火象篇 池文淑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54 職場談星. 土象篇 侯雯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61 不一樣的溫州人 任學明主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78 職場談星. 水象篇 沈蕾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85 瘋狂的人民幣 周德文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92 中產階層理財經 才永發, 郭麗香編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大哥大

送存種數共計：131

送存冊數共計：297

臺灣女性就業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802 東方牙周病學暨植體學 董醒任等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814 珊瑚與珍珠: 幸福婚姻的18個祕訣 梅琳.舍菲德瓦什著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420 臺灣化工史. 第三篇, 臺灣現代化學工業史. 擴張期(1986-2010): 新科技產業的創立陳信文, 李文乾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70444 臺灣化工史. 第四篇, 臺灣化學工業研發史 陳芃整輯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70451 臺灣化工史. 第五篇, 臺灣化工教育史 翁鴻山主編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70468 臺灣化工史. 第六篇, 化工界耆老口述訪問記錄 高淑媛主撰; 陳顯彰策劃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70475 臺灣化工史. 第七篇, 臺灣化學工程學會之回顧與展望林俊雄主編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70482 臺灣化工史. 終篇, 全書索引 翁鴻山主編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90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narization/CMP technology. 2013 2013-10-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7631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三屆 鄭惠真等著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平坦化應用技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巴哈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化學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412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 2014年臺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56274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十兵衛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6298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漫畫; ALATA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6335 愛的貓奴 三島一彥漫畫; 噓子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373 偵探.日暮旅人: 忘卻之物 山口幸三郎作; 王靜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380 蘿球社! 蒼山サグ作; 羅尉揚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6472 虛空之盒與零之麻理亞 御影瑛路作; 朱紹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6489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533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6540 聖魔之血 吉田直原作; 九条キヨ漫畫; Mio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56557 天降之物 水無月すう作; 志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56595 野狼大神與七位夥伴 沖田雅原作; 珠洲城くるみ漫畫; 哈尼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618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原作; 茶菓山しん太漫畫; Yoshi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649 123樂遊北臺灣 臺灣角川編輯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663 星際美男聯萌 張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670 神鬼陰陽師. 2, 鬼王突襲 衛亞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700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 成田良悟作; 正樹七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6724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731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Yoshi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6748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林星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6755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6762 謝謝你!壞運 B.L.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6779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黃任遠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786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GHO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9789863256793 新鮮怪咖☆偶像少女組 河田雄志原作; 行徒漫畫; 吳端庭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809 方舟奇航R 彭傑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816 Blood-C: 血戰C Production I.G., CLAMP原作; 琴音らんまる漫畫; 未央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823 校園日記AIURA 茶麻作; 十兵衛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830 大仙術士李白 葉明軒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847 幸服社! あつつん作; Hikawa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854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竜ノ湖太郎原作; 七桃りお作; 陳致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861 心靈偵探八雲 神永学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咖比獸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6878 約會大進擊DATE AST LIKE 橘公司原作; 鬼八頭かかし漫畫; 竹子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6885 學生會的一存. 乙 葵せきな原作; 水島空彥漫畫; 劉蕙瑜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6892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6908 坎特雷拉: 碧之毒藥 黑うさP原作; 壱加漫畫; Sharpic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915 佐藤シヨウジART WORKS: 學園默示錄HIGHSCHOOL OF THE DEAD&絕命制裁XLIGHTNING POP佐藤シヨウジ作; 楊學斌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922 與你意亂情迷 高永ひなこ作; Q太郎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939 涼宮春日的絢爛: 短篇漫畫精選集 谷川流原作; 少年ACE編輯部編輯; 黃任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946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7, 落陽,而後墜月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953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5-6, 悲嘆的夜想曲隅沢克之作; 王中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57257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5-6, 悲嘆的夜想曲隅沢克之作; 王中龍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56960 記錄的地平線. 6, 拂曉的迷途者 橙乃ままれ作; 哈泥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977 新學生會的一存: 碧陽學園新學生會議事錄 葵せきな作; 劉蕙瑜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56984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9, 來訪者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56991 加速世界. 14, 激光的大天使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011 絕對雙刃. 3, 情隨潮湧的海濱戀曲 柊★たくみ作; 吳松諺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028 冰結鏡界的伊甸. 11, 最終雙劍: 優米愛爾.雜音 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035 噬血狂襲. 6, 鍊金術師歸來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042 魔王女孩與村民A. 5, 野外大冒險!榴槤風味 ゆうきりん作; 曹茹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059 萌奈美,即將終結世界? 勇嶺薰作; 江宓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066 深紅色迷宮 貴志祐介作; 許翡珊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57073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陳致遠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080 蜥蜴王. 5, 誰來告訴我這是對的 入間人間作; 林哲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097 小惡魔緹莉與救世主!? 衣笠彰梧作; 廖文斌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103 魔法人力派遣公司. 23, 未來的魔法師 三田誠作; K.K.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110 R-15. 11, 通往快樂結局的最後輔導!! 伏見ひろゆき作; 青涸軒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127 惡魔高校DxD. 12, 課後輔導的英雄們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134 樂聖少女 杉井光作; 吳松諺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141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伏見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7158 Back stage!! 天野かづき作; 礿軒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165 這樣算是殭屍嗎?. 13, 不,我完全沒有印象 木村心一作; 鄭人彥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172 驚爆危機ANOTHER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189 青春紀行. 6, 在這世上的其他回憶 竹宮ゆゆこ作; 邱香凝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196 黑色子彈. 5, 逃犯,里見蓮太郎 神崎紫電作; kyo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202 我們就愛肉麻放閃耍甜蜜 風見周作; 正樹七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219 九州. 第六卷, 戰鼓之王 江南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226 生者的紀念日 柴村仁作; 許金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233 貝克街少年偵探團. II, 安斯沃思城殺人案 真瀨もと作; 郭蕙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240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7264 Crimezone: 罪惡禁區 山本賢治原作; 刻夜セイゴ漫畫; Umon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271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7288 CODE GEASS漆黑的蓮夜 谷口悟朗原案.腳本; たくま朋正漫畫; 十兵衛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7295 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合鴨ひろゆき漫畫; 邱鍾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301 Love stage!! 影木榮貴原作; 藏王大志漫畫; 礿軒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318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7325 魔王勇者: 「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7332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昭二, 大黑尚人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一杞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349 新機動戰記鋼彈W Endless Waltz: 敗者們的榮耀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小笠原智史漫畫; 林莉雅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7356 純血快感！美少女吸血鬼的羞恥祕密 炎堂たつや作; 九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363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7370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387 魔王勇者 橙乃ままれ原作; 淺見よう漫畫; 林星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394 我們談戀愛好嗎? タチバナロク作; 九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400 這樣算是殭屍嗎? 木村心一原作; さつち漫畫; 未央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7417 狐仙的戀愛入門 よしだもろへ作; 咖比獸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7424 芒神 奕辰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431 赤貓 徐璐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448 魔劍姬! 武田弘光漫畫; 吳瑞庭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7455 來場紳士協定吧! こうじま奈月作; Q太郎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462 伊流川花樣少女廣傳社 ヒジキ作; 黃盈琪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493 記錄的地平線: 西風旅團 橙乃ままれ原作; こゆき漫畫; 哈泥蛙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509 RDG瀕危物種少女 荻原規子原作; 琴音らんまる漫畫; 洪于琇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516 大帝都異界者搜查線 七竈アンノ作; 林玟伶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523 狐狸惡魔與黑色魔導書 橘由宇作; 九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530 羅馬浴場 ヤマザキマり作; 游若琪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7547 SUPER JUNIOR韓國寫真遊記. 1, 首爾/江原道/全羅道Super junior作; 張鈺琦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554 RDG4瀕危物種少女: 世界遺產少女 荻原規子作; 許金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561 偶像總愛被吐嘈! サイトーマサト作; 咖比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7578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585 蘿球社 蒼山サグ作; 羅尉揚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57592 美少女死神還我H之魂!. 10, 死神與告白 橘ぱん作; 曉峰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608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7, 寂寥的狂想曲隅沢克之作; 王中龍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57615 死囚樂園Deadman wonder land 片岡人生,近藤一馬作; 鄭惠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7622 最後流亡: 銀翼少女法姆 Gonzo原作; 宮本るば作; 林星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639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7646 女孩進行式 龍炎狼牙作; 劉蕙瑜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653 小泉麻將傳說 大和田秀樹漫畫; 楊學斌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7660 竹刀若短,少女戀愛吧! 黑神遊夜原作; 神崎かるな漫畫; 張嘉容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677 真理x死亡x美少女 藤森ゆゆ缶作; 李文軒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684 這樣算是殭屍嗎?是的,都是你的新娘 木村心一原作; 長谷見亮漫畫; Umon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7691 放學後彩色畫室繽紛生活 華々つぼみ作; 青心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7707 Gundam exa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吳端庭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7714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721 涼宮春日的憂鬱 谷川流原作; ジガノガク漫畫; 黃任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57738 魔法戰記奈葉Force 都築真紀原作; 緋賀ゆかり漫畫; 林星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7745 超喜歡!!魔法天使柯絲茉 水無月すう原作; 瀬口たかひろ漫畫; 魚籽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7752 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 松沢まり作; 任天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7769 最後流亡: 沙漏的旅人 Gonzo原作; ムラオミノル漫畫; 林星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776 科學化症候群 吉川英朗作; 九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783 SUPER JUNIOR韓國寫真遊記. 2, 濟州島/慶尚道/京畿道Super junior作; 張鈺琦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790 回到愛以前: 原創小說 梁蘊如原創小說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806 兩守: 潔 久遠作; 木言插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813 兩守: 晦 久遠作; 木言插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820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0, 來訪者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257837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8, 暴虐的三頭龍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844 星際美男聯萌 張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85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2, Alicization rising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868 夢沉抹大拉 支倉凍砂作; 張嘉容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875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鴨志田一作; 一二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7882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7899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1, in a daze じん(自然の敵P)作; 劉蕙瑜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905 惡魔高校DxD. 13, 一誠SOS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912 噬血狂襲. 7, 焰光夜伯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929 我被女生倒追,惹妹妹生氣了? 野島けんじ作; 珂辰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7936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莊湘萍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943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950 鳩子與我的愛情喜劇 鈴木大輔作; 正樹七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7967 煉獄姬: 六幕 藤原祐作; 林莉雅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974 殭屍少女的入學 池端亮作; 黃種德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7981 中國嫁日記 井上純一作; 林筱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7998 見鬼啦!陰陽眼漫畫家爆笑撞鬼實錄 伊藤三巳華作; 江珮儀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001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吳瑞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8018 東方鈴奈庵: Forbidden scrollery Zun原作; 春河萌漫畫; 霖之助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025 校園日記AIURA 茶麻作; 十兵衛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032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8049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8056 神不在的星期天 入江君人作; 邱鍾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8070 C3: 魔幻三次方 水瀨葉月作; 魚籽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58087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8094 櫻x櫻 森繁作; 一杞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100 小刀劍神域 川原礫作; 南十字星漫畫; 九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117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131 學生會的一存. Q版2 葵せきな原作; 砌煉炭漫畫; 劉蕙瑜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148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162 謠言終結天使: 輻射美少女 大和田秀樹作; 林星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179 因為天空灰灰的 阿部共実作; 林哲逸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8186 笨蛋,測驗,召喚獸 井上堅二原作;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咖比獸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8193 性轉魔女 速野悠二作; 吳端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209 戰姬絕唱SYMPHOGEAR 上松範康, 金子彰史原作; 吉井ダン漫畫; Y.S.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216 魔法他與她 児玉樹作; 林莉雅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223 蚚蜴王 入間人間原作; 守月史貴漫畫; 林哲逸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247 草莓棉花糖 ばらスイ一作; HIKA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8254 34歲無業小姐 池田学志作; 正樹七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8261 若澀甜蜜的愛戀 大矢和美漫畫; 綺璃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278 青春紀行 竹宮ゆゆこ原作; 梅ちゃづけ漫畫; 邱香凝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285 強襲魔女: 單翼的魔女們 島田フミカネ, Projekt Kagonish原作; しのづかあつと漫畫; 劉蕙瑜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292 神不在的星期天 入江君人原作; 肋兵器漫畫; 蔡佳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8308 乘鞦韆飛翔的聖修伯里 紅玉いづき作; 江宓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315 萌奈美即將終結宇宙?: We are not alone! 勇嶺薰作; 江宓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322 在下坂本,有何貴幹? 佐野菜見作; Umon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346 神鬼陰陽師. 3, 甜點誘惑 衛亞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353 "葵"光在地球之時...... 野村美月原作; CHuN漫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8360 大稻埕: 原創小說 何曜先小說創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0054 閃光暗號 柯南.道爾原著; 趙長年改寫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2

送存冊數共計：173

臺灣東方



9789863380061 恐怖谷 柯南.道爾原著; 王夢梅改寫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139 永遠的好朋友 珍妮.修斯(Jenny Hughes)作; 強納森.班特利(Johathan Bentley)繪; 李畹琪譯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146 我把早餐變好吃了 梅莉安.露西文; 納瑟尼爾.艾克史卓姆圖; 黃筱茵譯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214 怪盜亞森.羅蘋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221 故事就是醬來的 竹下文子作; 小柏香繪; 朱燕翔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238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成行和加子作; 小松良佳繪; 周姚萍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3720 解開戀愛和結婚的魔咒 小池龍之介著; 黃悅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3737 偽善入門: 浮世善惡指南書 小池龍之介著; 潘璐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11461 狙擊冰風: 雪妖精與白色死神 柳內たくみ作; 呂郁青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1478 囚人與紙飛行機: 少年悖論 猫ロ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11928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11751 褲妹我愛妳 中田ゆみ作; 王明聖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1768 B級美食小廚神 魚柄仁之助原作; 山仲剛太漫畫; 林子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1775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1782 庭球社 ROOTS原作; piyo畫; 蔡承胤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799 家有傲嬌吸血少女 百合原明作; 李昆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805 惡靈古堡: 瑪爾哈維的慾望 Capcom原作; 芹澤直樹漫畫; 蔡承胤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1812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1829 飢餓的老虎 CJ Michalski作; 謝旻釗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836 神奇汪汪愛神 南月ゆう作; 可倫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1843 豪華郵輪之戀 水上ルイ作; Niwa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1850 SEEKER迷宮探索者 安部飛翔著; 王美娟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1867 美少女通通是我的 天草白作; 鄭翠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明名文化傳播



9789863311881 聖克麗歐學園 末包久美子漫畫; 張文俊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1898 淫靡之夜的捕食者 水上ルイ原作; kyo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024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Blad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1911 我的慢熱情人 市川けい原作; Kumako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935 曼谷地鐵遊. 2014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蕭雲菁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942 64: 史上最凶惡綁架撕票事件 橫山秀夫著; 緋華璃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1980 用不織布縫製美味家家酒世界 堀内さゆり著; 林佩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017 私立極道高校. 2011 宮下亞喜羅作; 蔡承胤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2031 東京自行車女孩 わだペん。原作; 蔡承胤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048 S,慾望的印記! 北崎拓作; 陳政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12055 在閉上眼睛之前 まさお三月作; 謝旻釗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062 我所愛的親親達令 深井結己作; 可倫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079 蜜肌上的愉悅之牙: 學園吸血鬼 水上ルイ作; 黃盈琪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086 遍體鱗傷的愛 今村莉莉原作; 林思嚴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093 惡之大罪: 維諾瑪尼亞公爵的瘋狂 惡ノP作; K.K.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109 囚人與紙飛行機: 少年悖論 猫ロ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2116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12123 航海王終極研究. 2, 從原始生命與神話導出通往拉乎德爾的道路OP民俗學研究會著; 王美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130 風起 宮崎駿原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12147 風起 宮崎駿原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2154 我家的王子大人 千葉リョウコ漫畫; Quinc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161 小惡魔香甜的誘惑 二条ク口漫畫; jwholic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178 新. 詐欺獵人 夏原武原案; 黑丸漫畫; 張文俊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12185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312192 真的不能吃!免針線不織布甜點 原口幸子著; 李友君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208 原色金魚圖鑑 岡本信明, 川田洋之助監修; 徐崇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215 塗鴉樂趣多!用4色原子筆畫出可愛插畫 桑沢裕子著; 蕭雲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222 元氣滿滿!美味韓國家常料理 島本美由紀著; 蘇暐婷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239 麵包麵團教科書: 日本人氣麵包師傅的100種麵團調配方式完整大公開旭屋出版編著; 何姵儀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246 圓滾滾.胖嘟嘟!: 羊毛氈百變熊貓 Makiko著; 許倩珮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253 橡皮印章雕刻速學: 10分鐘上手! petit morpho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12260 青春貓熊樂團 瀧上耕著; 王美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277 風起(全彩色故事書) 宮崎駿原作; Kumako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2284 大前研一: 打造品質國家的黃金法則 大前研一著; 薛智恆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07 櫻之雨: 圍繞著我們的奇蹟 雨宮ひとみ作; 貓ノ助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14 異界的魔術士 へロ一天気作; 吳苾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21 今晚,思念著你 日輪早夜作; 耐勒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38 殿下的家電 宮下キツネ作; 可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45 魅惑的惡魔麻豆 紅蓮ナオミ作; 可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52 正義警官毛九 宮下裕樹作; 李昆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12369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謝怡苓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2376 戀愛Paradox(初回限定版) 天王寺ミオ作; jwholic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83 不受控制的愛戀 葛井美鳥作; Kumako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390 不能說是愛 榎田尤利原作; 呂真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2406 愛麗絲仙境戰記 ai&kai原作; 章澤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413 風之谷故事書 宮崎駿監督; Kumako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12420 風之谷故事書 宮崎駿監督; Kumako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2444 銀河騎士傳 貳瓶勉作; 李昆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2451 怪醫黑傑克的誕生: 手塚治虫的創作秘辛 宮崎克原作; 吉本浩二漫畫; 林子傑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2468 漸青之雪: 外國男友教我的事 宇仁田由美原作; 林思嚴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475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12482 東京地鐵遊. 2014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499 影子的季節 橫山秀夫著; 緋華璃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05 史上最強關節放鬆操: 1天5分鐘,有效伸展骨盆、肩胛骨、腳踝,終結痠痛、輕鬆抗老、美體窈窕!池田佐和子著; 梅應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12 幸福召喚!羊毛氈吉祥物大集合 Boutique社著; 許倩珮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29 擬真手繪: 喵嗚尋訪東京巷弄裡的看板貓 一志敦子著; 鍾嘉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36 超完美道歉術: 失敗更能提升好感度!52個扭轉劣勢的職場祕技內藤誼人作; 蘇暐婷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611 泰利耶之戰 M.貓子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628 日輪將軍 戰青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642 烏龍麵大全: 日本人氣名店傳授 旭屋出版編著; 何姵儀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659 到天堂的最短距離 清家雪子作; 王明聖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11916 這樣算是戀愛嗎? 櫻賀明漫畫; 林思嚴譯 2010-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525 醫院醫療資源垂直整合: 勢在必行 謝武吉等作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7632 網路行銷 駱少康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7649 學術論文寫作 王貳瑞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37656 財經英語新知 陳文信, 郭岱宗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7663 機構學 顏鴻森, 吳隆庸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37700 中級會計學(IFRS版) 徐惠慈著 2014-01-00 三版增修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5065 歌唱黎明 曾健民, 龍紹瑞, [臺灣社會科學出版社]編委會總編輯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9257 因為蕭邦: 夢在羅馬許願池 顏慈瑩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89257 因為蕭邦: 夢在羅馬許願池 顏慈瑩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89264 旅行 日本職棒 李承曄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89264 旅行 日本職棒 李承曄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89271 Veronica歐洲奇幻音樂之旅 顏慈瑩作 2014-02-00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知識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金屬熱處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社會科學

送存種數共計：75

送存冊數共計：77

臺灣社區醫院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708 金屬材料破損分析案例專輯 陳繁雄, 蘇洋右主編 2013-11-00 精裝 第3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1815 音樂劇場教學理論與實務 王維君著 2013-05-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405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2011 馬芳渝主編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8736429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2012 馬芳渝主編 2012-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202908 梁丹丰畫展:一路行來的生命容顏 臺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1997-09-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0632 臺灣省芳草人物. 中華民國102年2013: 196位基層臺灣人善行義舉事蹟及座右銘顏淑每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1

9789860400632 臺灣省芳草人物. 中華民國102年2013: 196位基層臺灣人善行義舉事蹟及座右銘顏淑每總編輯 2013-12-00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9839 當代客家文學. 2013 黃子堯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省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省政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柯大宜音樂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7935 臺灣景觀選. 2009-2013 劉淑瑛編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269 雄踞檢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著作集 蔡瑞宗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2339 人權大步走. 檢察篇: 法務部人權秘笈 陳守煌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1987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效能設計 William Stallings原著; 沈雍超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281 物理化學 Thomas Engel, Philip Reid原著; 羅大倫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373 結構分析 Hibbeler原著; 單明陽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380 化學 Nivaldo J. Tro原著; 林文雄, 張振昌編譯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802403 心理學 Richard J. Gerrig著; 游恆山譯 2014-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802410 Digital electron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William Kleitz[編] 2014-03-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5320 我的帽子 佐野洋子作; 譚海澄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375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蘇世甄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地檢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高檢署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28367 邪惡植物博覽會 艾米.史都華(Amy Stewart)著; 布萊恩妮.莫羅-克里布斯(Briony Morrow-Cribbs), 強納森.羅森(Jonathon Rosen)繪; 周沛郁譯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8800 文字析義注 魯實先著; 王永誠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879 海上絲路: 南海古國尋蹤謎航 甄炳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985 美食新風潮: 美國飲食文化的魔幻蛻變 楊本禮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8992 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 蔣永敬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005 東方不敗經濟學: 如何看待國際金融變動 李勝彥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012 H7N9病毒與人類面臨的危機 江建勳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029 湖濱散記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 樂軒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9081 婚姻是什麼: 黃越綏的新手婚姻參考書 黃越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28 回春抗老: 彭溫雅的中醫養生術 彭溫雅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42 物中有理人間多戲 鍾秋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66 幸福的盡頭 楊寒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2706 上帝疼惜老大人: 教會參與社區老人照顧服務工作手冊黃肇新等作; 游如玉, 陳柏宗主編 2010-08-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107 修剪.更新.成長: 從吳威廉牧師的宣教, 看今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組織體制的更新與再造鄭仰恩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202 離散中的基督徒身份建構: 謝扶雅思想歷程 何慶昌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6131226 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 以師資與財務為例(1916-1949)彭淑敏著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基督長老松年事工委員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50753 白色世紀 余卓軒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720 我的學妹哪有這麼可愛! 伏見つかさ原作; いけださくら漫畫; umon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4874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林星宇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5079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5192 夢見D-ZONE 文瀾資訊有限公司原作; Salah-D漫畫; MAGI Wu編劇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5239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夏海公司原作; 鶴山ミト漫畫; 陳宏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5925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火燒新埼玉 Bradley Bond, Philip Ninj@Morzez作; 廖文斌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6014 咎狗之血 Nitro+CHiRAL原作; 茶屋町勝呂作; 思若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6120 戀戀★學生會 あらきかなお作; 楊學斌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6144 黑鷺屍體宅配便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大火星人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110 崛起中的越南 施正鋒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5139 研議建立我國股務訊息標準化之探討 陳又平等研究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905146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後集保結算所提供服務之探討 2013-1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3889 我國勞動法學新興議題之研究 李玉春等作 2012-10-00 平裝 1

9789573063896 日本暨韓國勞動法學研究特集 荒木尚志等作 2012-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勞動法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2491 Gray's基礎解剖學 Richard L. Drake, A. Wayne Vogl, Adam W.M. Mitchell原著; 陳建行等編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2569 Practical evidence-based physiotherapy Rob Herbert等[作] 2013-10-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52576 Transfer of intra-abdominal organs for advanced reconstructionsHung-Chi Chen等原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52637 獸醫放射診斷學 Donald E. Thrall原著; 王炳寧等翻譯 2014-01-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6052644 肌力測試: 徒手檢查與表現測試之技巧 Helen J. Hislop, Dale Avers, Marybeth Brown原著; 郭怡良, 李映琪, 黃曉琳翻譯2014-01-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6052651 藥物分析學 David G. Watson原著; 詹社紅等譯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6052675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the hardware/software interface, 5th editionDavid A. Patterson, John L. Hennessy 2013-12-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52729 Linear algebra: algorithms, applications, and techniquesRichard Bronson, Gabriel B. Costa, John T. Saccoman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6052736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thematics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Ali Hirsa, Salih N. Neftci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4459 吾師正常 林貴福等合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84466 國際運動生理及體能領域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2010姜金龍, 朱真儀主編 2010-06-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6824 訓練學 張嘉澤作 2013-11-00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6842 印刷電路板電子組裝技術概述 林定皓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76873 自動化光學檢測(AOI) 章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運動能力診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5156 數位媒體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0 臺灣數位媒體設計學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主編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2287 菜市場的營養學. 2, 小學生的營養事典: 權威營養師幫孩子打造好眼力、好腦力、好體力、提高免疫力!饒月娟等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1302331 跟著巴菲特只買龍頭股,穩賺18%: 班照上、股照炒,不用天天看著盤常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348 10秒有感按對穴位立即甩掉生理痛 施丞修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1302355 小市民如何對抗大通膨: 淪為經濟難民前小平民的投資自救法衷曉煒, 劉心陽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379 婦產科醫師寫給準媽媽:懷孕生產一定要知道的大小事洪泰和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5229 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 李天命著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5427 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 臺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黃儀冠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762 中國文學十五講 龔鵬程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908 宗教世界與世界宗教 吳汝鈞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915 文本、史案與實證: 明代文學文獻考論 陳廣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922 王船山<>研究 蔡家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939 曲子的發生學意義 郭威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946 近三百年歷史、人物與思潮 鄭吉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5953 空宗與有宗: 佛教判教的對話詮釋初續 吳汝鈞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028 臺灣文學研究自省錄 呂正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206 聽見書店的聲音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臺灣數位媒體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901 臺灣磨潤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一屆 高文顯, 魏進忠執行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9000901 臺灣磨潤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一屆 高文顯, 魏進忠執行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741 關懷兒童畫展暨節能減碳、綠化地球、守護家鄉環保繪畫比賽活動專輯. 2014黃明志等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3512 Lecture notes on wireless healthcare research Kevin Patrick, Mu-Chun Su 2013-11-00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409 兩岸聲學技術交流研討會議論文集. 第六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2416 臺灣聲學學會102年會員大會暨第二十六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1826 橋仔頭糖廠藝術村12年 火花去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警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聲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磨潤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應用藝術協會



9789868636682 地理資訊系統與執法 張平吾, 劉擇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6699 安全管理與兩岸私人保全 張平吾, 馬維綱, 王瑞山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315 長照路漫漫護理師相伴: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感動: 長期照護護理人員的角色功能由你來說黃光琪, 莊慧敏執行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109 上班真煩傳之菜鳥上枝頭: 120秒變身術 蔡嫦琪, 金亞笙作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37116 原爆重生 李存忠著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006 歪仔歪詩 曹尼主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5020 鳥日子愉悅發聲+馬克白弟弟 楊書軒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075 全球電影商業 杰森.斯奎爾(Jason E. Squire)著; 俞劍紅, 李苒, 馬夢妮譯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112 生存任務: 諸神的黃金 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鄭智祥譯 2013-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7035 占驗紫微PMP 天乙上人作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847042 占驗紫微PMP 天乙上人作 2007-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蓮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賣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磐石文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6622 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 102年度 李婉瑜, 趙榕, 蔡淑粧執行編輯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88800 臺灣中藥典圖錄 張永勳, 何玉鈴總編輯 2013-12-00 第一版 其他 2

9789860388817 中醫藥典籍探討春、夏養生藥膳食譜 廖晏農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955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2013-2014(泰文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著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80729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2013-2014(日文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著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84321 Handbook of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2013-201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著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85571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2013-2014(越南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著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86516 全民健康保險民眾權益手冊. 2013-2014(印尼文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著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2

9789860388190 全民健康保險法規要輯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 2013-11-00 修訂第十一版 平裝 2

9789860394672 愛的365天 蔡淑鈴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4689 全民健康保險年報. 2013-201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4696 結穗跨步: 全民健保十八紀實 蔡淑鈴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0394702 遇健幸福 蔡淑鈴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00328 兒童問題與輔導: 小甜甜信箱. 第26輯 鄧清俊, 劉怡蓮, 蔡淑慧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6867 要嗨不藥害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食管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健保署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區兒童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衛福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7033 SARS 10年: 生聚與教訓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著 2013-07-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0377521 結核病診治指引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 2013-08-00 第五版 平裝 2

9789860380231 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編著 2013-09-00 第四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8450 二代戒菸治療教育課程基本教材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9440 高血壓防治學習手冊 李汝禮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79457 兒童健康手冊(中英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464 兒童健康手冊(中印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471 兒童健康手冊(中柬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488 兒童健康手冊(中泰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495 兒童健康手冊(中越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501 孕婦健康手冊(中柬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518 孕婦健康手冊(中泰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525 孕婦健康手冊(中印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532 孕婦健康手冊(中越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79549 孕婦健康手冊(中英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2013-09-00 第2版 平裝 2

9789860389821 迎接人生新旅程手冊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185 幼稚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79185 幼稚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79192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健康署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6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疾管署



9789868979192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024303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024303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024310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024310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390430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2-00 第一版 其他 第5冊 2

9789869024327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869024334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869024341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2-00 平裝 第5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903 如何超越自我 程貫平作 2011-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3756 國民旅遊卡優良特約商店年鑑. 2014年 黃文彬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3482 假麥田圈才是真科學 楊憲東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05 讀故事,學執行: 高效企業主偷偷看的執行藍皮書王崑池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8105 郭大維玻璃創作作品集 郭大維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林藝術工程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德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822 劍橋兒童英語檢定教戰手冊: 單字文法必修版 謝佩芩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147 找回肌膚自癒力的天然保養聖經: 告別化學保養品,學會按摩、芳療、手作保養品,喚醒身體逆齡機能宮川明子監修; 珂辰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154 1天1式保健康整脊美體自救操: 擊退肩頸腰痛,改善血液循環,提升代謝免疫,重現年輕體態!松岡博子著; 李伊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161 瑜珈,你做對了嗎?: 跟隨大自然週期,1天只要1式,達到最佳瑜珈效果Gori宮下監製; 蔡麗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178 突破男關。做自己 織田紀香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185 型男穿搭聖經: 男人必備20大經典單品 這樣變型男編輯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2999 南投縣災害緊急處理及復建工程之執行情形 審計部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0393323 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執行情形 審計部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3969 世界最偉大的人文經典 譚尚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76 靈活談判術: 在風雲變化的世局中,善用則立於不敗之地邱紀彬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83 世界最圓滿的人生三書 朱榮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3990 糊塗學: 大智若愚的鄭板橋智慧絕學 歐陽秀林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000 世界最時尚的品牌傳奇 連雅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017 與歷史偉人進行一場時空的饗宴 TOP 100 Book偉大書系編輯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024 偉大之書: 帶給人類的影響比權力還多 TOP 100 Book偉大書系編輯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031 素書: 中國古今第一權謀術,淡然可知進退,躬身可知運勢何清遠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審計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拼英文教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客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4787 雞尾酒小百科 廉善瑛撰文; 金炫辰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794 豆腐料理筆記 張樓利作; 金炫辰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800 職場領導力小百科 朴鍾先撰文; 林慧君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817 圖解讀心術 渋谷昌三作; 黃經良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824 戀愛So Easy 渋谷昌三作; 張麗瓊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361 高雄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 林永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231 世界史的誕生: 蒙古的發展與傳統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307 The grad job game: They would be crazy not to hire youJohnny Luk 2013-12-00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80527 講好了不說愛 鄭媛作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86093 妃關江山 洛彤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109 迫嫁庶妃 安琪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媛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廣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稻鄉



9789862786116 大老闆小祕書 向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123 幸福轉個彎 季潔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130 限時女傭 十三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147 偏偏不愛總裁 連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154 妃常誘惑 紀珞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161 庶女奪宮 易淳著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178 絕口不提愛妳 辛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185 不該惹總裁 蘭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192 幸福,未完待續 朱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08 包養未婚妻 子艾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15 對不起,我愛你 鄭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22 說好的幸福呢 鄭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786239 說好的幸福呢 鄭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786246 妃子心計 洛彤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53 愛妾逃跑中 谷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60 勝者即是總裁 向晴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77 愛情百倍奉還 棠芯著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284 小資祕書向愛衝 安琪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291 真愛找上門 辛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307 別來無恙. 一, 命運 鄭媛作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314 別來無恙. 二, 天使的翅膀 鄭媛作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0442 別來無恙. 三, 輪子 鄭媛作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321 別來無恙. 四, 神的禮物 鄭媛作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877 澎湖地質地形與生態校外教學手冊. 白沙鄉、西嶼鄉篇鄭文健主編 2013-08-00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澎縣府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澎縣竹灣國小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7513 澎湖!世界最美麗海灣 于錫亮等撰文 2013-11-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80217 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五屆 王國裕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79976 澎湖燕鷗生態學習手冊 陳鴻賢編撰 2013-07-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1253 毅篤愐善 鳳邑普化社毅善堂著 2012-04-00 精裝 1

9789866621307 佛說大乘金剛經論; 大佛頂首楞嚴經要義(節錄卷六)釋迦牟尼佛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1307 佛說大乘金剛經論; 大佛頂首楞嚴經要義(節錄卷六)釋迦牟尼佛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1314 毅箴暉善 鳳邑普化社毅善堂著 2013-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6621345 白話(弟子規)順口溜課本 陳老師作 2013-03-00 平裝 2

9789866621352 孝經順口溜國中課本 陳老師作 2013-03-00 平裝 2

9789866621369 劉有生善人講病 劉有生編著 2013-05-00 平裝 2

9789866621376 陳老師趣味臺語教學 陳老師作 2013-05-00 平裝 2

9789866621390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 無垢子註解 2013-06-00 平裝 2

9789866621413 道德經再解新義 太上老君著 2013-08-00 平裝 2

9789866621154 悟性窮原 涵谷子原著 2010-04-00 再版 平裝 2

9789866621185 六祖法寶壇經 2010-07-00 再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0

廣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澎縣望安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德惠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澎縣文化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34929 內向的革命: 心靈導師A.H.阿瑪斯的心靈語錄 姜波編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4936 像貓一樣生活,像狗一樣工作 任悅編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4967 王陽明的人生64個感悟 秦漢唐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4974 小業務創造大財富: 直銷致富 鄭鴻編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4981 <>白話本 王陽明作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4998 跑業務的第一本Sales Key 趙建國編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01 直銷寓言: 激勵自己再次奮發的寓言故事 鄭鴻編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18 王陽明悟人生大智慧 秦漢唐作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25 華人首富李嘉誠致富心路 姜波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32 不同於戲裡說的雍正皇帝 秦漢唐作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49 生死講座: 與智者一起聊生死 姜波編著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56 <>故事導讀 司馬遷作; 姜波編譯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70 後宮女人心計 秦漢唐作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87 不同於戲裡說的慈禧太后 秦漢唐編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094 <>故事導讀 司馬光作; 姜波編譯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00 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的經營智慧 大川修一編著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17 圓滿人生不等待 姜波編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24 心學大師王陽明 秦漢唐作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31 億萬富豪給子女的一生忠告 洛克菲勒, 摩根著; 姜波編譯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48 厚黑學全集. 參, 厚黑心術 李宗吾作; 姜波編譯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55 天下潮商: 東方猶太人財富傳奇 王擁軍作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62 看懂世界金融 田媛媛作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79 <>中的100大智慧 圜悟克勤作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86 那些年我們曾熟悉的情詩,情事 秦漢唐作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193 看得開,放得下: 本煥長老最後的開示 淨因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09 安頓身心: 喚醒內心最美好的感覺 麥克羅作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16 世界推銷大師實戰實錄 大川修一編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23 入骨相思知不知: 醉倒在中國古代情詩裡 維小詞作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30 上班那檔事: 職場中的讀心術 劉鵬飛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47 一切成功始於銷售 鄭鴻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54 職來職往: 如何找份好工作 耿文國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61 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曼尼斯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78 我富有,因為我這麼做 張俊杰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85 畢業5年決定你一生的成敗 賈司丁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292 簡明美國史 趙智作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08 厚黑學全集. 肆, 厚黑之道 李宗吾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15 一本書讀懂戰國史 秦漢唐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22 搞定自己搞定別人: 不先搞定自己,一輩子也搞不定別人張家名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39 一本書讀懂日本史 王光波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46 莊子的人生64個感悟 秦漢唐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53 孫子的人生64個感悟 秦漢唐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60 銷售攻心術 王擁軍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77 給大學生創業的10項建議: 祖克柏創業心得分享張樂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7518 故意轉念: 轉動心力量產生新機能 天白編述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306 只要治療方法正確癌症是可以治癒的! 蔡篤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6313 不痛.不癢才是健康幸福的人生 蔡篤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9443 敦煌學. 第三十輯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篤俊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學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蓮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9269 永井一正 永井一正作; 張英裕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23604 全民國防 戈德等編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3147 國產米製烘培食品開發手冊 余佩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3154 國產米製餅乾蛋糕 余佩璟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3161 國產米製麵包 余佩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3178 糖果與巧克力 余佩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3185 麵包乙丙級 余佩璟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339 義大利聲樂曲集 孫清吉主編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8563 福爾摩沙.1949 雲程主編; Taimocray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憬藝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廚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樂韻

磐築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9789866062650 百道好湯: 濃湯、清湯、甜湯,一次學會! 程安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67 在家燉煮一鍋美味: 47道砂鍋與火鍋料理 程安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74 安琪老師的24堂課. III, 13-18堂課 程安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81 第一次學做Mochi!多彩多滋 方芍堯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11 大廚做的pasta真美味 傅季馨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35 異國風主食料理: 焗烤、燉飯、粥品、鍋物等60道美味幸福上桌洪白陽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42 營養師設計的82道洗腎保健食譜: 洗腎也能享受美食零負擔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營養科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59 在家燒一手好菜 程安琪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5351 改變歷史的50種植物 比爾.勞斯(Bill Laws)著; 王建鎧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375 每個妻子都該有的6任丈夫: 很抱歉,只有愛是不夠的!史蒂文.克雷格(Steven Craig)作; 喬喻譯 2014-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382 時尚救急手冊: 空姐教你鞋子不磨腳、穿多不顯胖、時時刻刻散發魅力的日常穿搭祕訣!神尾由紀作; 沙子芳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399 世界料理解構聖經 Keda Black等著; 林雅芬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405 愛上鑄鐵鍋: 美味、節能又省時的72道staub料理今泉久美著; 顏理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412 貓寧可買老鼠: 動物飼料製造的廣告與真相,輸家永遠是人類和動物漢斯-烏里希.格林(Hans-Ulrich Grimm)著; 木天蓼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429 12個月的穿搭術: 34種主題X200款造型,日本人氣繪本作家的穿搭時尚圖解書杉浦爽作; 邱喜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436 手作鐵絲小庭園: 44款可愛造景鐵絲小物+33款容易栽種懶人植物奧田由味子著; 沙子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450 世界氣泡酒指南: 齋藤研一品飲生涯精選氣泡酒232款齊藤研一作; 黃薇嬪, 林盛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467 放手畫禪繞. 2, 頭腦的瑜珈練習 珊迪.史汀.巴塞洛繆(Sandy Steen Bartholomew)作; 喬喻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2212 張大千的後半生 黃天才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羲之堂文化



9789865806170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施養慧文; 徐建國圖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231 亞奇的料理夢 林麗麗文; 采彤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248 深山偶劇團 鄒敦怜文; 法蘭克圖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255 獨角仙爭霸戰 鄭宗弦文; seven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262 神祕網友詐騙案 鄭宗弦文; Seven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286 誰掉了一隻玻璃鞋 王文華文; 麻三斤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293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盤古開天 洋洋兔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309 我要找到輪椅 高廷煜著; 有基勳圖; 李美英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6323 魔球隊長大決鬥 鄭宗弦文; 康宗仰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8457 十二星座感情.桃花大運勢. 2014 姜秀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8464 十二星座職場.未來大運勢. 2014 姜秀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8471 不只是鬼片之王: 姚鳳磐編劇創作文集 黃仁策劃; 胡穎杰彙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115 嗑瓜聲,飛過我們家 保溫冰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22 經典爵士鋼琴大師的音樂世界 張凱雅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6139 最後50個希望 顏志豪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45 清末民初報人: 小說家海上漱石生研究 段懷清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94676 國際村上春樹研究. 輯一 黎活仁總編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00 鴻飛射馬干: 東大華文散文選 王萬象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24 詩響起: 蘇善詩集 蘇善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31 春融融 任真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48 隨擬集: 洪國恩小詩選 洪國恩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55 我在蔣介石與汪精衛身邊的日子 臧卓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79 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 彭昭賢, 盛世才原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璞申



9789869006286 中國古代名女人 蘇同炳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6293 民主推進器: 兩岸三地的公民社會 蘇佳善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004 幻獸症的屋子 跳舞鯨魚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0637 企業評價與選股秘訣 梁憲政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3628 冤罪者 折原一著; 劉子倩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635 種族滅絕 高野和明著; 李彥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642 附身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659 兩人距離的概算 米澤穗信著; 阿夜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666 杜鵑鳥的蛋是誰的 東野圭吾著; 王華懋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673 沉船的王妃 有栖川有栖著; 陳嫺若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680 夜之國的庫帕 伊坂幸太郎著; 王華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697 隱蔽搜查. 2, 果斷 今野敏著; 劉子倩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703 桑潟幸一副教授的時尚生活 奧泉光著; 王華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710 梵諦岡奇蹟調查官: 闇黑學院 藤木稟著; 李惠芬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727 百器徒然袋: 風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734 名偵探的枷鎖 東野圭吾著; 王華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741 所羅門的偽證I事件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43758 所羅門的偽證I事件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82983 Student symposium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E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靜宜大學資訊學院編輯 2010-08-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寰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018 實習輔導教師手冊 吳俊憲, 吳錦惠, 林怡君作 2014-0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4027 典藏名邸年鑑. 2014 蔡珮琪, 范昱麟採訪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228 EZ數學教學講義. 五下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38593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三年級上學期 林江臺等編撰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238647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湯麗鈺, 林美慧, 賴桂玉等編撰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238609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湯麗鈺, 林美慧, 賴桂玉等編撰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238739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湯麗鈺, 林美慧, 賴桂玉等編撰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8616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湯麗鈺, 林美慧, 賴桂玉等編撰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238623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湯麗鈺, 林美慧, 賴桂玉等編撰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238630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湯麗鈺, 林美慧, 賴桂玉等編撰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238807 國民小學生活課本. 一年級上學期 吳紀賢等編撰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238852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 王仁和等編撰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869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 吳志豪等編撰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883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一年級下學期林師如等編撰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06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一年級下學期古婷菊等編撰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杰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樺舍文化



9789861238913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乙版). 一年級下學期 陳建隆, 李月娥, 郭家瑄編撰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20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三年級下學期 林江臺等編撰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37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三年級下學期 吳依靜等編撰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44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 王宜雯等編撰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555 國民中學數學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九十七年課綱)李明芳等編撰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68 國民中學社會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 于珊等編撰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75 國民小學生活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 吳紀賢等編撰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82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三年級下學期 王素慧等編撰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8999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 王洛夫等編撰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9002 Phonics Plus字母的發音(國民小學英語) 楊勝惠, 陳蕙芳, 鄭莉靜編著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019 Phonics Plus短母音(國民小學英語) 楊勝惠, 陳蕙芳, 鄭莉靜編著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026 Phonics Plus長母音(國民小學英語) 楊勝惠, 陳蕙芳, 鄭莉靜編著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040 Phonics Plus銜接K.K.音標(國民小學英語) 楊勝惠, 陳蕙芳, 鄭莉靜著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057 Phonics Plus字母特殊組合(國民小學英語) 楊勝惠, 陳蕙芳, 鄭莉靜著 2011-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239064 Phonics Plus字母特殊組合(國民小學英語) 楊勝惠, 陳蕙芳, 鄭莉靜著 2011-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239088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一年級下學期 朱芳琳等編撰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9095 公民與社會(普通高級中學) 林其昂等編撰; 李酉潭總主編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239132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等編撰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239149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等編撰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239101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等編撰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239118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等編撰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239125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等編撰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239163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林美慧, 湯麗鈺, 賴桂玉編撰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239194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二年期上學期 吳志豪等編撰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200 國民中學數學課本. 二年級上學期(九十七年課綱)李明芳等編撰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224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四年級上學期(九十七年課綱)林文鵬等編撰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248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九十七課綱) 王佩蘭等編撰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255 國民中學社會課本. 二年級上學期 于珊等編撰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三冊 1

9789861239279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四年級上學期 林江臺編撰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三冊 1

9789861239293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二年級上學期 陳秀琪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309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二年級上學期古婷菊等編撰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316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乙版). 二年級上學期 翁秉仁等編撰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323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四年級上學期 王素慧等編撰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330 國小英語課本Ready Go! 方淑鳳, 張于玲, 劉菊如編撰 2012-05-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239408 國小英語課本Ready Go! 方淑鳳, 張于玲, 劉菊如編撰 2012-08-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1239354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3 王佩蘭等編撰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378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二年級上學期 方顗茹等編撰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385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二年級上學期 李明芳等編撰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239392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紀智耀等編撰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439 國民中學國文課本.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 石德華等編撰; 宋隆發, 曾萍萍主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460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 蘇國賢等編撰; 李酉潭總主編 2012-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239521 國民小學生活課本.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 吳紀賢等編撰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538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三冊, 二年級上學期 王洛夫等編撰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576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二年級下學期 吳志豪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239583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二年級下學期 林佑玲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239590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1 吳學明等編撰; 吳學明主編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06 國民中學數學課本. 第四冊(二年級下學期) 李明芳等編撰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13 國民中學社會課本. 第四冊(二年級下學期) 于珊等編撰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20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四冊(四年級下學期)林文鵬等編撰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37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乙版).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翁秉仁等編撰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44 國民中學國文課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 石德華等編撰; 宋隆發, 曾萍萍主編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51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臺羅版) 城淑賢等編撰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239668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歐遠帆等編撰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699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第四冊, 四年級下學期 林江臺等編撰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712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四冊, 四年級下學期王素慧等編撰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729 國民小學生活課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 吳紀賢等編撰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736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王佩蘭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239743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王佩蘭等編撰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1239750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王琇姿等編撰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767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張琦芳等編撰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774 國小英語課本Ready Go!. 第二冊 方淑鳳, 張于玲, 劉菊如編撰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781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 王洛夫等編撰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798 國小英語課本Ready Go!. 第四冊 方淑鳳, 張于玲, 劉菊如編撰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239804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李明芳等編撰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828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 下 沈中華等編撰; 李酉潭總主編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835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臺羅版). 第八冊 城淑賢等編撰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866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臺羅版). 第十二冊 城淑賢等編撰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880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2 陳俊強等編撰; 高明士主編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897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古婷菊等編撰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10 國民中學社會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 于珊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27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吳志豪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34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第五冊, 五年級上學期 丁儷蓉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41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歐遠帆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58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王琇姿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65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乙版).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翁秉仁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72 國民中學數學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九十七年課綱)李明芳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89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李明芳等編撰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39996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五冊, 五年級上學期王素慧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04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第五冊 王佩蘭等編撰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330011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林佑玲等編撰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28 國民中學國文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 石德華等編撰; 宋隆發, 曾萍萍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35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五冊, 五年級上學期林文鵬等編撰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42 國小英語課本 Hands Up!. 第一冊 高瑞敏, 賴玉倩, 蘇照雅編撰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59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五冊, 三年級上學期 王文華等編撰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73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林佑玲等編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80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吳志豪等編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097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三冊 劉景輝, 高明士主編; 劉景輝, 李君山編撰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03 國小英語課本 Hands Up! 高瑞敏, 賴玉倩, 蘇照雅編撰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330110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第六冊, 五年級下學期 丁儷蓉等編撰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27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張琦芳等編撰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34 國民中學社會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 于珊等編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41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 王洛夫等編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58 國民中學國文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 石德華等編撰; 宋隆發, 曾萍萍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65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第六冊, 五年級下學期王素慧等編撰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72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乙版).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翁秉仁等編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89 國民中學數學課本. 第六冊, 三年級下學期 李明芳等編撰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196 Dino on the go!國民小學英語課本. 第六冊 方淑鳳等編撰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316 謝夢龍粉彩作品精選集. 魚 謝夢龍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501 賴宗煙師生書法聯展專輯 林佑穗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4159 就是要你有創意 劉曙彰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007 薌風墨韻: 薌風書藝會甲午聯展雅集 曾梓棟總編輯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456 智永楷書集八大人覺經 吳鴻鵬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463 歐陽詢楷書集大悲咒 吳鴻鵬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470 智永楷書集法句經 吳鴻鵬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諾奕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薌風書藝會

送存種數共計：97

送存冊數共計：109

橙青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宗煙書法班



9789866176562 東漢禮器碑 任容清修復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76579 唐多寶塔碑 黃宗義修復 2013-06-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76586 九成宮醴泉銘書體的特徵 鄭聰明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76609 兩岸文化藝術交流高峰會紀念畫冊 胡九蟬, 陳昱蓉, 歐豪年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4458 熱夏之姿 七顏顏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465 情纏小狼君 聿橋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489 易容教主 朱小蠻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496 放蕩公爵的小萌僕 唐糖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502 奪夫 扶瑤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533 擒受之唐門少主 千岩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540 晉王朝之紅蓮 秦淮月色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557 著魔 吳沉水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44564 著魔 吳沉水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44571 花皇 流鳶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588 色劫難逃 冰雪漪夢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595 當宅男遇到痞子 夏斯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01 小橋流水 看飛碟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25 招財 朱小蠻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32 霸王纏靈 扶瑤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49 穿越之奇緣天定 梨花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56 穿越之男兒當自強 千岩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63 冤家定情 扶瑤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70 穿越之太上皇 風之羽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87 總裁的小女人 常在心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694 一步落逍遙 田家兔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00 黑貓偷了心 月光物語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17 進錯師門上對床 偷眼霜禽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龍馬文化



9789866044724 將軍,從了奴家吧! 玲瓏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31 小正太養成計畫 蝶舞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48 霸王的禁忌姬 蝶舞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55 劍客就愛COSPLAY 蝶舞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62 魅情霸愛 玲瓏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79 吃貨丫嬛 梨花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786 獨身萬歲,師戀無罪 蝶舞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809 調教甜心小狐 唐糖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816 琥珀男孩.癡情司 青蛙啃王子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823 擒受之妙手郡王 千岩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830 情劍圖之相思無淚 君璧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861 合法穿越去相親 慕寧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892 驚心計 紫月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908 香粉襲人 青箏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939 太子爺的小情人 萱萱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946 擒受之索命蠱郎 千岩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953 非愛不可 常在心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984 風流女帝 萱萱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4991 青蛇奇緣 九闕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05 不能不愛你 萱萱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12 囚戀之甜蜜的牢籠 唐糖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36 棄妃寵不得 青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43 逮個奶爸來愛愛 紫月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50 海的王子 千岩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67 豢養仙鶴情人 唐糖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74 梵羅門. 冥府卷 柳滿坡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81 梵羅門. 天界卷 柳滿坡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098 梵羅門. 人間卷 柳滿坡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21104 梵羅門. 人間卷 柳滿坡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21111 名門淑妾 青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1128 名門淑妾 青箏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1135 王爺老實點 琯琯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142 王子的懶美人 萱萱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159 貴公子的小可憐 紫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166 遇狼 風之羽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173 冰山男的愛哭情人 叮噹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197 靈界風雲之爆君劫帝 扶瑤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203 心之所屬 聿橋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210 公子戲情之美人香 墨染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241 溫柔陷阱 薰衣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258 惡魔貴族的誘惑 扶瑤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265 相府嫡女傳 萱萱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272 絕色侍寢妃 青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1289 絕色侍寢妃 青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1302 下堂千金 雲葭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1319 騙子道人拐嬌妻 草莓甜心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326 王爺太風流 常在心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333 惹火嬌妻 薰衣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340 榻上歡 草莓甜心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357 宮謠之媚亂江山 蓮沐初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1371 魔主的寵姬 洛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388 相思淚 慕雪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401 逮個痞子來愛愛 紫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418 醉憶花語. 十 公子歡喜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425 喵星小王子 偷眼霜禽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449 邪少的俏女傭 薰衣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494 笨蛋的戀愛史 萱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500 君要臣嫁 九闕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517 偷得美男心 端木焱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579 莊主的俏奴兒 草莓甜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609 抵債嬌妻 叮噹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623 逮個惡霸來愛愛 紫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647 老闆的二貨情人 萱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654 G.A.Y調查科 朱小蠻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661 靈界風雲之邪皇戲臣 扶瑤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678 狐妻兇猛 流鳶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1722 此貨必瘦 汐馨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9447 不滅事務所之熱夜三 米洛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1558 可以學到幸福的39堂課: 聽聽別人的故事,看看自己的心安德里亞.喬伊.科恩作; 白哲文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199 在家就能做的經典麵包糕餅 陳國勝, 魏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014 經典義大利 PASTA & PIZZA 江美君, 簡敏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009 誰在塵世溫暖你 李紅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016 奇怪島上的奇怪狗 王勇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0023 魚人之謎 王勇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0030 人體戰記. 首部曲 苟天曉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0047 人體戰記. 二部曲 苟天曉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0054 人體戰記. 三部曲 苟天曉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0061 恐怖的機器人 王勇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0078 狼 王族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10092 張詩群散文集: 初夏 張詩群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004 弄泥木瓦: 客家童年風景 王勇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視界

送存種數共計：87

送存冊數共計：91

親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膳書房文化



9789865732011 和風說話的青苔: 客家童年風景 王勇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028 花一樣的村謠: 客家童年風景 王勇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042 巴澎的城: 客家童年風景 王勇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2804 跟著太爺學中醫: 一個傳統中醫的成長歷程 余浩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835 算你好命: 15分鐘抓住紫微四化能量,創造好命 王牧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859 超腦零極限 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魯道夫.譚茲(Rudolph E. Tanzi)合著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125 醫行天下 蕭宏慈作 2010-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3804 創意社區美力城鄉: 高雄市社區總體營造成果專輯樹德科技大學NPO研究發展中心總編輯 2013-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4242 表解憲法 李敬農編著 2011-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358 土地登記概要: 實戰模擬 蕭華強編著 2011-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778 法學緒論(圖解&試題.雙效學習) 陳正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792 一般警察法典 學儒法學苑編著 2011-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4808 消防法典 學儒法學苑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4839 移民人權(含Q&A與案例探討) 關宇編著 2011-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846 移民署考試常用法令圖解速記(含移民實務、移民人權、入出國及移民法等相關法規)關宇編著 2011-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853 移民實務(含Q&A與案例探討) 關宇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4891 刑事訴訟法概要: 申論題庫(高普考試) 吳流明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921 刑法概要: 申論題庫(警察考試) 吳流明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938 犯罪偵查 樵林編著 2011-09-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樹德科大NPO研發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儒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橡實文化



9789866124945 表解憲法 李敬農編著 2011-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952 移民專業英文 關宇編 2011-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969 法學緒論(圖解&試題.雙效學習) 陳正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976 刑法概要 黃磊編著 2011-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000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 鄭盛編著 2011-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024 移民署考試測驗題庫完全攻略 關宇編著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031 鑑往知來: 戶籍法規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048 鑑往知來: 戶政(戶籍)法規歷屆申論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062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解析)(警察特考) 王曹編著 2011-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086 土地經濟學 張昱諄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123 公職社會工作師: 綜合題庫解析 戴馨, 葉玲等編著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154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郵政考試)吳俊編著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161 英文: 警特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1-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027178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楊惠芬編著 2011-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027185 國文(測驗)(包括公文格式用語)(司法五等) 林嵩, 胡齡編著 2011-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192 國文(測驗)(郵政特考) 金庸編著 2011-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215 行政法(含測驗題庫) 顏強編著 2011-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222 郵政法規(大意): 內.外勤 嚴優編著 2011-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239 英文(郵政特考)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1-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246 社會研究法(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金鑰 陳遠編著 2011-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260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申論題庫) 黃鐘平編著 2011-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277 民法(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291 犯罪偵查: 混合題庫 韋擎松編著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307 郵政法規(大意)題庫: 內.外勤 嚴優編著 2011-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284 社會工作管理: 金鑰 戴馨編著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345 公務人員考試: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1-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390 高普特考共同科目: 綜合題庫解析 學儒名師聯著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406 郵政從業人員: 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聯著 2011-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413 企業管理(農會特考) 楊惠芬編著 2011-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027420 警察法規新論: 警察考試必讀聖經 程譯編著 2011-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468 政治學: 金鑰 邱遠編著 2011-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475 移民署考試申論題庫完全攻略 關宇編著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482 刑法總則 黃磊編著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499 國土安全與國境執法 黃安編著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505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林儀編著 2011-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536 行政學概要: 實戰模擬 黃尚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543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實戰模擬 金庸編著 2012-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550 行政法歷屆申論試題全解 文尚編著 2011-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567 行政學(測驗題庫)練實力 黃尚編著 2011-1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574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徐宏編著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581 社會工作(社工師) 陳威編著 2011-1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604 現行考銓制度: 實戰模擬 陳大同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611 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實戰模擬 陳大同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628 民法概要(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 李復昀編著 2011-11-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635 民法讀實力 李復昀編著 2011-11-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642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林儀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659 政治學: 實戰模擬 韋伯編著 2011-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697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國民營考試)吳俊編著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703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鐵路、公路考試)吳俊編著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710 行政學: 實戰模擬 李齊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727 公共管理: 實戰模擬 王濬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734 公共管理概要: 實戰模擬 王濬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741 不動產估價: 金鑰 蕭華強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765 公共政策: 實戰模擬 張楚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27772 各國人事制度: 實戰模擬 張秉鈞編著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789 行政法概要: 實戰模擬 文尚編著 2011-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802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2012-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826 法學知識與英文: 實戰模擬(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文尚, 謝孟媛編著 2012-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840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2012-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857 英文(臺電中油考試用書)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2-0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864 刑法總則: 教戰守則 李允呈編著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871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金鑰 林儀編著 2012-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888 比較教育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2012-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895 公民 林茵編著 2012-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6027901 民法歷屆試題全解 劉宣編著 2012-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925 國文 (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精選題庫 胡齡, 金庸編著 2012-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932 國文(測驗)(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金庸編著 2012-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27956 行政學大意 程明編著 2012-03-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6027963 中華電信業務類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聯著 2012-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970 英文(初等五等)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2-03-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987 法學大意: 奪分關鍵、快速記憶、雙效合一 程譯編著 2012-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27994 國.民營特考: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學儒名師聯著 2012-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003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歷屆試題全解 江河編著 2012-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010 法學大意 顏強編著 2012-04-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66027 企業管理(臺電特考) 楊惠芬編著 2011-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66034 企業管理(鐵路特考) 楊惠芬編著 2011-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66058 公務人員考試: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065 移民署考試常用法令圖解速記 關宇編著 2012-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072 公民(測驗題庫) 啟明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66089 民法(測驗題庫) 裕樹編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096 智力測驗 韋成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102 性向智力測驗 韋成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119 運輸學大意 韓新, 鄭鑫編著 2012-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126 經濟學大意 張勝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133 英文(郵政特考)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2-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66140 經濟學概要(臺電.中油國民營特考) 張勝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157 臺電.中油英文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2-04-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66164 英文(鐵路特考)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2-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66188 人事行政大意 陳大同編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195 一般行政: 綜合題庫解析(行政學大意.法學大意)黃尚, 畢勝編 2012-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201 郵政法規(大意): 內.外勤 嚴優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218 法學大意(圖解&試題.雙效學習) 陳正編著 2012-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66225 現行考銓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232 各國人事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256 戶政(戶籍)法規: 法規 重點+演練 高分攻略 劉秀編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263 行政學大意(測驗題庫) 黃尚編著 2012-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66270 電腦常識(含計算機大意) 陳中編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287 公務員法: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294 初.五等共同科目: 綜合題庫解析 保成名師聯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300 公幼教保員: Hold住命題範圍5000題 喬伊編著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317 移民署考試測驗題庫完全攻略 關宇編著 2012-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324 教育專業科目考前必勝密笈 林政財編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331 廉政: 綜合題庫解析 鍾靈, 胡濤編 2012-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355 人事行政: 綜合題庫解析(人事行政大意.法學大意)巫高昇, 胡濤編 2012-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362 運輸學大意(鐵路特考) 韓新, 鄭鑫編著 2012-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379 移民署考試申論試題完全攻略 關宇編著 2012-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386 土地稅法規: 金鑰 蕭華強編著 2012-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393 戶政: 綜合題庫解析 吳軍, 胡濤編 2012-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409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測驗題庫) 黃曦禾編 2012-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416 社會行政: 綜合題庫解析 李明煌編著 2012-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423 移民專業英文 關宇編 2012-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430 移民政策(含移民人權) 關宇編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447 國文(作文及公文)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2012-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454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含理論與政策) 程譯編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478 行政法: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2012-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485 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2012-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492 警察特考法典 學儒法學苑編著 2012-09-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66508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 乙組 學儒.保成名師聯著 2012-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515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 甲組 學儒.保成名師聯著 2012-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522 移民政策與法規 程譯編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539 刑法總則 李允呈編著 2012-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546 警察特考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2012-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560 記帳士: 歷屆試題全解 學儒名師聯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577 貨幣銀行學大意 潘翔編著 2012-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584 表解憲法 李敬農編 2012-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591 法學緒論(圖解&試題.雙效學習) 陳正編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607 鐵路法大意(含測驗題庫) 韓新, 鄭鑫編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614 法學緒論(圖解&試題.雙效學習)(警察特考專用) 陳正編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638 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 張茂英, 張英編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645 社會工作: 金鑰 戴馨編著 2012-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652 國文(測驗): 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2012-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676 表解憲法 李敬農編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683 公務人員考試: 高分兵法: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江河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690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706 法學緒論 鄭盛編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713 政治學(概要) 劉沛編著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720 民法(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737 刑法精義 黃磊編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751 運輸學(含申論題庫) 韓新, 鄭鑫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768 鐵路法(含申論題庫) 韓新, 鄭鑫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775 鐵路工程大意(含鐵路養護作業大意)(含測驗題庫)韓新, 鄭鑫編著 2012-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799 行政學新編 王濬編著 2012-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805 企業管理(管理學. 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享全解 吳俊編著 2012-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812 公共管理 王濬編 2012-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829 法學緒論(含大意)(司法特考專用) 鄭盛編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836 公文速成兵法(警察特考) 江河編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843 社會工作 陳威編著 2012-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66850 警察法規新論: 警察考試必讀聖經 程譯編著 2012-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867 民法 裕樹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874 民法概要 裕樹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881 公共政策 程明編著 2012-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66904 法學緒論: 奪分關鍵. 快速記憶. 雙效合一 程譯編著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911 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黃彥勳編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928 國文(測驗) 金庸, 胡齡編著 2012-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935 民法總則 常揚, 鮑伯編著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6942 社會學新編 畢成編著 2012-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959 國文(測驗) 金庸, 胡齡編著 2012-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66966 政治學(含申論暨測驗題) 邱遠編著 2012-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66973 政治學: 金鑰 邱遠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980 立法程序與技術: 金鑰 林沛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66997 國文(公文) 胡齡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5006 公務員法 吳志恆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013 現行考銓制度 李齊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020 行政法: 歷屆申論試題全解 文尚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037 公民: 歷屆試題全解 林茵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044 公共政策: 獨門暗器 程明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051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解) 王曹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068 一般警察法典 學儒法學苑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075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鄭祺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082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099 鐵路特考: 經濟學概要 張勝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5105 國文(測驗)(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金庸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5112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王曹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129 地方政府與政治 劉秀編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136 社會研究法: 讀實力 王淑芬編著 2012-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895143 行政學 程明編著 2012-10-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5895150 行政學概要 程明編著 2012-10-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895167 臺電特考: 國文(測驗) 金庸, 胡齡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5174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解) 王曹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181 事務管理大意: 歷屆試題分章全解 吳俊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198 特殊教育 奇蹟編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211 貨幣銀行學大意(測驗題庫) 潘翔編著 2012-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95228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王淑芬編著 2012-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5895235 信託法概要 高毓揚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242 社會工作管理 歐亞非, 戴馨編著 2012-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95259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林儀編著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95266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林儀編著 2012-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5273 公務人員考試: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280 公民: 試題全解 林茵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297 公務人員考試: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303 社會學: 金鑰 陳遠編著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310 犯罪偵查 彭晟編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327 鑑往知來: 戶籍法規測驗全解 劉秀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334 教育行政 蕭世蒼, 徐昌男編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341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實戰模擬 喬伊編著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358 行政學: 實戰模擬 李齊編著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95365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實戰模擬 金庸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372 政治學: 實戰模擬 韋伯編著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389 行政學概要: 實戰模擬 黃尚編著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95396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張茂英, 張英編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402 國、民營特考: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 江河編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419 行政法(含測驗題庫) 顏強編 2012-10-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895426 行政法概要 顏強編 2012-10-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895433 行政程序法 鄭盛編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457 行政學高分申論&選擇題點 李棕盛編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464 公民: 完全攻略 林茵編著 2012-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895471 公民(鐵路特考) 林茵編著 2012-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895488 現行考銓制度: 實戰模擬 陳大同編著 2012-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495 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實戰模擬 陳大同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501 行政法概要: 實戰模擬 文尚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525 不動產估價: 金鑰 蕭華強編著 2012-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532 行政法概要含測驗題庫) 顏強編 2012-10-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895549 刑法總則 黃磊編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556 政治學: 二十組申論經典題型 劉沛編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563 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組織) 程瑋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587 導遊.領隊: 歷屆試題全解 胡安, 阮忠清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594 英文(高普特考) 尤銘煌, 尤登煌編著 2012-1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895600 警察特考英文 尤銘煌, 尤登煌編著 2012-1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895617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 實戰模擬 喬伊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624 行政法(測驗題庫) 林葉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631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江敦育編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648 各國人事制度: 實戰模擬 張秉鈞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655 鑑往知來: 地方自治概要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662 鑑往知來: 戶政(戶籍)法規歷屆申論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679 火災學(概要) 謝景旭編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686 民法親屬編 裕樹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693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 主題式題庫 蕭世蒼, 徐昌男編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709 政治學(概要): 實戰模擬 喬錕編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716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 鄭盛編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723 法學緒論(測驗題庫解析) 鄭盛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730 銀行法(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陳鴻文編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747 國文三合一(作文、公文與測驗) 金庸編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754 國文三合一(作文、公文與測驗) 金庸編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761 犯罪偵查: 混合題庫 韋擎松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778 海巡勤務: 主題式申論題庫 彭晟編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785 一決勝複: 國文(測驗式複選題) 江河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792 捷運常識一試就上 黃彥勳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808 一決勝複.公民與英文(測驗式複選題) 林茵, 莫妮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815 一決勝複: 法學大意(測驗式複選題) 鄭盛編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822 法學知識與英文: 實戰模擬 畢勝, 林廷編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839 郵政法規(大意)題庫:內外勤 嚴優編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846 郵政從業人員: 歷屆試題解析(郵政法規.企業管理.英文.國文)學儒名師聯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853 公共管理: 實戰模擬 王濬編著 2013-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95860 法學緒論(大意) 鄭盛編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877 貨幣銀行學大意 紀大偉編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884 國考英文字彙一把抓 英銘編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891 高普特考共同科目: 綜合題庫解析 學儒名師聯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90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金鑰 方晴編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914 郵政特考: 國文(測驗) 金庸, 胡齡編著 2013-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5921 行政法: 實戰模擬 于亮編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938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強效讀本 林嵩編著 2013-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95945 貨幣銀行學概要(銀行考試專用) 紀大偉編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976 土地登記: 金鑰 陳宏編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5983 公民 林茵編著 2013-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895990 一般消防警察四等: 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聯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007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初五等) 林茵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014 土地法規: 金鑰 陳宏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021 交通行政大意(測驗題庫) 陳龍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038 行政學概要(臺電招考) 王濬編著 2013-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045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高分讀本 金庸, 胡齡編著 2013-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052 英文(初五等) 尤銘煌, 尤登煌編著 2013-04-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0069 社會學(混合題庫): 練實力 畢成編著 2013-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076 臺電雇用人員(養成班).新進職員: 歷屆試題全解學儒名師聯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083 一般行政: 綜合題庫解析(行政學大意.法學大意)黃尚, 畢勝編著 2013-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090 人事行政大意 陳大同編著 2013-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106 票據法概要(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黃威方編著 2013-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113 初.五等共同科目: 綜合題庫解析 學儒名師聯著 2013-04-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120 公幼教保員: Hold住命題範圍6500題 喬伊編著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137 交通行政大意 陳龍編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144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歷屆試題全解 江河編著 2013-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151 公務人員考試英文歷屆試題全解(初五等) 鄭多芬編著 2013-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168 公民(測驗題庫) 啟明編著 2013-04-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0182 行政學大意(測驗題庫) 黃尚編著 2013-04-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0199 口試(含試教、教學檔案)實戰寶典 賴駿, 張禎編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205 地政: 综合題庫解析(土地法大意.土地行政大意)張勝群編 2013-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212 移民署考試常用法令圖解速記 關宇編著 2013-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229 運輸學大意 韓新, 鄭鑫聯著 2013-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236 公務員法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3-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243 現行考銓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3-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250 行政學大意 程明編著 2013-05-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0267 各國人事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3-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274 幼兒教育政策與法令: Hold住命題範圍1000題 賴駿, 張禎編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281 法學大意(測驗題庫) 畢勝編著 2013-07-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298 郵政法規(大意): 內.外勤 嚴優編著 2013-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304 英文(軍職、預備軍士官考試)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2-09-00 八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300311 法學大意(含緒論) 程譯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328 國文(軍職、預備軍士官考試) 江河編著 2013-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342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含理論與政策) 程譯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359 戶政: 綜合題庫解析(戶籍法規大意.法學大意) 吳軍, 胡濤編著 2013-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366 人事行政: 綜合題庫解析(人事行政大意.法學大意)巫高昇, 胡濤編 2013-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373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 甲組 學儒保成名師聯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397 廉政: 綜合題庫解析(公務員法大意.法學大意) 鍾靈, 胡濤編 2013-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403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學儒.保成名師聯著 2013-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410 警專入學考試: 國文重點速記 金庸編著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427 社會行政: 綜合題庫解析 李明煌編著 2013-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434 教育行政: 綜合題庫解析 張珍編著 2013-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441 公務員法大意(測驗題庫) 岳昀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458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465 人事行政大意(測驗題庫) 李齊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472 戶政(戶籍)法規重點+演練 高分攻略 劉秀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489 現行考銓制度 李齊編著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496 法學緒論 鄭盛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502 國文(作文) 金庸編著 2013-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519 政治學 劉沛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526 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黃彥勳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533 移民政策與人權(含Q&A與案例探討) 關宇編著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557 土地法規 蕭華強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564 一般行政警察四等: 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聯著 2013-08-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0571 法學緒論(警察特考專用) 鄭盛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588 國文(作文) 金庸編 2013-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595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601 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 張茂英, 張英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618 公共政策析論與議題應用 李棕盛編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625 行政學新編 王濬編著 2013-07-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632 鐵路工程大意(含鐵路養護作業大意)(含測驗題庫)韓新, 鄭鑫編著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649 導遊.領隊: 歷屆試題全解 胡安, 阮忠清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656 教育綜合科目 羅正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663 國文(測驗) 金庸編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670 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組織) 程瑋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687 行政學 程明編著 2013-08-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700 國文(測驗)(警察考試) 金庸編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717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張茂英, 張英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724 社會學新編 畢成編著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731 一般消防警察四等: 題庫一本go 學儒名師聯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755 教育綜合科目 羅正編著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762 社會工作: 金鑰 戴馨編著 2013-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0779 刑法總則 李允呈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786 公共政策 程明編著 2013-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0793 公務員法 吳志恆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809 運輸學(含大意) 韓新.鄭鑫編著 2013-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816 鐵路法(含大意) 韓新.鄭鑫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823 特殊教育 徐強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830 課程與教學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847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854 警察考試法典 學儒法學苑編著 2013-08-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0861 公務人員考試: 高分兵法: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江河編著 2013-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878 公文速成兵法(警察特考) 江河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885 法學緒論 程譯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892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908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農會特考)吳俊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915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鐵路特考)吳俊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922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臺電特考)吳俊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0939 事務管理大意歷屆試題分章全解 吳俊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946 表解憲法(警察考試專用) 李敬農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960 政治學: 二十組申論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0977 表解憲法(高普考專用) 李敬農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984 貨幣銀行學大意(農會考試專用) 紀大偉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004 表解憲法(司法特考專用) 李敬農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028 行政學高分申論&選擇題點 李棕盛編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035 鑑往知來: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劉秀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042 鑑往知來: 戶政(戶籍)法規歷屆申論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059 土地稅法規 蕭華強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073 刑法概要 黃磊編著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097 地政士歷屆試題新解 江敦育, 蕭華強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103 民法概要 常揚, 鮑伯編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110 公務員法 岳昀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134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解題關鍵)(高普考專用) 鄭盛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141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解題關鍵)(警察考試專用) 鄭盛編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158 教育心理學 喬伊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165 公民: 歷屆試題全解 林茵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172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解題關鍵)(司法考試專用) 鄭盛編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189 社會研究法(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王淑芬編著 2013-09-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3301196 公共管理 王濬編 2013-09-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202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裕樹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219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警察人員考試專用) 吳流明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3301226 行政法: 核心申論題庫 于亮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233 法學緒論(司法考試專用) 鄭盛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240 經濟學概要 張勝編著 2013-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1257 基本電學(範例題解&試題剖析) 京程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264 地方政府與政治 劉秀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271 行政法: 核心申論題庫(警察考試專用) 于亮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288 刑法總則 黃磊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295 警察法規新論: 警察考試必讀聖經 程譯編著 2013-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01301 經濟學概要(臺電特考) 張勝編著 2013-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1318 英文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3-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1325 政治學: 考前三秒教 劉沛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332 基本電學(範例題解&試題剖析)(鐵路特考) 京程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349 英文(臺電特考)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3-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1349 英文(臺電特考) 尤登煌, 尤銘煌編著 2013-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1356 公務人員考試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356 公務人員考試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鄭多芬編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363 英文(警察特考) 尤銘煌, 尤登煌編著 2013-12-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1363 英文(警察特考) 尤銘煌, 尤登煌編著 2013-12-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1370 英文 尤銘煌, 尤登煌編著 2013-1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1400 政治學(申論題庫) 邱遠編著 2013-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1400 政治學(申論題庫) 邱遠編著 2013-10-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1417 政治學(含申論暨測驗題): 讀實力 邱遠編著 2013-11-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1417 政治學(含申論暨測驗題): 讀實力 邱遠編著 2013-11-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01424 鑑往知來: 地方自治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424 鑑往知來: 地方自治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劉秀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448 警專入學考試: 數學重點速記 張東萍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48 警專入學考試: 數學重點速記 張東萍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55 貨幣銀行學概要(測驗題庫)(銀行特考) 紀大偉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55 貨幣銀行學概要(測驗題庫)(銀行特考) 紀大偉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62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考前三秒教 喬伊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62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考前三秒教 喬伊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79 貨幣銀行學概要(測驗題庫) 紀大偉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79 貨幣銀行學概要(測驗題庫) 紀大偉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493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高普考專用) 鄭盛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493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高普考專用) 鄭盛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509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警察考試專用) 鄭盛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509 法學緒論(測驗焦點解析)(警察考試專用) 鄭盛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1516 社會學(混合式題庫關鍵解析) 畢成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516 社會學(混合式題庫關鍵解析) 畢成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523 研究所備審資料(含口試)實戰寶典: 教育相關科系(含教育人文、社會與社工輔導類別)賴駿, 張禎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523 研究所備審資料(含口試)實戰寶典: 教育相關科系(含教育人文、社會與社工輔導類別)賴駿, 張禎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530 深入淺出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鄭祺編著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01547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林儀編著 2013-11-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1554 行政學(概要): 考前三秒教 王濬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554 行政學(概要): 考前三秒教 王濬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561 幼兒發展與輔導(含嬰幼兒保育概念) 賴駿, 張禎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561 幼兒發展與輔導(含嬰幼兒保育概念) 賴駿, 張禎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578 警專入學考試: 英文重點速記 吳狄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585 幼兒教育政策與法令: Hold住命題範圍1500題 賴駿, 張禎編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592 民法概要(鐵路特考) 常揚, 鮑伯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608 法學緒論(鐵路特考專用) 鄭盛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615 特殊教育: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639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691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769 社會工作 陳威編著 2014-02-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01776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 陳威編著 2014-0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01783 征服比較教育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813 企業管理 吳俊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820 企業管理(鐵路特考) 吳俊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837 企業管理(臺電特考) 吳俊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844 法律常識(法學緒論) 鄭盛編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868 證券商業務員30天完全破解 陳龍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868 證券商業務員30天完全破解 陳龍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882 臺電新進雇用人員(綜合行政人員): 歷屆試題全解學儒名師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01899 口試(含試教)實戰寶典 賴駿, 張禎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4457 貨幣銀行學大意(概要) 紀大偉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4822 國.民營特考: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 江河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4907 教育法規 羅正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24914 貨幣銀行學大意(概要) 紀大偉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4990 各國人事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4-0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017 國.民營特考: 英文歷屆試題全解 學儒名師聯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461 教育法規大意 羅正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5570 郵政法規(大意): 內.外勤 陳龍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0632 臺灣史新聞 曹銘宗撰文; 臺灣史新聞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1752 第二性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 邱瑞鑾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621851 一秒之後 福岑(William R. Forstchen)著; 符瑤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868 格殺決策 丹尼爾.史瓦雷茲(Daniel Suarez)著; 黃維德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875 臉紅心跳的好色醫學: 從G點、隆乳、自慰到同性戀,醫生這樣談性劉育志, 白映俞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899 貓貓塗鴉: 妙卡卡精選輯 妙卡卡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912 大轉向: 物性論與一段扭轉文明的歷史 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著; 黃煜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929 北海道的春天吹馬糞風 李道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936 貓咪躲高高 馬歇爾.埃梅(Marcel Aymé)著; 邱瑞鑾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943 紅樓夢植物圖鑑 潘富俊著.攝影 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621974 綠色牝馬 馬歇爾.埃梅(Marcel Aymé)作; 邱瑞鑾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7341 領航高中國文 徐弘縉, 王美珠, 姚艾娟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177365 週懂國文指考14週 呂幸珍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372 新滿分攻略高中地理總複習. 下 鄭吉成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389 月考王基礎化學. (三)全 施子方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2177402 英文(B版) 邵敏惠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7419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 5(99課綱) 何寄澎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440 化學學測逆轉勝總複習講義 詹志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432

送存冊數共計：450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龍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11326 ㄅㄆㄇ童謠小天才 2011-05-00 精裝 1

9789867111333 ㄅㄆㄇ順口溜小天才 2011-05-00 精裝 1

9789867111340 ㄅㄆㄇ謎語小天才 2011-05-00 精裝 1

9789867111357 ㄅㄆㄇ唐詩小天才 2011-05-00 精裝 1

9789867111364 ㄅㄆㄇ繞口令小天才 2011-05-00 精裝 1

9789867111371 ㄅㄆㄇ拼音小天才 2011-05-00 精裝 1

9789867111623 At the beach海邊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630 Seasons季節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647 My hobby我的興趣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654 Places各種地方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661 My world我的世界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678 Home甜蜜的家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685 School學校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708 Teamwork合作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715 Friends朋友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722 Songs兒歌 Chieh-lan Yu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7111739 Talking English: what's your name?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746 Talking English: I like food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753 Talking English: in the garden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760 Talking English: my school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777 Talking English: what time is it?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784 Talking English: hide and seek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791 Talking English: how are you?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07 Talking English: sets and number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14 Talking English: back to school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21 Talking English: field trip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38 Talking English: music instruments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45 Talking English: it's nice to meet you 2012-02-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學齡國際



9789867111852 Talking English: what do you enjoy?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69 Talking English: one two three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7111876 Talking English: where are you from?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83 Talking English: what would you like?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890 Talking English: can I help you?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906 Talking English: ready for school?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913 Talking English: Simon says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7111920 Talking English: Joe goes shopping 2012-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0264 解構時間: 實驗性逐格短片創作 曾惠青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71 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 第一期 楊三億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88 國際政治與經濟論叢. 第一期 劉德海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295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 第一期 張家銘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18 雲端上消失的獵人: 再現八通關布農族的聚落原貌與遷移江冠榮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25 環境正義之實踐 石慧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32 刑法總則爭點精解 曾淑瑜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49 氣候變遷與美軍海外救援 周力行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208 K.O英文重點題型分章題解 黃亭瑋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6215 K.O法學緒論歷屆破題解析心法 蕭培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6222 K.O憲法歷屆破題解析心法 林律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錦囊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糖罐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翰蘆圖書



9789866235108 ezgo XI作業系統 呂聰賢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7361 靈食季刊: 一九四五年合訂本(第十九年) 王明道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392 減重門診教你簡單瘦,不復胖: 專業營養師的8個減重祕訣大公開張家恩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08 創造論與演化論101: 世界及生命起源的終極解答布魯斯.畢可(Bruce Bickel), 史丹.詹茲(Stan Jantz)著; 黃經緯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15 我聽見斧頭開花: 信仰、藝文與生活 余杰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22 葛培理自傳: 照我本相 葛培理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39 靈食季刊: 一九四六年合訂本(第二十年) 王明道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46 靈食季刊: 一九四七年合訂本(第二十一年) 王明道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77 擁抱生命: 從閣揆到終身志工 賴樹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326 靈命四層: 靈命成長的四層經歷 蓋恩夫人等著; 王在康翻譯 2010-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66357 彩虹禱告集. 1, 職場禱告小冊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364 彩虹禱告集. 2, 聖靈禱告小冊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371 彩虹禱告集. 3, 進深禱告小冊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388 彩虹禱告集. 4, 事奉者禱告小冊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395 彩虹禱告集. 5, 家庭禱告小冊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401 彩虹禱告集. 6, 初信禱告小冊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418 彩虹禱告集. 7, 我的禱告小冊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6425 彩虹禱告集 翁麗玉編著 2010-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5566265 荒漠甘泉(簡體字版) 考門夫人(Charles E. Cowman)原著 2011-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566456 遇見十八歲的自己 耶利亞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906 紫砂古調 李瑞隆編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靜觀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702 溪畔聽風: 美崙溪二三事 姜慧珍文字撰稿; 林景川攝影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8672 鬼房客 笭菁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689 王的傲嬌僕 泠豹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8696 黑太子的玩物 火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02 刑警情夫 風夜昕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19 凶靈入鏡 笭菁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26 猛鬼樂園 水曼舞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33 左眼見到鬼. 小鬼難纏篇 黑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40 皇上的小公館 風夜昕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57 王的枕邊敵 泠豹芝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764 把Man祕技 綠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29221 小麻雀.稻草人 黃春明文.圖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29238 小駝背 黃春明文.圖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29252 愛吃糖的皇帝 黃春明文.圖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29276 短鼻象 黃春明文.圖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30021 太平裂碑記. 卷一, 烽火長安 楚國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038 候鳥來的季節: 電影小說 彭心楺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083 太平裂碑記. 卷二, 鼎爐還丹 楚國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120 傳奇莫言 莫言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0137 太平裂碑記. 卷三, 權謀江湖 楚國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212 太平裂碑記. 卷四, 九域一統 楚國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聯合文學

點子智慧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邀月文化



9789863230229 為愛編織 安.互德(Ann Hood)著; 林婉華譯 2013-01-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230243 小寂寞 聞人悅閱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274 太平裂碑記. 卷五, 青史成灰 楚國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04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 夏志清編註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11 迷香 馮翊綱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28 星遲夜讀 陳芳明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35 超級有趣的古典詩詞 李崇建, 李崇樹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59 剪燭西窗 袁勁梅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66 背後歌 黃麗群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73 拜訪糖果阿姨 伊格言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380 柳燕老師的四季美顏日記 柳燕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230397 雙城通訊. 臺北 張惠菁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403 雙城通訊. 上海 張惠菁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434 建中生這樣想: 給高中生的二十堂人生要課 夏烈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0458 妹至帖 嚴云農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472 被劫持的影子 花柏容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489 夢中見 張維中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496 龍山寺靈籤故事 黃凡著; 包裹居士校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502 聲音 阮慶岳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519 城市微光 東年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526 顏色的抵抗 林文義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533 愚人國 東年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540 我那賭徒阿爸 楊索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0557 狗說 夏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564 人生歌王 王禎和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230571 少年臺灣 蔣勳作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230588 越境與譯徑: 當代臺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陳國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595 諸子之書 羅智成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01 FG美妝年鑑. 2014 王聰威總編輯 2013-08-00 初版九刷 平裝 1

9789863230618 擺 丁允恭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25 寂靜之外: ECM的那些聲音、那些人、那些故事李茶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226664 憐蛾不點燈 許台英著 2007-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229047 我是貓也 黃春明文.圖 2011-03-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9563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時代背景與史事日誌 車守同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6652 煙與鏡 尼爾.蓋曼(Neil Gaiman)作; 林嘉倫譯 2014-01-00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5912 凡尼亞舅舅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作; 大衛.馬邁(David Mamet)改編; 馬汀尼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5929 三姊妹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作; 大衛.馬邁(David Mamet)改編; 馬汀尼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63685 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2012-10-00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203 營頂佳福寺誌 莊秋情總編輯 2014-01-00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檔案管理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營頂佳福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繆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聲音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擎松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315 彌勒皇道行. 八部曲, 皇子傳說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752322 彌勒皇道行. 九部曲, 神諭風雲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752339 彌勒皇道行. 十部曲, 真宇宙浩劫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6752346 彌勒皇道行. 十一部曲, 聖皇大業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2014-01-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529 意識的探險 Jane Roberts著; 王季慶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536 情緒修煉 許添盛口述; 齊世芳執筆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37674 中國鄉村: 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 蕭公權著; 張皓, 張升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1916 中國關鍵七問: 憂思者的訪談 陳宜中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2142 明清社會史論 何炳棣著; 徐泓譯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033 公事包韓語 陳慶德, 慎希宰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3040 幸福先生 J.R.R. Tolkien著.繪圖; 鄧嘉宛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057 大故宮 閻崇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43224 大故宮 閻崇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843071 為愛發聲: 詩選集 飲冰室茶集藝文館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095 追風者: 馬踏飛燕傳說 李如青圖.文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101 小小寶寶 陳盈帆文.圖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118 韓國: 撼動世界的嗆泡菜 丹尼爾.圖德(Daniel Tudor)著; 胡菀如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125 元素圖鑑 左卷健男, 田中陵二著; 張東君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149 封建秩序的黃昏: 左傳 楊照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156 當代正義論辯 陳宜中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163 動情的理性: 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 錢永祥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170 只要一卷繃帶就能治好拇指外翻 青木孝文著; 謝莎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賽斯文化



9789570843187 圖解哲學家看世界的47種方法 知的發現!探險隊著; 詹慕如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194 征服者. 4, 六合為家 Conn Iggulden著; 周沛郁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200 美感探索 黃光男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217 佛洛伊德: 克萊恩論戰,1941-1945 Pearl King, Riccardo Steiner著; 林玉華, 蔡榮裕譯注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248 中國資金外匯實務 富蘭德林事業群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255 論天人之際: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余英時著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262 和機器王的飲食之旅 朴寶英著; 李善美繪; 曹玉絢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279 地球人的用餐禮儀 金成恩著; 呂美京繪; 曹玉絢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286 吃出好味道 劉多婷著; 順美繪; 曹玉絢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293 慢慢吃,不要急! 金蘭珠著; 曹玉絢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309 壯壯超人的均衡飲食 徐寶炫著; 崔賢珠繪; 曹玉絢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316 大家為什麼要吃飯? 洪恩美著; 李允貞繪; 曹玉絢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323 真正老森林 塞西爾.金著; 黃瑋琳譯; 艾爾莎.輝繪圖 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3330 快樂喬伊 金禮思著; 陳貞吟譯; 布萊恩.克拉斯繪圖 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3347 爸爸的路 張知玧著; 譚軍繪圖; 林家鵬譯 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3354 編輯樣 王聰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361 花和蝴蝶 林煥彰著; 鄭明進繪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378 野薑花的婚禮 牧也著; 曹俊彥繪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385 哈姆雷(修訂版)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著; 彭鏡禧譯注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3392 政治聯盟理論 William H. Riker著; 吳秀光, 陳敦源譯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415 追尋永恆的天命: 尚書 楊照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422 給青年科學家的信 Edward Osbrne Wilson著; 王惟芬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439 巫術掌紋: 陳大為詩選. 1992-2013 陳大為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446 地球全史: 46億年的奇蹟 清川昌一, 白尾元理著; 陳嫺若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484 星火與香火: 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趙樹岡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514 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 George S. Counts著; 白亦方, 鍾鴻銘, 歐用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521 柏拉圖理想國 柏拉圖著; 侯健譯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3538 大緊縮: 人類史上最危險的觀念 馬克.布萊思(Mark Blyth)著; 陳重亨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590 文明的故事 Pamela D. Toler著; 洪世民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2457 四季發財黃曆. 2014 陳冠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405 中國大陸醫療服務業前景預測. 2013-2015 財團法人聯新文教基金會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7896 指定科目考試數學乙歷屆試題總覽. 102 王擎天等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187919 指定科目考試生物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2 游夏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6187926 指定科目考試物理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2 林冠傑等編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874162 宅實力!國中分冊講義理化. 3上 莫旻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74179 指定科目考試物理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林冠傑等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874186 指定科目考試數學乙歷屆試題總覽. 103 王擎天等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874193 指定科目考試數學甲歷屆試題總覽. 103 王擎天等合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874209 指定科目考試生物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游夏, 曾耑澈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874216 指定科目考試歷史考科歷屆試題總覽.103. 劉河北, 葉施平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874223 指定科目考試化學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王宇, 邱天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874285 指定科目考試英文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 張翔, 林名祐, 陳思親聯合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874292 指定科目考試公民與社會考科歷屆試題總覽. 103余紫瑛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874308 近5年指考自然組歷屆試題狀元版. 103 王競聯合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874315 近5年指考社會組歷屆試題狀元版. 103 彭元歧等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2505 雪山並不遙遠 陳峻逸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戴維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新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漸文化

鴻運知識科技



9789869014625 雪山並不遙遠 陳峻逸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9014649 劉心語聖誕快樂寫真集 陳峻逸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9014656 冬遊長白山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2-00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711 癌症消失了: 負氫離子水素的奇蹟 高橋ゾンピン翻譯 2013-08-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394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957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610396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971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6103988 近十年學測、指考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995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00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1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01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5020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037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04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051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068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03552 劉伊心 E heart 劉伊心作 2011-0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鴻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燦榮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37217 魔王難為. 第一部 紅淵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699 血族特警 逢時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7750 Time will tell相戀的原點 夏天晴作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7804 跳梁小丑混世記 易人北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4冊 1

9789863038153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8306 金娃娃 夜不語著 2013-08-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038436 搞鬼紙紮舖 張三POPOMOM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8450 妖怪學園祭 林佩著 2013-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38764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9433 都市流行病 Irumi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9037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9280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9440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9457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9044 魔王難為. 第一部 紅淵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9235 妖怪愛地球 無心雲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242 神無之月番外集 雅紀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259 大俠與特種兵 蝙蝠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9266 公子無雙 蛾非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273 追情目標 米洛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372 犯罪側寫師 相思櫻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9389 我想我愛你 寂寞, 另一章 Azure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9396 慧眼偷香 墨雨煙夜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402 魔王難為. 第二部 紅淵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9419 怪物刑警 四隻腳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9426 血族同盟會 帝柳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9488 這隻妖貓有點囧 林佩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9518 這隻妖貓有點囧 林佩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鮮鮮文化事業



9789863039495 妖怪學園の劣等生 藍旗左衽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9501 妖怪學園の劣等生 藍旗左衽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532 惡靈學園 笑顏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9549 十七歲 夢若妍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556 繪靈師 鳳鳴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709 代寫愛情 一夢蕭瑟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716 狗尾巴大叔 苦禪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723 山神 蛇蠍點點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730 九月九日殺寒鴉 悠雨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039747 九月九日殺寒鴉 悠雨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039754 大俠與特種兵 蝙蝠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761 伏妖師 蝶舞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9778 妖鬼極道傳 沐小弦, 七落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400028 聖羽戰記 舒繪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808 都市流行病 Irumi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9815 怪物刑警 四隻腳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822 公主調教師 咪兔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839 不良海賊團 林佩著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39846 阿sir桃花煞 小丑魚著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39853 鬼鞦韆 醉琉璃作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39860 鬼焚屍 官辰作 2013-09-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39877 奪命瘋人院 柳暗花溟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884 戀愛見習生 青鷹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891 死亡展覽室 慢慢俠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907 凶魂附身 笑顏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9914 恐怖寄生 夜不語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097 謝謝你, 讓我覺得很幸福 烏小白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00103 謝謝你, 讓我覺得很幸福 烏小白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00110 妖鬼極道傳 沐小弦, 七落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400127 寶藏 夜不語作 2013-09-00 三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400141 寶藏 夜不語作 2013-12-00 三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400134 寶藏 夜不語作 2013-09-00 三版 其他 中冊 1

9789863400158 犯罪側寫師 相思櫻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400172 吃掉熊的方法 凌厲風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189 大俠與特種兵 蝙蝠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400684 大俠與特種兵 蝙蝠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400691 大俠與特種兵 蝙蝠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400196 強制沉淪 律時影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202 未來欲世界之王子的調教 袖刀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400219 未來欲世界之王子的調教 袖刀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400226 聖羽戰記 舒繪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400233 魔王難為. 第二部 紅淵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00240 伏妖師 蝶舞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400257 心中,愛情最美的花色 夢若妍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363 呆呆小紅娘 尹上秋末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370 血吻 尹上秋末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00882 血吻 尹上秋末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400387 致命舞臺 笑顏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394 偷窺美人魚 泉方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400 百鬼祭 醉琉璃作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00417 亡魂印 笑顏作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00424 凶鄰 逢時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431 鬼琴 小藤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561 如果電話亭 夢若妍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578 對不起, 愛哭鬼 再見, 另一章 Azure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400585 愛, 曾經讓我那麼痛 烏小白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400592 愛, 曾經讓我那麼痛 烏小白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400608 迷糊鬼撞鬼 小丑魚作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00639 魔王拉警報 林珮作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00646 占有欲 天堂的歡愉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400653 占有欲 天堂的歡愉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400660 蛇人帝國 玲瓔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400677 蛇人帝國 玲瓔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400721 爸爸,我們約會吧 常在心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738 小提琴與電吉他 俺爺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00738 小提琴與電吉他 俺爺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00745 侵襲 充叢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752 劍似生平 眉如黛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00875 怪物刑警 四隻腳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400905 死靈之旅 笑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01032 丟掉你的負面思考, 讓生活更美好! 葛拉漢.普萊斯(Graham Price)著; 梅光宇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2168 福爾摩斯先生. II, 莫里亞提的來信 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著; 卓妙容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632 模仿犯 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2013-06-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352649 模仿犯 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2013-06-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352717 共病時代: 醫師、獸醫師、生態學家如何合力對抗新世代的健康難題芭芭拉.奈特森赫洛維茲((Barbara Natterson-Horowitz), 凱瑟琳.鮑爾斯(Kathryn Bowers)著; 陳筱宛譯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724 The study of comme des garcons: comme des garcons研究南谷繪里子著; 蔡青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779 貼就有效!學會肌能系貼紮,從此不痠不痛,不再運動傷害!: 無藥性、免包紮,穩定身體活動;事前預防、復健治療,減少複發!侯雅娟, 羅元婷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793 改變攝影的100個觀念 瑪麗.沃納.瑪利亞(Mary Warner Marien)著; 甘錫安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830 改變電影的100個觀念 大衛.帕金森(David Parkinson)著; 陳雅雲, 吳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847 用關鍵對話終結棘手問題: 好主管必須具備的能耐,行為科學家和心理學家給你的10個思考檢查點達倫.希爾(Darren Hill), 艾莉森.希爾(Alison Hill), 西恩.李察森(Sean Richardson)著; 高子梅譯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861 意外的管書人生: 監獄圖書館員歷險記 阿維.史坦伯格(Avi Steinberg)著; 沈聿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878 1972青春軍艦島 大橋弘著; 彭盈真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52885 殺戮島 葛蕾琴.麥克尼爾(Gretchen McNeil)著; 鄭安淳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892 惡魔遊戲 烏蘇拉.波茲南斯基(U. Poznanski)著; 顏徽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892 惡魔遊戲 烏蘇拉.波茲南斯基(U. Poznanski)著; 顏徽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908 扳倒巨人: 從白宮戰到華爾街,寫下美國訴訟傳奇的王牌律師大衛.波伊凱倫.多諾芬(Karen Donovan)著; 蔡惠伃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915 雨的祈禱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作; 尤傳莉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2915 雨的祈禱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作; 尤傳莉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2922 開運大預言暨開心樂活農民曆. 2014 雨揚居士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99

臉譜



9789862352939 福爾摩斯與開膛手傑克 琳西.斐(Lyndsay Faye)作; 吳妍儀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946 聖誕快樂謀殺案 露意絲.佩妮(Louise Penny)著; 劉麗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953 奧黛麗.赫本: 一個優雅的靈魂 西恩.赫本.法拉(Sean Hepburn Ferrer)著; 莊靖譯 2013-11-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2352960 一口氣搞懂原物料商品 卡洛琳.拜恩(Caroline Bain)著; 陳儀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977 風靡全美的MELT零疼痛自療法: 一天10分鐘,跟著頂尖專家筋膜自療,不靠醫藥解除全身的痛!蘇.希茲曼(Sue Hitzmann)著; 林淑鈴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2984 圖解建築室內裝修設計入門: 一次精通室內裝修的基本知識、設計、施工和應用原口秀昭著; 陳曄亭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2991 為什麼老闆總是對我說:「你很好,但是......」: 原來無法突破是卡在這裡,5個步驟X46個情境分析,剷除升遷加薪的隱形障礙,成功不再遙不可及喬.阿澤比(Joe Azelby), 鮑伯.阿澤比(Bob Azelby)著; 林詠心譯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004 完全搞懂福爾摩斯: 史上第一名偵探的真相,就看這本諸兄邦香著; 黃薇嬪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011 暗紅色研究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28 四個人的簽名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35 福爾摩斯辦案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42 福爾摩斯回憶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59 巴斯克村獵犬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66 福爾摩斯歸來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73 恐懼之谷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80 福爾摩斯退場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097 福爾摩斯檔案簿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103 柯南.道爾的一生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3110 我很好 岡崎京子作; 謝仲其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127 緬甸小日子 居.得立勒(Guy Delisle)作; 陳虹君, 李崇瑋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134 你瘋了: 不正常很正常,「正常人」哪裡出問題? 曼弗烈.呂茲(Manfred Lutz)著; 廖家絨譯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158 馬鈴薯拯救了一鍋湯?: 136個廚房裡的科學謎題羅伯特.沃克(Robert L. Wolke)著; 高雄柏譯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165 跟著達爾文去旅行: 第二次環遊世界之旅: 巴塔哥尼亞高原和火地島盧卡.諾維利(Luca Novelli)著; 倪安宇譯 2014-01-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353189 改變藝術的100個觀念 麥可.柏德(Michael Bird)著; 吳莉君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196 絕境三部曲. 1, 女獵者印記 安.阿吉雷(Ann Aguirre)著; 彭臨桂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202 讓業績往上衝的統計式思考術: 學會這六招,各種商品都賣得掉齋藤廣達著; 莊雅琇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219 挑戰自我的鐵人三項訓練書: 游泳、自行車、跑步三項全能運動指南徐國峰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400 兩週速瘦8公斤!全美頂尖醫師都推薦100糖分大卡飲食法: 教你輕鬆控糖、吃對熱量,不用運動也不會胖!喬治.克魯斯著; 徐昊翻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201856 常識與通識 阿城作 2011-04-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221 詩篇中的教會讚美 朱韜樞著; 美地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69238 詩篇中的教會讚美(簡體字版) 朱韜樞著; 美地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611 誠心學道<>: 家庭靈修日引 梅思道(Starr Meade)作; 郭春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200 微處理器應用與實作: C語言與Andes MCU系列 周志學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779 LQ學習智商: 讓你學習快10倍的秘訣 莊淇銘, 戴維思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5886 望族福星. 卷三, 醋男大逆襲 花如錦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893 望族福星. 終卷, 賺到高門夫 花如錦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923 醫女高嫁 辰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930 醫女高嫁 辰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5947 庶女二嫁 嘉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5954 庶女二嫁 嘉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5961 閒妻興宅. 卷一, 婚嫁狀元郎 蕎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978 閒妻興宅. 卷三, 旺夫步青雲 蕎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創意文化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歸正



9789865875985 閒妻興宅. 終卷, 一朝成主母 蕎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5992 奉旨嫁貴夫 悠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009 奉旨嫁貴夫 悠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016 閒妻興宅. 卷二, 坐穩正妻位 蕎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023 鳳后榮華. 卷一, 深宮解語花 碧蓮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030 鳳后榮華. 卷二, 帝妃宮心計 碧蓮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047 鳳后榮華. 終卷, 傾世白首約 碧蓮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054 妃常圓滿 暮鳶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061 妃常圓滿 暮鳶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078 金夫玉媳. 卷一, 美人寧當剩女 蕎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085 金夫玉媳. 卷二, 佳婿十全九美 蕎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092 金夫玉媳. 卷三, 家宅是是非非 蕎楚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108 金夫玉媳. 終卷, 夫妻生死相隨 蕎楚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115 誓不為妾 綠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122 妃臨九天. 卷一, 重生改命數 千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139 妃臨九天. 卷二, 誓做將軍妻 千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146 妃臨九天. 終卷, 夫榮妻更貴 千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153 一品流氓 冰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160 騙子皇后 暮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177 騙子皇后 暮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184 掌事嫡妻 寄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8640 調查方法 Robert M. Groves等作; 陳信木等譯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664 個人理財 陳登源, 柯輝芳, 黃聖棠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671 部落、家庭與照顧: 原住民族生活經驗 黃源協等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688 流行病學原理 史麗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9

雙葉書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203 Maca ki umu: 伍姆的嘛喳 杜寒菘圖文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50541 鬼差 十七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558 腐女GAGA 睡懶覺的喵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565 腐女GAGA 睡懶覺的喵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589 獨愛 居筱亦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602 婚債 朱輕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619 大老婆駕到 林菲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626 大老婆駕到 林菲作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657 傾國 西西東東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0664 傾國 西西東東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0671 傾國 西西東東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0688 前妻難搞定 七季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695 逃夭 西西東東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701 逃夭 西西東東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718 絕色妖仙 霧水之影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725 絕色妖仙 霧水之影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463 絕色妖仙 霧水之影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0732 后宮: 薄歡涼色 十青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749 后宮: 薄歡涼色 十青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763 冥界 煌瑛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0770 冥界 煌瑛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0787 為我醫相思 煌瑛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800 前夫追上門 布叮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817 狗仔情人跟上床 巫七七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848 狼親狽友之此愛彼罰 恩顧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雙豬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襪子



9789862850855 狼親狽友之風雲突變 恩顧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862 誘捕呆老婆 安靖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879 愛我吧,老闆 路小絹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886 婚債. 續 朱輕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893 狼親狽友之刁獸養成 恩顧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909 囚禁小情婦 唐澄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916 首席未婚妻 伊方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947 狼親狽友之逆天奪勢 恩顧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961 痞子睡上門 七季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978 老師請自重 海茉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0985 總裁前夫別找我 布叮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005 老婆就愛耍叛逆 林菲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012 甩掉花心情人 子魚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029 霸上純情在室男 巫七七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036 奸妃 閆靈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067 奸妃 閆靈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043 童養夫 紅搖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050 童養夫 紅搖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074 撲倒不良未婚妻 安靖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081 與爾共長生 荀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104 有座香粉宅 耳雅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111 有座香粉宅 耳雅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128 亂春 十青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135 亂春 十青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203 囚愛小秘書 凌兮兮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210 天兵小女僕 布叮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227 總裁秘書 青微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241 樓上的大野狼 七季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258 床上的惡總裁 藍翎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371 聽說愛會來 沐清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388 聽說愛會來 沐清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395 心遲 朱輕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418 心遲 朱輕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401 心遲 朱輕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1432 老婆是乖不是呆 林菲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456 惹火小女僕 布叮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470 回頭妻的報復 舒淺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487 犀利女傭惡老闆 子魚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494 心淚 姚瓔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531 戀上妳的床 布叮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593 夫君謀 聽風訴晴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609 夫君謀 聽風訴晴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616 皇后,朕想侍寢 荀草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1623 皇后,朕想侍寢 荀草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1920 狼親狽友之熾戀天驕 恩顧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1951 數夜之初夜 倪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2002 總裁的祕密老婆 伊方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2118 老婆喜歡藏祕密 金晶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2309 媚公卿 林家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2316 媚公卿 林家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2361 無罪不罰 墨黑花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2545 主兒的心頭肉 荀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2613 龍飛鳳舞 明月聽風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2620 龍飛鳳舞 明月聽風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2750 拔毛鐵公雞 墨黑花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3375 小氣老婆抵錢債 安靖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211 無賴老婆有點嬌 青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358 分床七年後 伊方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396 老婆好恰 安靖作 2013-11-00 初版 0 1

9789862854396 老婆好恰 安靖作 2013-11-00 初版 0 1

9789862854594 不嫁我,妳嫁誰 金晶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624 她的備胎老公 葉晴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4648 與他再婚沒道理 林菲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133 債主老公 葉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140 誰管他自作多情 葉晴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416 怎能不嫁他 居筱亦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5423 怎能不嫁他 居筱亦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5201 蠻牛老公很磨人 季雨涼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249 妒女恰北北 石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577 小漁娘很可口 夜之夜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5584 小漁娘很可口 夜之夜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5591 重生之渣夫狠妻 萌吧啦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5607 重生之渣夫狠妻 萌吧啦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5614 重生之渣夫狠妻 萌吧啦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5621 重生之渣夫狠妻 萌吧啦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5638 重生之渣夫狠妻 萌吧啦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5652 將軍休妻 金晶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676 養妻日記 葉晴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713 初戀禁忌 葉晴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720 聽說你要娶我 梁海燕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737 人妻恰北北 石秀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751 吾妻欠收拾 孫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768 乞女為妃 小醋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5775 乞女為妃 小醋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5782 妒夫與嫩妻 宋清清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799 相思不好嚐 安靖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812 同居後的獨寵 石秀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829 換我追你好不好 伊方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836 秘書娶為妻 安靖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850 惹火小秘書 香草甜心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5867 庶女悠然 春溫一笑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5874 庶女悠然 春溫一笑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5881 庶女悠然 春溫一笑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5898 庶女悠然 春溫一笑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5904 相公是獄霸 東盡歡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5911 相公是獄霸 東盡歡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5928 夫君,悠著點 蘇行樂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5935 夫君,悠著點 蘇行樂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5966 穿越之茶言觀色 坐酌泠泠水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5973 穿越之茶言觀色 坐酌泠泠水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5980 穿越之茶言觀色 坐酌泠泠水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5997 穿越之茶言觀色 坐酌泠泠水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6000 穿越之茶言觀色 坐酌泠泠水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6017 我在古代有個夫 婧宸者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024 我在古代有個夫 婧宸者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031 嫡妻不好惹 素衣渡江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6048 嫡妻不好惹 素衣渡江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6055 嫡妻不好惹 素衣渡江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6062 嫡妻不好惹 素衣渡江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6079 重生小娘子的幸福生活 魚蒙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086 重生小娘子的幸福生活 魚蒙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093 老婆,聽話就好 眉彎彎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109 青梅傻乎乎 伊方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123 鄰家哥哥是惡狼 季雨涼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130 三千水上 明月璫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147 三千水下 明月璫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185 人妻愛吃醋 孫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08 與她夜不成眠 季雨涼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15 親愛的前女友 石秀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46 家有鴨霸老公 田心貞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53 嬌妻無法可管 田心貞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77 分手不分床 金晶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84 老公凶巴巴 青微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291 離婚後再愛 金晶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307 將軍,奴家不清白 籽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314 將軍,奴家不清白 籽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321 哪捨得放她走 梁海燕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345 不如與他做夫妻 葉晴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352 惡妻別寵 季雨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369 嫂嫂何以成妻 靈鵲兒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383 嫂嫂何以成妻 靈鵲兒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376 嫂嫂何以成妻 靈鵲兒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6390 怎麼老公是色狼 唐小蘭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406 送上門的老婆 田心貞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413 偏偏拿她沒辦法 孫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420 寶珠二嫁 涼拖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437 寶珠二嫁 涼拖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444 惡女金小滿 云一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451 惡女金小滿 云一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499 做我老婆好不好 梁海燕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505 老婆的床上約定 唐小蘭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512 我的馴夫之道 藍白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6529 我的馴夫之道 藍白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6536 我的馴夫之道 藍白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6543 老公你是個無賴 田心貞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550 將門嬌妻 墨魚仔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574 將門嬌妻 墨魚仔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567 將門嬌妻 墨魚仔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6581 人妻分居中 眉彎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598 夫君太給力 荀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604 夫君太給力 荀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611 他的良家小老婆 七季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635 嫁他怎會那麼難 青微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642 憨夫不受教 季雨涼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659 我的娶妻之路 林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666 馭妻在床 石秀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673 閨房馴妻 樓盈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680 只讓秘書陪睡 伊方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697 與霸道老公冷戰中 伊方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703 只想為他當人妻 葉晴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710 初為人妻 金晶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727 初為人妻 金晶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734 官人,提槍上陣 蘇行樂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741 官人,提槍上陣 蘇行樂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758 嬌妻馭夫 梁海燕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765 卿嫁無夫 公子九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6772 卿嫁無夫 公子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6789 卿嫁無夫 公子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6796 卿嫁無夫 公子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6802 卿嫁無夫 公子九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6819 下班人妻 石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826 離婚前的床上 葉晴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833 你不愛我沒關係 藍白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857 你不愛我沒關係 藍白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840 你不愛我沒關係 藍白色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6864 和離,呸 趙熙之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871 和離,呸 趙熙之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888 人夫愛計較 花清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901 人夫愛計較 花清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895 人夫愛計較 花清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6918 此地有愛三百兩 墨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925 此地有愛三百兩 墨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932 為夫之道 尤四姐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6956 為夫之道 尤四姐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6949 為夫之道 尤四姐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6963 自家老婆調教中 金晶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970 夜夜不休 倪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6994 追妻不手軟 眉彎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07 老婆,乖一點 汪璞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14 小秘書的告白 梁海燕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38 錢夫逼我嫁 貝蕾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083 一紙休書 似是故人來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106 一紙休書 似是故人來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090 一紙休書 似是故人來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7120 老公,輕點愛 居筱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137 老公,輕點愛 居筱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144 禽獸,放開本小姐 憶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168 禽獸,放開本小姐 憶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151 禽獸,放開本小姐 憶錦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7175 妻本賢良 柔橈輕曼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182 妻本賢良 柔橈輕曼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199 臣歡膝下 夏慕凡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212 臣歡膝下 夏慕凡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205 臣歡膝下 夏慕凡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7229 知味記 坐酌泠泠水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7236 知味記 坐酌泠泠水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7243 知味記 坐酌泠泠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7250 知味記 坐酌泠泠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7267 知味記 坐酌泠泠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7274 知味記 坐酌泠泠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57281 知味記 坐酌泠泠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857298 長媳 初落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7304 長媳 初落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7311 長媳 初落夕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7328 長媳 初落夕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7335 長媳 初落夕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57342 一夜秘書 葉晴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359 花錢買老婆 石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366 只是小妻太猖狂 沐清雨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380 只是小妻太猖狂 沐清雨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373 只是小妻太猖狂 沐清雨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7472 夜夜沉歡 金晶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489 東平王妃傳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57496 東平王妃傳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57502 東平王妃傳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57519 東平王妃傳 平林漠漠煙如織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57595 嬌妻太囂張 梁海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632 秘書很不乖 七季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649 夫債欠不得 沐清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57663 夫債欠不得 沐清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7656 夫債欠不得 沐清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857670 嬌羞小妻請上床 花朵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816 總裁,到我房裡來 巫七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823 小妻鬧分床 七季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830 老公有點渣 貝蕾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847 妻謀不軌 葉晴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854 溫室裡的前妻 梁海燕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5465 國際關係與亞太現勢 廖顯謨, 洪銘德, 張凱銘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489 教育政策合法化: 理論與實務 顏國樑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496 面對職場的黑暗管理 楊書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02 課程史研究: 學校科目的歷史探索及個案分析 楊智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19 劇場導演工作實錄...: 以(白香蘭)與(打狗傳奇)為例楊士平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26 黑色島國臺灣: 轉折與拉扯的2008-2012 蘇穩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33 高雄慢活學 丁文祺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0

送存冊數共計：261

麗文文化



9789577485595 為什麼是廣島?(1894-1945): 基於與廣島地區有關歷史事實的再驗證楊景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01630 鮑參軍詩注 黃節註 2013-10-00 初版四刷 平裝 1

9789575201647 宋本爾雅 郭璞著 2013-11-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5201654 <>讀本 王瑜楨等合撰; 季旭昇主編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201661 中國文字. 新三十九期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205 圖文傳播與現代藝術 林素惠著 2013-12-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2735 日系甜美女孩の造型教科書 學研パブリッシング著作; 羅怡蘋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3319 13億人都在喝の神奇養生豆漿 張曄, 左小霞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3340 少就是多 童格拉.奈娜(Tonkla Nainathe)作; 璟玟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3357 十宗罪之都市怪物 蜘蛛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3364 100個照著做一定會分手的方法 諦帕恭.武提皮塔雅蒙空(Teepagorn Wuttipitayamongkol)著; 璟玟譯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3371 美味烤盤料理: 無油煙.零失敗烤箱技法 三宅郁美著; 陳薏安翻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07 明明就很介意,別假裝你不在乎! Nonthaya作; 張儀欣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14 出發吧!你的夢想一定會實現 童格拉.奈娜(Tonkla Nainathe)作; 張儀欣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21 我愛張根碩: 你所不知的張根碩大蒐祕 張根碩的秘密研究會著; 張馥婷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38 大口吃也不怕胖: 讓你年輕10歲的營養美味磅蛋糕今井洋子作; 何姵儀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45 天使的眼淚: 牽絆 唐欣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52 瘋韓語. Vol.3 程傳瑜主編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8169 驚異!世界史: 恐怖巫術與血祭 春牧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藝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藝文



9789868858176 我愛BIGBANG: 你不知道的BIGBANG大蒐秘 木越優著; 林宜錚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83 十宗罪之殘肢物語 蜘蛛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8190 自己在家輕鬆做超濃爆漿夢幻甜點 永田香織著; 羅怡蘋翻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02 瘋韓語. Vol.4 程傳瑜主編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95119 驚異!世界史: 染血的世界地圖 王聰霖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26 日系甜美風創意手作小餅乾&杯子蛋糕 Doze Life Food著; 羅怡蘋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40 我愛Super Junior Super Junior研究會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57 簡單的幸福原味: 法式經典甜點41道 河田勝彥著; 陳薏安翻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64 驚異!世界史: 改變歷史的蝴蝶效應 王盈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71 心小小的,快樂就大大的 明嬌(Kawsai)作; 陳信源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5195 瘋韓語. Vol.5 大風文化編輯企劃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4005 天使的眼淚: 逆光的青春 梅洛琳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012 捨不得咬一口の超Q手繪糖霜餅乾 下迫綾美作; 何姵儀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098 一愛,就愛一輩子 童格拉.奈娜(Tonkla Nainathe)作; 張儀欣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04 驚異!世界史: 恐怖盜墓實錄 王盈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28 驚人の高血壓超特效飲食: 吃好每日3頓飯,4週血壓一定降!胡大一, 李寧, 成向東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42 法眼黑與白之人倫悲歌 東森新聞臺, 徐俊相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66 驚異!世界史: 恐怖凶宅與鬼屋 黃囧熊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73 驚人の高血脂超特效飲食: 吃好每日3頓飯,8週血脂一定降!胡大一, 張曄, 成向東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180 我愛少女時代全紀錄: 最完美、最詳盡、最獨家W.C.H, NOYES作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4197 十宗罪之食人惡魔 蜘蛛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03 天使的眼淚: 原來愛 Mia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27 京都午茶時光!日式抹茶幸福甜點 丸久小山園監修; 羅怡蘋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34 13億人都在喝の對症養生茶飲 張曄, 王廣智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41 超對症速效神奇養生茶包 馬烈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58 古代帝王死亡診斷書: 現代名醫穿越時空為你揭開古代帝王的死亡真相何乃強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65 我愛張根碩全紀錄: 張根碩出道至今最完整的大事記「張根碩的秘密」研究會編著 2013-1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272 「進擊的巨人」最終研究: 巨人與人類之戰──被隱藏的新大陸創世之謎「進擊的巨人」調查兵團編著; 王聰霖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02 我愛AKB48: 最獨家的神7情報大蒐祕! MAKI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19 超簡單、不用學!: 照著畫就可愛的手繪印花餅乾熊谷真由美著; 羅怡蘋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26 超強效脊椎自癒療法: 80%的病,1個動作立即改善!脊椎復位法完全大公開刁文鯧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33 航海王最終研究. 世界之卷, 阻擋於眼前的世界三大勢力與黑鬍子海賊團之謎航海王の勁敵研究會編著; 王聰霖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57 極上美肌化妝保養術: 正確的保養從化妝前就開始,上妝X保養一次完成!齊齊亞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34371 他是個神祕而普通的送葬老人 蘇墨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4615 一學就會的手作卡片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622 3C的完美收納包 郭雅芬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4268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10-00 第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8944275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8944282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3-12-00 第1版 平裝 第1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69830 自由基生物醫學 卞卡等編著; 鄭榮梁等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1008 尋寶古董民藝直擊歐亞市集: 鎏金歲月的生活美學莊仲平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14 陸潔民藝術收藏投資六講: 收藏是深度的欣賞 投資是深度的收藏陸潔民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138 新娘禮服傳統與演變: 臺灣婚禮老照片紀事 陳秋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爆笑文化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841 李曼峰畫集 2014-01-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4428 牛頓的炮彈,霍金的蘋果: 亞平的實驗,失重之原理與零重力主題景點 2013-10-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4746 一張卡片讓你瘦!減肥瘦肚kcal輕鬆 中川徹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4753 無毒飲食生活家教你: 真食物這樣選!這樣吃! 白佩玉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4685 1天只要1分鐘1個動作!: 瘦腰、平腹、提拉臀 呂紹達作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6324 成功要變態: 為什麼90%創業會失敗? 李文龍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331 傀儡戲院 娜迪亞.布茲(Nadia Bouzid)著; 黃琪雯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348 南美大暴走: 脫下醫師袍,魔術闖天涯! 黃煜晏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362 故事總要開始: 馬華小說選(2004-2012) 黃錦樹, 張錦忠, 黃俊麟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379 需要我的時候給個電話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著; 余國芳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393 死亡之心 道格拉斯.甘迺迪(Douglas Kennedy)著; 葉佳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09 一雙手都不能放: 力挽狂瀾的陳清圳校長 陳清圳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16 後青春: 優雅的老 丘引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23 誰讓孩子變成失控小惡魔?: 從情緒管理開始,教出講理好孩子王意中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30 獄卒不畫會死 林文蔚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47 別和孩子比蠻力: 爸媽要該放就放 盧蘇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54 笨蛋聯盟 約翰.甘迺迪.涂爾(John Kennedy Toole)著; 莫與爭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61 吃出高中生的新陳代謝: 關鍵1招,絕對窈.窕.瘦 林佳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力國際



9789865896478 九歲時,我殺了愛 霍華.布登(Howard Buten)著; 殷麗君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492 十二歲的偷窺 約翰.勒.加里(John La Galite)著; 黃琪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08 哈佛之路: 陪伴、傾聽與支持,我培養出3個哈佛生林瑞瑜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15 棄子圍城 羅毓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22 過度教育: 一個天才鋼琴家的血淚告白 席琳.拉斐爾(Celine Raphael); 黃琪雯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39 杏仁 娜吉瑪(Nedjma)作; 黃琪雯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6546 本來是憤青: 追尋內心的明日山城 李尚儒著; 陳芸英撰文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53 此刻: 柯慈與保羅.奧斯特書信集 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 柯慈(J.M. Coetzee)作; 梁永安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60 拆解孩子的青春地雷 王意中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345 日常沖剋與刑煞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7268 天夜偵探事件簿 米米爾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7275 東陸記. 卷三, 皇家臥底 倚華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282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7343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7299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987305 奇幻旅途 可蕊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987312 眼見為憑 林綠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87329 眼見為憑 林綠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987336 天夜偵探事件簿 米米爾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987350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魔豆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1445 國文文法纂要 吳祥熊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0327 拍出生態之美: 昆蟲世界 羅紅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92765 霹靂公仔圖鑑 黃強華原作; 小八組長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92772 霹靂爆笑江湖 黃強華原作; 黑青郎君等編繪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5360 好真!模擬考: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 2012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7971 票據法文章速覽 Yuki編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7995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下 植憲編著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93005 這是一本保險法解題書 珍秋, 筱正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012 這是一本物權法解題書 路易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029 好齊X好多!總複習: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第二試. 2013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036 憲法選擇題全真試題演練 植憲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043 這是一本監獄行刑法解題書 小河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050 植憲的公法解題攻略: 時事、釋字與裁判 植憲編著 2013-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098 保險法, 票據法, 海商法爭點地圖 什樂編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104 這是一本行政法解題書 兀突骨, 莫月鼎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111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93128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霹靂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攝影家手札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0891 史上,最機車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07 十二星座首席愛情大師 布萊兒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14 你累了嗎?上班族星座X血型解析大公開 六分儀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44 你不會22K一輩子: 職場完全生存術 夏嵐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29 有機發笑: 天然ㄟ尚好 龍偉惠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43 秒殺!愛瘋殺手數獨 佐藤次郎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50 豬心情好,尾巴是什麼形狀?: 趣味知識王 金甜一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67 職場如戰場?星座x血型終極大PK 六分儀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174 有種來找我!: 你不敢看的鬼故事 雪原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28 全民大笑話: 笑到凍末條! 邢正苑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35 神祕消失的寶藏之謎 柯爾夫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59 狗急真的會跳牆嗎?: 冷知識追追追 史萊姆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73 人心隔肚皮: 你不能不知的人性心理學 周旻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80 微歷史: 世界名人經典小故事 吳明山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08297 別讓肢體語言再次洩了底 王建宇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03 超白目爆笑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10 保證有笑: 笑到皮皮剉! 彫察掬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390 明天我就不幹了!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作; 武忠森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4217 一本書讀完德國歷史 邢豔編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24 揹著媽媽的小巨人 小柚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驛站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3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讀癮



9789865864231 交換禮物 徐瑞蓮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48 我才不要當灰姑娘 易小歡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55 蘿蔓皇后的復仇: 毒蘋果的傳人. 五 維他命熙著 2013-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62 一本書讀完韓國歷史 邢豔編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79 失蹤的少女 徐瑞蓮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86 難忘那一年夏天 易小歡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293 跳躍吧!籃球少女 小柚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09 有關電影的100部經典故事 楊明華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1475 歐洲綠生活: 向歐洲學習過節能、減碳、廢核的日子歐洲華文作家協會著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628 日落時候想唱歌: 阿米中英圖畫詩集 阿米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41 不可見的光: 井迎兆散文集 井迎兆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65 聖摩爾的黃昏: 胡爾泰詩集 胡爾泰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72 黑夜中仰望星星 楚寒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89 五十弦: 夏菁自選詩集 夏菁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796 沉默得更徹底一些: 劉正權愛情小說集 劉正權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40 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 子蘊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211 臺南市北門區: 有應公廟採訪錄 許献平作 2013-1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7932 心靈樂曲 仲平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949 輕鬆考證照: 外幣保單與保險理財 廖勇誠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鹽鄉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釀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338 一望.一幻.一瞬間: 黃志能畫集 黃志能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3494 淺談超導之應用 林嘉禎編集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2963494 淺談超導之應用 林嘉禎編集 2013-1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單位總數：1838

送存種數共計：11488

送存冊數共計：14247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驫禾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