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408 符號裡的故事: 解讀廖修平的藝術作品 黃淑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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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3908 友善臺北好餐廳指南 林崇偉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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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40480 三菱人機介面觸控螢幕GT10中文使用手冊. 硬體篇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編譯 2012-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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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4901 Let's colour魅色臺灣2012 Dulux得利塗料作 201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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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5101 女孩們是這麼想的 Zih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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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23139 沉默之島 蘇偉貞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19 戀愛課: 戀人的五十道習題 陳雪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26 陳黎跨世紀詩選 陳黎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33 陣痛 張翎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4-07-02)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30401~10306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双年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众社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I.C.C.商印國際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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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象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Dulux得利塗料



9789865823740 少女忽必烈 陳又津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57 劉邦的團隊臉譜: 警察出身的第一位平民領袖 陳連禎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88 巫旅 巴代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795 堅持到底: 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陳永興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3801 丹麥之戀 池元蓮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77723 亂髮: 短歌三百首 與謝野晶子等著; 陳黎, 張芬齡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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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0103 魔法音樂學校: 烏克麗麗. 陽光森林篇 趙偉竣, 邵建銘編著 2014-04-00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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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5309 Maggie Yang Maggie 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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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83511 道瓊3萬點: 你不可錯過的世紀大行情 愛榭克(Izaax)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83528 股市的科學煉金術: 程式交易全圖解 陳宥任, 曾崇銘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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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8705 We love this century 陳威霖策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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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6817 幼兒園藝術課程 徐怡君編 2014-05-00 初版 其他 第1集 1

9789869046831 幼兒園藝術課程 徐怡君編 2014-05-00 初版 其他 第2集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JC音樂森林-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Maggie時尚造型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ㄚ泥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We Studio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426 教育哲學導論 蕭弘偉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433 教育概要 蕭弘偉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440 教育行政學: 理論與實務 葉謹華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457 國際比較教育學導論 葉謹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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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9406 come together. vol.2, 日日使用的舊日美好 林明月總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68 料理王國 北大路魯山人著; 王文萱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75 Bonjour!從A玩到Z法國遊一圈 蘇曉晴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82 人氣穿搭術 宮田理江著; 夏淑怡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499 續.日日100 松浦弥太郎作; 葉韋利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5703 菜市場裡的大廚 喬艾爾(Joel)作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55727 北歐廚神 喬艾爾(Joel)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734 1天1式就會瘦 橫手貞一朗著; MASO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741 阿拉斯加歸來：松林青年的奇幻之旅 李後璁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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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1026 佛說阿彌陀經淺說 圓暘法師講述 2013-01-00 平裝 2

9789868751026 佛說阿彌陀經淺說 圓暘法師講述 2013-01-00 平裝 2

9789868751033 道德經 圓暘法師講述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241 道統史紀: 東方前十八代 林榮澤講述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258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4-02-00 初版 精裝 第26冊 1

9789865904265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2014-02-00 初版 精裝 第2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一真講堂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一貫義理編輯苑



9789865904272 道書藏要 林榮澤主編 2014-03-00 初版 精裝 第3輯 1

9789865904289 述說論語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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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24670 一分鐘觀人術 麥凡勒主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4687 一分鐘人際學 林郁主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4694 命運的手術刀 馬克斯韋爾.莫爾斯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4700 別不相信,你也能當總統 鮑勃.摩爾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4731 曹操的魅力不是傳說 松本一男著 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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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3374 飛驒高山.白川鄉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張雲清翻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381 角館.盛岡小伴旅: 平泉.花卷.遠野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周葶葳翻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398 維也納.奧地利.布達佩斯.布拉格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賴惠鈴譯 2014-02-00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3404 臺灣鐵路火車百科: 臺鐵、高鐵、捷運 蘇昭旭著 2014-0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903411 富良野.美瑛小伴旅: 札幌.旭山動物園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賴惠玲翻譯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428 四國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翻譯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435 豪放詞 孫家琦編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442 婉約詞 孫家琦編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459 蘇東坡選集 孫家琦編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03466 四李選集 孫家琦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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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1456 逛街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2-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721463 唐詩. 二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1470 快樂ㄅㄆㄇ: 注音遊戲本. 二 人上人文化事業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8721487 感恩的日子 蔡叔玲, 謝來鳳文字編輯 2012-05-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8721494 唐詩. 一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人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二十一世紀



9789868863507 我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2-08-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63514 交通工具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2-09-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8863521 一起去旅行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3-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63538 動物王國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3-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63545 English program: magic colors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3552 English program: all about me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3569 English program: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3576 Little gardener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3583 English program. Level 1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63590 English program. Level 1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76702 English program. Level 7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76719 English program. Level 7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76726 數學遊戲. A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733 數學遊戲. B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740 數學遊戲. C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757 數學遊戲. D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764 數學遊戲. E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771 數學遊戲. F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788 大家來運動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795 環保小尖兵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3-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1009 English program: early bird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1016 English program: early bird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1023 English program: phonics world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1030 English program: phonics world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1047 English program: animal kingdom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1054 English program: yummy food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1061 English program: happy time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1078 English program: let's go shopping 人上人文化事業(股)教研組文字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1085 小園丁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1092 好吃的食物 蔡叔玲文字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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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5

力大圖書



9789867364487 簡明腎臟學手冊 Irfan K. Moinuddin, David J. Leehey原著; 陳忠祺, 陳冠融編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4500 色彩與心靈互辯: 攝影詩集 曹昌堯攝影.新詩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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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7631 中醫是本故事書 常于, 李蔓荻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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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05733 覺醒2.0 : 閉上眼，你才能看見命運的原始碼 吳九箴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740 內分泌是女人變美的魔法師: 婦科權威讓妳持續漂亮、健康、苗條的30個私房密技陳玫妃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771 放下過去,不等於放棄自我 凌茜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795 你沒有察覺到的事,往往會變成你的人生 王啟芬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900 神奇的背癒力: 不只能解決肩背問題,還有胃痛、感冒、過敏、痛經也都能從背部調養李思博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006 情感的四季 許皓宜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082 平靜的價格 吳九箴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297 自卑情結 阿德勒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327 你的生命意義,由你決定 阿德勒(Alfred Adler)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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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4312 這樣思考,和好運交朋友: 發現與善用人生好運的13種思考術馬克思.岡瑟(Max Gunther)著; 李佳偉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4329 擺脫可人兒詛咒,優雅做自己 賈姬.瑪森(Jacqui Marson)著; 沈台訓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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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29311 MGH重症醫學手冊 陳應麟編譯 2014-04-00 第五版 精裝 1

9789866929328 試驗設計學 沈明來編著 2014-08-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6929342 生物統計學入門 沈明來編著 2014-08-00 第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九印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7478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461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485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167492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508 海盜公爵 閒來無事, 蛀牙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515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553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560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577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167584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167614 末世收割者 半隻青蛙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621 末世收割者 半隻青蛙作 2011-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67638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645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167652 海盜公爵 閒來無事, 蛀牙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669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167676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683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690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706 末世收割者 半隻青蛙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67713 末世收割者 半隻青蛙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67720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167737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167744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167966 末世收割者 半隻青蛙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812 末世收割者 半隻青蛙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65156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167829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167843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874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167850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冊數共計：3

九星文化



9789866065170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167881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167959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065033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6065040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6167911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65149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167935 海盜公爵 閒來無事, 蛀牙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67942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167973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980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67997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65125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65132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65163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65187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65194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65217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5200 天之上 貴竹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65231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6065378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6065255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65262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5330 超級鏡像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65354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65385 天之上 奧維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5392 天之上 奧維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5422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6065439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6065835 丹警 靜夜寄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6065903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65705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65712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5514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65521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65590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65606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65613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65682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65699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65538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65545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65873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65927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65552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65859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65569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65620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65897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65842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65637 2013 狼太郎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65880 2013 狼太郎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65934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65958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2005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22012 至尊兵甲 金剛球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6022081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6022098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22104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22111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22142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2166 2013 狼太郎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22173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6022180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2197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22203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22340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6022357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22371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22395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22401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22494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6022500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6022517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6022524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6022531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22548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22746 弒禪 蕭瑟朗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6022753 末世收割者 知樂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22777 星耀天穹 瘋狂冰咆哮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22784 食仙 神聖智狼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022791 阿奇拉之主 情終流水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22807 星辰秩序 楚狂徒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22876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30130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6022869 至尊藥神 靜夜寄思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22906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6022913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6022920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6022937 天地決 心夢無痕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35326 天之上 奧維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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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04318 佛塔與祖塔 釋大願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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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5015 佛法在世間 人乘弟子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1集 2

9789865705022 智慧隨行寶. 第一集, 自觀內省 陳明安講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122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7721 創造「傳統」: 晚清民初中國學術思想史典範的確立江湄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745 無悔: 陳明忠回憶錄 李娜整理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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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2245 這樣吃,人生大混亂!: 你從來不知道的食物力 Otto Wolff作; 戴君玲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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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6424 呼啦啦翻翻小百科: 哞哞!可愛動物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256431 呼啦啦翻翻小百科: 叭叭!交通工具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256448 呼啦啦翻翻小百科: 嗡嗡!奇趣昆蟲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256455 呼啦啦翻翻小百科: 真棒!做對了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256462 呼啦啦翻翻小百科: 小心!有危險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256479 呼啦啦翻翻小百科: 吼吼!野生動物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256486 膠片遊戲書: 數數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9-00 精裝 1

9789866256493 膠片遊戲書: 概念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9-00 精裝 1

9789866256516 膠片遊戲書: 顏色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9-00 精裝 1

9789866256516 膠片遊戲書: 顏色 李美華文稿; 周美強繪畫 2012-09-00 精裝 1

9789866256523 幼兒趣味認知立體書: 顏色形狀我知道 周美強, 吳彥繪畫; 李美華文稿 2012-11-00 精裝 1

9789866256530 幼兒趣味認知立體書: 數數我最棒 周美強, 吳彥繪畫; 李美華文稿 2012-11-00 精裝 1

9789866256547 幼兒趣味認知立體書: 交通工具我知道 周美強, 吳彥繪畫; 李美華文稿 2012-11-00 精裝 1

9789866256554 幼兒趣味認知立體書: 時間我會看 周美強, 吳彥繪畫; 李美華文稿 2012-11-00 精裝 1

9789866256561 鈴鈴!電話響了: 好寶翻翻聲音書 弘秀文編 2013-05-00 精裝 1

9789866256578 喀擦!擺好POSE囉: 好寶翻翻聲音書 弘秀文編 2013-05-00 精裝 1

9789866256585 叮咚!是誰來了: 好寶翻翻聲音書 弘秀文編 2013-05-00 精裝 1

9789866256592 嗯嗯!要沖水哦: 好寶翻翻聲音書 弘秀文編 2013-05-00 精裝 1

9789866256608 分享: 我是好寶寶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3-09-00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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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智



9789866256615 守時: 我會看時間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3-09-00 精裝 1

9789866256622 友誼: 我的新朋友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3-09-00 精裝 1

9789866256639 健康: 我不要蛀牙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3-09-00 精裝 1

9789866256646 動物世界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6256653 日常生活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6256660 交通工具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6256677 昆蟲生態 祝燕文稿; 周美強, 吳彥繪畫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6256684 農場小主人 七色王國主編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6256691 時間滴滴答 七色王國主編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6256707 動物嘉年華 七色王國主編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6256714 車車嘟嘟嘟 七色王國主編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6256721 123數數看 葉天達總編輯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6256738 顏色我知道 葉天達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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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42147 法式誘惑 依蓮.秀黎諾(Elaine Sciolino)著; 徐麗松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185 與中國無關: 就臺灣論臺灣,釋放無限可能 范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208 父親的失樂園: 一則古老語言、河中之城與猶太家族的真實傳奇雅瑞珥.薩巴爾(Ariel Sabar)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215 匱乏: 中國到底還缺什麼? 馬暘(Damien Ma), 葉文斌(William Adams)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239 極權的誘惑 許知遠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2246 歷史的反叛: 一九七九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 克里斯汀.卡里爾(Chriatian Caryl)著; 林添貴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253 阿拉伯的勞倫斯：一個矛盾的靈魂、狂傲的凡人、自卑的英雄麥克.艾許(Michael Asher)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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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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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49293 九歌小說選. 102年 紀大偉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316 九歌散文選. 一0二年 柯裕棻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323 九歌童話選. 102年 王文華等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330 甜美與暴烈 周紘立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347 進可成事,退不受困: 薛仁明讀史記 薛仁明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八旗文化



9789574449354 死亡練習 張耀仁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361 路邊甘蔗眾人啃 李昂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49378 該丟棄哪隻 陳克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408 童話狗仔隊: 林哲璋童話 林哲璋著; 九子圖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415 好球帶 朱宥任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422 驚起卻回頭: 邱坤良散文自選集 邱坤良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6889 北港香爐人人插 李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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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9318 國家考試土木、結構類科試題. 102 九華文教機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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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22419 你想要一顆星星嗎? 方素珍文; 江書婷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426 咚咚咚 方素珍文; 吳嘉鴻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433 誰來了? 方素珍文; 徐建國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440 大家好! 尹汝林文; 裴賢珠圖; 邱敏瑤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471 好棒的花園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賴雅靜譯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2122488 好棒的機場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李紫蓉譯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2122495 好棒的火車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李紫蓉譯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2122501 好棒的修車廠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李紫蓉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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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1037 電梯裡的象小姐 王登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1044 百年 許倍鳴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1068 陌生的持有 蔡宛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1082 田園: 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零雨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九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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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小小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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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5456 報告狗老大: 楊靜宇醫師的全方位健狗大補帖 楊靜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463 沒人帶你玩過的日本: 穿越戰國時代的自助旅行熱血威爾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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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16165 Global Sport Management Summit in Taiwan Proceeding. 2011真理大學運動管理學系作 2011-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27405 運動休閒行為對主題遊樂園員工工作壓力影響之研究郭芳琪著 2007-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27436 A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learning style for adult learners in online leaninFang-Kun Kuo作 2008-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27474 愛是寂寞還是酒 吟先作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6110 行動後反思: 傳播管理系教育情境下,一名新進教師邁向教學專業之歷程反思胡嘉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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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95996 買給我! 尹智會文.圖; 張琪惠翻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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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2539 人生隨筆 許明雄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2546 曠信山自選集 曠信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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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40280 休閒運動、觀光餐旅、健康及生活應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2013休閒運動、觀光餐旅、健康及生活應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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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

大大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大聯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仁科大休管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書局



9789865817046 給亞亞的信 馬彧彬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53 盲派算命金鉗訣 劉威吾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60 棲鳥 吳威邑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77 策天六爻觀占指迷 文墨龍, 吳中誠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84 盲派算命深造 劉威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091 宰日 吳威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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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94043 遺體處理學 楊敏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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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830096 死亡黑皮書: 占星推運斷死期 馬龍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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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0409 35歲,為什麼還沒被重用?: 薛明玲會計師教你數字之外的工作學薛明玲作; 賴燕芳採訪撰文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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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92880 養錢才能養活你自己: 遠離被金錢支配的人生 高得誠著; 唐建軍, 金鍾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2903 瘦用一輩子: 減肥是最棒整型,5大關鍵造就你一「身」朴秀姬著; 林文珠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2910 一個人的狗回憶: 高木直子到處尋犬記 高木直子著; 洪俞君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2927 男人真心話,說給女人聽 南仁淑著; 袁育媗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2934 抒情的力量 宋貞林著; 林侑毅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2941 在我深深的眼中 何米蕭(Joselito Michaud)著; 張穎綺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2958 我能為你做的事 菊田真理子著; 蔡鳳儀譯 2013-07-00 第2版 精裝 1

9789861792965 比打工度假更重要的11件事: 出國前先給自己這份人生問卷褚士瑩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2972 2個字的祝福 黛比.瑪康珀著; 侯嘉玨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中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水晶



9789861792989 裝模作樣膽小鬼 鈴木智子著; 陳怡君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792996 其實是媽媽在傷害孩子 文恩禧著; 李修瑩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009 陪在我身邊 菊田真理子著; 蔡鳳儀譯 2013-12-00 第2版 精裝 1

9789861793016 好想飛上天空 菊田真理子著; 蔡鳳儀譯 2014-06-00 第2版 精裝 1

9789861793078 別鬧了,柴犬小哲: 原來小狗也有叛逆青春啊! 影山直美著; 楊明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46 於是,我開始搞懂我自己: 30歲一切都還來得及,妳是30花開是30花謝?南仁淑著; 袁育媗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60 3天2夜首爾小旅行: 去逛逛生活雜貨吧 Yossy著; 楊明綺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84 一個人邊跑邊吃: 高木直子呷飽飽馬拉松之旅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191 整理顧問到你家: 5大概念2大關鍵,讓你成為自己最棒的生活管家林姬廷, 姜Noori著; 高俊江, 賈蕙如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207 主君的太陽 黃霞詠小說; 林文珠, 黃孟婷, 黃筱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93214 主君的太陽 黃霞詠小說; 林文珠, 黃孟婷, 黃筱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93221 蘇志燮的路 蘇志燮文字; 袁育媗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3245 歡迎來到東京食堂 新井一二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252 我想開始學作菜: 給自己的第一本料理書,99道美味經驗帶回家鄭景志, 孫維辰著; 李修瑩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269 結婚一年級生 入江久繪著; 陳怡君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276 阿嬤才是生活智慧王: 200招可以傳家的家事管理祕訣阿嬤的生活智慧研究會著; 陳惠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283 我想把照片拍好: 擺脫攝影菜鳥計畫30天 文喆珍著; 曾晏詩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290 腦美人 羅悳烈著; 林彥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306 就這樣變成30歲好嗎? 鳥居志帆圖.文; 李靜宜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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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71386 回首來時路: 一個人的精彩 張淑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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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58175 墨西哥史: 仙人掌王國 何國世編著 2014-03-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8601 無因管理 林易典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892 民事訴訟法 陳榮宗, 林慶苗著 2014-03-00 修訂八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458908 民法 郭振恭著 2014-03-00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458915 民法繼承新論 陳棋炎, 黃宗樂, 郭振恭著 2014-03-00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571458953 中國通史 林瑞翰著 2014-03-00 五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大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9789571458960 取法哈佛: 美國法學院的思辨札記 李劍非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977 東方的意義: 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 王世宗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8984 現代法學方法新論 黃維幸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004 立體的歷史: 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 邢義田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011 荔鏡記 (明)無名氏著; 趙山林, 趙婷婷校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035 給愛兒的二十封信 簡宛著; 簡宛, 石廷, Jane Vella譯; 杜曉西繪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9080 我心萬古心: 我怎樣做學問 黃永武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127 新譯高僧傳 朱恒夫, 王學鈞, 趙益注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9134 如何寫學術論文 宋楚瑜著 2014-06-00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51237 新譯范文正公選集 沈松勤, 王興華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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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3632 遠古長毛象寶寶穿越時空大現形! 克里斯多夫.史隆(Christopher Sloan)作; 張靖之翻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224 憤怒鳥遊樂場: 恐龍世界 吉兒.伊斯巴姆作; 陽曦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231 海洋生物總動員 喬娜.瑞佐作; 王誠之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248 大創意: 五千年來改變世界的科學大發現 提摩西.費瑞斯(Timothy Ferris)作; 鄭方逸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255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一生必遊的500祕境之旅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方淑惠, 余佳玲, 許妍飛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262 國家地理125年 馬克.柯林斯.詹金斯(Mark Collins Jenkins)作; 林潔盈翻譯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279 美國國家公園終極探祕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張淑貞, 陳鴻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286 125個不可思議的真實動物故事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李桂蜜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309 那時候蟲子比人大,植物不開花,四足類稱霸!: 恐龍前傳: 石炭紀與二疊紀卡通故事漢娜.波納(Hannah Bonner)作; 陳雅茜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316 國家地理腦適能完全指南 麥可.史威尼作; 楊語芸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330 西薩.米蘭: 狗班長的快樂狗指南 西薩.米蘭作; 張靖之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347 義大利麵: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林潔盈翻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354 番茄: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鍾慧元翻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361 尋訪真實歷史上的耶穌: 重現耶穌的一生與基督教的起源尚皮耶.伊什布(Jean-Pierre Isbouts)著; 王敏穎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378 喚醒世界的香味: 一趟深入咖啡地理、歷史與文化的品味之旅伊萊莎貝塔.意利(Elisabetta Illy)作; 方淑惠翻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385 雞蛋: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鍾慧元翻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392 巧克力: 50道傳統義式輕料理 百味來廚藝學院作; 鍾慧元翻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415 想當年魚兒還有腳,鯊魚剛長牙,蟲子到處爬: 恐龍前前傳: 泥盆紀卡通故事漢娜.波納作.繪圖; 陳雅茜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422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一生必遊的500美食之旅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盧郁心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439 每天的幸福靈感: 365幅歲月風景,365則智慧格言,給你充滿幸福能量的每一天國家地理學會編著; 張靖之翻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石國際文化



9789865918477 前進火星: 尋找人類文明的下一個棲息地 巴茲.艾德林作; 林雅玲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3728 蘿拉.馬許(Laura Marsh)作; 陳光儀, 魏靖儀, 黃正綱翻譯2010-12-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8692718 生活在古代 安潔拉.麥克唐納(Angela McDonald), 亞歷珊卓.維林(Alexandra Villing), 保羅.羅柏茲(Paul Roberts)著; 黃正鋼, 黃中憲, 鍾慧元譯20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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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712592 章學誠的學術思想 陳振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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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0062 傳奇學人: 林毅夫 劉世英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79 唐朝原來是這樣 王者覺仁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86 小康之路. 綜述篇 肜新春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093 小康之路. 經濟篇 王丹莉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09 小康之路. 政治篇 陳堅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16 小康之路. 社會篇 張強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23 小康之路. 生態文明篇 肖翔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30 看得到的中國史 陸紹明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0147 看得到的中國史 陸紹明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00154 小康之路. 文化篇 占善欽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61 賣菜叔日記. 教子篇 姚啟中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78 賣菜叔日記. 生活篇 姚啟中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85 千古一戰神: 韓信 姜狼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192 敏.感: 人生沒有規定動作 高敏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08 知行合一: 王陽明詳傳 高瀨武次郎著; 趙海濤, 王玉華譯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15 世界歷史有一套之聞香法蘭西 楊白勞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22 李鴻章傳: 一個英國記者四十年中國生活札記 約翰.奧維特, 坡爾西.布蘭德作; 徐志晶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39 慈禧傳: 兩個英國人清代北京見聞錄 約翰.奧維特, 坡爾西.布蘭德, 埃特蒙德.白克浩斯作; 郭松譯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00246 袁世凱傳: 一個日本記者三十年中國、朝鮮生活札記佐藤鐵治郎作; 吳小娟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好世紀創意志業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大安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0007 亞細亞原創誌. 創101.春之卷, 綻放 阮光民等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0014 亞細亞原創誌. 創101. 夏之卷, 飛舞 阮光民等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0021 亞細亞原創誌. 創101. 秋之卷, 御風 阮光民等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0045 亞細亞原創誌. 102spring, 綻放 阮光民等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0052 亞細亞原創誌. 102summer.夏之卷, 飛舞 阮光民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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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5506 沒有終點: 一位修道者、和平與生態運動家的傳奇傳記薩提斯.庫瑪(Satish Ku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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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8028 Spiritul Home遇見花漾的幸福 林雯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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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9294 正法眼藏 白雲老禪師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9053204 佛法要義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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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9017 大肚萬興宮志 黃敦厚等撰稿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9000 大肚萬興宮志 黃敦厚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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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2315 傲骨 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編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肚萬興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而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朵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94925 agnes b.品牌專刊. 2011 杜佳玲總編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2296196 漫畫科學實驗王. 第4輯 Gomdori Co.文 2011-12-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2297124 世界歷史探險. 第七輯 Gomdori著; 姜境孝繪 2012-06-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2297919 agnes b. cook book 鄭微宣文字整理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2298299 Dazzling[]蜜糖吐司 Dazzling, 楊秀容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8688 科學神偷. 1, 運動與能量 宋道樹文; 梁善模圖; 徐月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678 白色的力量-柯文哲: 我改變不了四季的變化, 只能盡力讓其盡善盡美柯文哲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2299807 5個俏皮魔女的祕密 日本兒童文學者協會編著; 姜柏如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814 超級機器人大作戰 金政郁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99838 金風玉露. 2, 珍愛生命,遠離王爺 柳暗花溟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99845 惡靈談判專家. 2, 靈魂的羈絆 張廉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99852 塑身女皇鄭多蓮D-21局部塑身: 首度公開! 不用看DVD, 翻開書跟著做, 簡單輕鬆瘦! (緊實臂+性感鎖骨)鄭多蓮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99869 請問我是誰 莉茲.柯立(Liz Coley)著; 廖素珊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99876 理財智慧王 Irum文; Papyrus圖; 徐月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299883 絕對會上手!. 3, 3堂課就學會,性感角色&魅力女體林晃原作; 粉鱈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99890 獨身男の瘋狂巴黎: 巴黎生活潛規則 尚保羅西作; 林佩儀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99906 新唐遺玉. 10, 暗香浮動月黃昏 三月果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913 獵神遊戲. 2, 建造魔界比泡杯紅茶還簡單 奇梵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2299920 塑身女皇鄭多蓮D-21局部塑身: 首度公開! 不用看DVD, 翻開書跟著做, 簡單輕鬆瘦! (渾圓胸+誘人美背)鄭多蓮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2299937 婢女異聞錄 囧TL著 2013-10-00 平裝 卷3 1

9789862299944 金風玉露 柳暗花溟著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0101 金風玉露 柳暗花溟著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299951 薔薇色時光膠囊 大沼紀子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968 楓之谷大冒險. 8, 魔王塔的陷阱 宋道樹作; 徐正恩繪; 徐月珠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299975 我要「內臟」變年輕: 逆轉「內臟壽命」10法則, 人就不老, 不胖, 變健康!伊藤裕作; 石玉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99982 生命自主: 最先進的醫療是救命?還是延長痛苦?中村仁一, 久坂部羊合著; 石玉鳳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99999 時光探險隊. 4, 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 鄭娜瑛文; 金江浩圖; 徐月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002 新唐遺玉. 11, 心有靈犀一點通 三月果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420019 水國少女: 巴世里傳說 倉橋燿子作; 久織知槙繪; 亞緋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20026 抗癌醫生的奇蹟二日飲食法: 營養均衡不挨餓,減脂不減肌肉,恢復健康,啟動活力蜜雪兒.哈維(Michelle Harvie), 湯尼.豪威(Tony Howell)著; 吳書榆譯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420033 美股大贏家: 畢德歐夫的美股定存術,英文不好、財務知識零也能一本上手!畢德歐夫作 2013-11-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9789863420040 楓之谷數學神偷. 6, 開往地府的船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0057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超萌美少女. 6, 百變323蘿莉塔篇(萌)表現探求小組,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420064 哈!我要翻滾了: 便條紙也可以醬玩! Hiromi SHIMADA原作; 連雪雅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071 從一個人到兩個人的小家微食堂 黃宜貞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088 你是國王腦? 還是奴隸魂? 松島修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095 男性名牌圖鑑. 2013-2014秋冬版 三采文化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118 科學實驗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420125 死神姬的再婚. 3, 飢餓小丑與玩具軍隊 小野上明夜著; 鍾明秀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132 科學神探的調查事件簿. 4, 明星學姐的眼淚 黃文琡文; 金二浪圖; 徐月珠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149 無形的操控: 心理學家教你七種方法讓人甘心聽你的蘇珊.威辛克(Susan M. Weinschenk)著; 劉玉文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156 離開悲傷之後 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著; 盧秋瑩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163 抵達真愛之前 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著; 盧秋瑩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170 新唐遺玉. 12, 明月佳期會有時 三月果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420187 祕魯尋寶記 Story a.文; 姜境孝繪; 徐月珠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194 5隻淘氣寵物的擁抱 日本兒童文學者協會編著; 北田哲也等繪; 姜柏如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200 雨林冒險王 洪在徹文; 李泰虎圖; 徐月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20217 夜公子. 卷一, 如夢初醒 風雪千山著 2013-11-00 平裝 卷1 1

9789863420224 玉氏春秋. 卷一, 絕代有佳人 玉贏著 2013-11-00 平裝 卷1 1

9789863420231 跑跳走到100歲!: 骨科名醫韓偉私房關節養護術 韓偉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248 哇!顯微鏡下的世界真好玩: 愛上科學的顯微鏡小百科金鐘文文; 徐月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255 超級機器人大作戰 金政郁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0262 孫悟空科學72變. 6 孫永云, 高順貞文; 相像劇場圖; 徐月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279 空中送行者: 我們運送的不只是遺體,我們的使命是帶領「靈魂」回家佐佐涼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286 新唐遺玉. 13, 一片冰心在玉壺 三月果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293 獵神遊戲. 3, 世界,黑漆漆的,不好吃! 奇梵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309 死神姬的再婚. 4, 我可愛的王子殿下 小野上明夜著; 鍾明秀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316 惡靈談判專家. 3, 情印轉生 張廉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323 夜公子. 卷二, 鏡花水月 風雪千山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330 金風玉露 柳暗花溟著 2013-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20347 玉氏春秋. 卷二, 問君何所求 玉贏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420354 時光機器與消失的父親 查爾斯.游(Charles Yu)著; 謝靜雯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361 科學神探的調查事件簿. 5, 雙面大盜的破綻 黃文琡文; 金二浪圖; 徐月珠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378 下班後賺更多: 記帳存錢再投資,富朋友的「破窮理財法」提早20年退休不是夢艾爾文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385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肆一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0392 死神姬的再婚. 5, 微笑寬恕的聖人 小野上明夜著; 鍾明秀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408 每,一天 大衛.李維森(David Levithan)著; 楊佳蓉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415 楓之谷英語神偷. 3, 精靈村長的真面目 Orbg作; 朴鐘聖繪; 徐月珠譯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420422 Apple vs. Google世紀大格鬥: 一場盟友反目成仇,無聲改變世界與生活的科技大戰弗雷德.沃格斯坦(Fred Vogelstein)著; 洪慧芳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439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超萌美少女. 7, 華麗百搭蘿莉塔篇(萌)表現探求小組,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446 惡靈談判專家. 4, 黑山妖搶妻 張廉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453 請你跟我這樣過: 安心養,聰明教,父母沒煩惱!黃瑽寧、王宏哲教你輕鬆解決孩子的26大健康,教養困擾超級電視臺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460 你早該知道的藥物真相: 藥愈吃,病愈難好! 岡本裕著; 石玉鳳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477 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 2, 給愛的人沒煩惱,被愛的人沒痛苦!陳秀丹著; 陳秀琴撰文整理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484 新唐遺玉. 14, 滿城盡帶黃金甲 三月果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420491 漫畫兒童卡內基. 第5輯 盧鏡海等文.圖 2013-11-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0507 我的第一套科學漫畫書. 第7輯 Gomdori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2013-11-00 精裝 全套 1

9789863420514 水國少女: 巴世里傳說 倉橋燿子作; 久織知槙繪; 亞緋瑠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20729 水國少女: 巴世里傳說 倉橋燿子作; 久織知槙繪; 亞緋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20521 漫畫數學解題王. 第一輯 柳己韻原作; 文情厚原繪 2013-12-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0538 漫畫科學發明王. 第1輯 Gomdori co.原作; Hong Jong Hyun原繪 2013-12-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0545 玉氏春秋. 卷三, 妾心知幾許 玉贏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552 玉氏春秋. 卷四, 心有千千結 玉贏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20569 天下男修皆爐鼎. 卷一, 仙姿媚骨 青衫煙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20576 妄想BL中國歷史: 隋唐美強 Lala等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20583 蜃夢: 冥師 朱砂著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0590 世界歷史探險. 第8輯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2013-12-00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0606 輕鬆複習就有好成績的25個讀書計畫 吳守真文.圖; 徐月珠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613 死神姬的再婚 小野上明夜著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0620 妄想穿越: 2搞東西方童話. 2 iMIS等繪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20637 5個羅曼蒂克的故事 日本兒童文學者協會編著; 姜柏如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644 下課花路米: 最好奇的100個為什麼 公共電視下課花路米製作團隊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651 新唐遺玉. 15, 春風得意馬蹄急 三月果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668 科學神偷. 2, 磁力與磁場 宋道樹文; 梁善模圖; 徐月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675 從40歲變回28歲的逆轉魔法: 馮云獨創PIP公式 馮云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699 全民打棒球: 會讀會玩!棒球優等生 小河馬作: 黃哲煥繪; 徐月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0705 可愛系塗鴉1000練習本 puri原作; 連雪雅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20712 一畫就愛上!超簡單超萌美少女. 8, 2個女孩篇 金田工房, 角丸圓原作; 王慧娥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736 雨林冒險王 洪在徹文; 李泰虎圖; 徐月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20743 靜心的療癒的力量: 走路靜心,音樂靜心,小圓石靜心,禪呼吸,12種方法安定身心,加速痊癒蓋博爾.魏斯(Gabriel Weiss)著; 蔡孟璇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750 一開口就說出對的話: fu對了事就成了,學習35種超關鍵讚美法!Tokio Knowledge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767 核災危機求生記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0774 部落領導學: 全球百大CEO採用的組織改造計畫克莉絲汀.康瑪佛德(Christine Comaford)著; 吳書榆譯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781 美索不達米亞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798 科學實驗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420804 水果奶奶好故事. 2, 奶奶不會收玩具 公共電視水果冰淇淋製作團隊作; 趙正安繪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811 永不拭淚. I, 相遇 喬納斯.嘉德爾(Jonas Gardell)著; 郭騰堅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20828 Kinfolk餐桌: 獻給生活中的每一場小聚會 奈森.威廉斯(Nathan Williams)著; 陳虹珊, 蔡惠民譯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3420835 3分鐘反向伸展, 頑固胖都能瘦12公斤: 日本300萬人見證, 小腹, 屁股立刻神奇小1吋北洞誠一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20842 魔女☆騎士 重花作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0859 公子們,接客了. 1, 人生就像小倌 逍遙紅塵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20866 百妖夜襲: 冥師 朱砂著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0873 惡靈談判專家. 5, 生死相隨 張廉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420880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 Peter Su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3420897 波蘭尋寶記 Sweet factory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903 楓之谷大冒險. 9, 友情的考驗 宋道樹作; 徐正恩繪; 徐月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20910 骸骨的迴廊 柚原瑠璃子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927 科學發明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0934 ANNA SUI品牌專刊 王曉雯文字整理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0941 生死魔幻 法蘭克.派瑞堤(Frank Peretti)著; 陳錦慧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0958 玉氏春秋. 卷五, 傾城又傾國 玉贏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20965 天下男修皆爐鼎. 卷二, 一念執著 青衫煙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0972 認真做好每件事的11個小祕訣 李孝貞文; 金壽真圖; 徐月珠翻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0989 楓之谷英語神偷. 4, 這比賽超不公平 Orbg作; 朴鐘聖繪; 徐月珠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421016 歐鄉慢食: 找尋南歐在地極致好味 李芷珊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023 女性名牌圖鑑. 2014春夏版 三采文化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030 圖解! 百變親子穿搭術: 媽媽味out! 忙碌也能超有型柴崎マイ著; 連雪雅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1047 楓之谷數學神偷. 7, 天平與骰子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21061 這樣說話, 敵人也能變盟友: 不操控、不強迫也贏得人心鮑伯.柏格(Bob Burg)作; 洪瓊芬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1085 永不拭淚. II, 陪伴 喬納斯.嘉德爾(Jonas Gardell)著; 郭騰堅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1092 公子們,接客了. 2, 做將軍和做小倌一樣 逍遙紅塵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21115 核災危機求生記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1122 臺灣尋寶記 Sweet Factory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1214 雨林冒險王. 第2輯 洪在徹文; 李泰虎圖; 徐月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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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6158 只為成功找方法,不為失敗找藉口 劉繼仁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79 真的是,愛說笑 史萊姆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86 面對感情時,可以賊一點 艾莉絲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493 放心吧,你可以的。每天都給自己一個讚!讚!讚! 佐香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23 半澤直樹教我們的職場生存術 潘瑋裕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592 用鈔票換心跳,問妳要不要: 現代男女愛情心理學王若萱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08 自信的態度,決定人生的高度 潘瑋裕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15 放下就是幸福;放下更是知足 葉振廷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22 人生平凡不平庸 簡耀峰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39 菜鳥不菜守則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潘瑋裕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46 到底誰的心機比較重?私底下最愛玩的心理測驗愛薇兒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53 生命卑微不卑賤 簡耀峰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60 心靜世界清 田永達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6677 2人行不行?: 最神準的愛情心理測驗 愛薇兒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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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06643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7106551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06568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06575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06582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106599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06605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7106612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7冊 1

9789867106629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8冊 1

9789867106636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1(teacher's manual) Katelyn Huang等[作]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9冊 1

9789867106742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32

送存冊數共計：134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弋果文化



9789867106650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06667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06674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06681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106698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06704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7106711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7冊 1

9789867106728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8冊 1

9789867106735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teacher's manual)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9冊 1

9789867106841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7106759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06766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06773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06780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106797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06803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7106810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7106827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7106834 Look at me! I can talk. level III(teacher's manual) Karen Blakely, Dale J. Pelletler[文] 2013-1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7106858 My abc's alphabet(teacher's guide) Erik du Toit[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06865 My abc's alphabet(teacher's guide) Erik du Toit[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06872 My abc's alphabet(teacher's guide) Erik du Toit[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06889 My abc's alphabet(teacher's guide) Erik du Toit[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106896 My abc's alphabet(teacher's guide) Erik du Toit[文] 2013-11-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06902 My abc's alphabet(teacher's guide) Erik du Toit[文] 201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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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46022 讀者劇場Easy Show. 伊索寓言篇 楊耀琦作; 艾可插畫 2011-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039 讀者劇場Easy Show 楊耀琦作; Michael繪圖 2011-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046 愛吃草的動物朋友 柯馥容文; 陳佩娟, 莊姿萍圖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053 暑假日記 林亭妤文; 莊姿萍, 簡永宏圖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060 動動手、做做事 林亭妤文; 李韋霖圖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36

小東西圖書



9789866146077 小虹蝌蚪去散步 宋慧芹故事撰寫; 陳佩娟, 王秋香, 陳玉敏圖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084 我是科學人 柯馥容文; 鄭淑芬, 陳玉敏圖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091 小樹芽芽狂想曲 宋慧芹文; 江曉貞, 張家榮圖 2011-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107 蹦蹦動動王國: 動作與位置概念書 溫佩華總編輯 2011-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46114 蹦蹦彩色世界: 顏色數字概念書 溫佩華總編輯 2011-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46121 蹦蹦abc: 字母形狀與發音概念書 溫佩華總編輯 2011-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46152 英語教學七堂課 英文工廠編輯部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6251 讀者劇場Easy Show: readers theater(teacher's guide)楊耀琦作 2011-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268 Let's Celebrate!: 春夏秋冬的節慶教學好點子! 2011-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275 Love+English(student book) 2012-04-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146282 Love+English(student book) 2012-04-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146336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2-08-00 初版2刷 其他 starter 1 1

9789866146305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2-08-00 初版2刷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146312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2-08-00 初版2刷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146329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2-08-00 初版2刷 其他 第5冊 1

9789866146343 Love+English(student book) 2012-1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146350 Love+English(student book) 2012-11-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6146367 Love+English(student book) 2012-11-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6146374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3-01-00 初版 其他 starter 2 1

9789866146404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3-0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146381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3-01-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6146398 Love English(student book) 2013-01-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6146428 Sing kids(student book) 2013-06-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146411 Sing kids(student book) 2013-06-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146435 Sing kids(student book) 2013-06-00 其他 第5冊 1

9789866146442 瑜珈入門 唐睿謙作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6146459 I love pets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6146466 Yum,yum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6146473 We sing we play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6146480 At home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6146497 Helpers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6146503 My toys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6146534 Phonics kids. 2A, the consonants Bb-Pp認識子音Bb-Pp林素娥, 謝靜惠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596 Phonics kids. 5A, 母音組 林素娥, 謝靜惠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619 Phonics kids. 6A, 更多母音組: 分離母音組與特殊母音組林素娥, 謝靜惠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6626 Phonics kids. 6B, 更多母音組: 母音加r的發音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6146633 My feeling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6146640 I can greet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6146657 Please, thank you, sorry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6146664 Go pee pee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6146701 My family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6146725 Sing kids(student book) 2013-12-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146732 Sing kids(student book) 2013-12-00 其他 第4冊 1

9789866146749 Sing kids(student book) 2013-12-00 其他 第6冊 1

9789866146756 Take a bath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6146763 We sing we play 201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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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79954 我的東京小日和: 第一手生活日本語Note 樂大維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338 朵行西藏: 一段關於信仰、生存、意志與愛的旅程美朵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29 跋.攝,雲中的天堂: 喜馬拉雅的神祕與絢麗 陳仁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36 牛頭也能對馬嘴?: 如何傾聽、對話、讚美、批評的9種溝通藝術孫科柳, 王瑞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50 生活.寫意.水彩畫: 簡單學水彩,繪出我的浪漫小世界朗蘇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50 生活.寫意.水彩畫: 簡單學水彩,繪出我的浪漫小世界朗蘇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67 越坐越短命!專為久坐族設計的懶人輕體操 摩天文傳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74 戀上手繪好時光 姍木穎畫室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604 我用LinkedIn找到高薪國外工作 Hank Chin, Spencer Chang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4628 1杯茶搞定肌膚7大問題 摩天文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635 鑽石業務員抓住客戶的黃金秘訣: 9種客戶類型12招攻心法門徹底收服難搞客戶楊雪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642 敗犬變女神: 第一本包含飲食、按摩、運動、局部修飾、服飾搭配的美體雕塑指南摩天文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680 達標!威力導演12 活水資訊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703 Best Bride Hair Style獨佔最愛: 超人氣婚禮髮型設計BOOK唐娟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772 計算機概論: 掌握新思維 吳燦銘著 2014-05-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714789 特效降血壓食譜隨身寶典: 宜食、忌食、慎食快速查龔仆編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14802 媽媽再見,再見: 向母愛致敬 孫宇編繪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819 徹底研究PhoneGap跨平台手機程式開發實戰 張亞飛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51

上奇資訊



9789865714826 深入研究Java FX 2 黃嘉輝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833 穿戴式裝置時代 : 奇「機」上身,第四波工業革命來襲陳根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864 Hold住人才就靠你: 總統也要修的領導課 風里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871 來自廚房的美麗秘方: 油鹽糖醋酒幫你輕鬆解決皮膚問題,臉蛋水嫩Q彈更迷人摩天文傳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888 餐盤上的彩色秘密: 青色養肝、紅色滋心、黃色益脾、白色潤肺、黑色補腎,輕鬆調校體質摩天文傳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895 iClone5.5動畫大師: 讓你輕鬆學會製作專業級3D動畫劉為開, 吳敬堯著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5714925 Rhino 5.0工業設計基礎及實際應用 王茂敏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714949 最新3ds Max建築與室內設計大全: 從入門到精通張玲等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4963 恐龍紀元大百科: 史前霸主的發現與命名 江泓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970 文創淘金熱 覃冠豪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994 惡用嚴禁！輕鬆窺探他人內心的冷讀術Cold Reading喬林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038 核四、核事: 我們國家該回應的120個核電問題 譚麗玲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045 徹底研究JAVA WEB開發實戰寶典(JSP、SERVLET、STRUTS、AJAX)李興華, 王月清著 2014-05-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687052 御醫認證!嚴選貴妃養生良方: 俏顏四物湯、活血益母草,快速充盈美人好元氣郭雲綾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076 金融懸崖: 全球連環債風暴: 貨幣通膨、債債相逼,如何度過債務的世紀?孫濤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090 玩味: 餐飲英語輕鬆說!: 30大情境主題,100個實用對話,超過365道常見中法義菜名對照心遠軒工作室, 吳蓓蓓等編著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106 24節氣四合一養生手札: 飲食、按摩、刮痧、拍打,健康生活一整年!龔仆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113 今天,開始種菜吧!: 現摘X鮮食X零污染: 4大類20種藥用蔬菜植法全圖解都市農夫主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199 傾聽身體的聲音: 印度瑜伽大師讓你的身心靈獲得深度休息Manu, 雙福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205 常用病痛食譄隨身查: 168精選食療驗方,讓你呷好呷健康侯偉編著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7250 就是不服從: 賈伯斯的365個逆思考故事 丁鵬飛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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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0228 麥肯錫情緒處理與菁英養成法: 為什麼從這家公司出來的人,都這麼強?高杉尚孝著; 劉錦秀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770235 會面的細節等人來教,代價太高: 大部分的事即時通無法幫你,關鍵場合你得「見面談」內藤誼人著; 黃碧君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42 點餐,帶上這本書: 50道經典名菜故事和名家獨門食譜,讓你懂「吃」詹姆斯.溫特(James Winter)作; 陳芳誼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59 原來,我得了躁鬱症 藤臣柊子著; 卓惠娟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66 喊暫停的技術: 暫停不是「擺著」,主管你這時該做什麼?凱文.凱許曼(Kevin Cashman)著; 丁惠民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73 以貌取人,再也不會看錯人: 柏克萊心理學家如何用科學觀相馬修.赫坦斯登(Matthew Hertenstein)作; 李宛蓉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80 來自喵星的療癒師: 貓咪總愛搞自閉,卻打開羅肯這顆封閉的心珍.迪隆(Jayne Dillon)著; 吳毅平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297 開口要、不為難的藝術: 不好意思開口?死纏爛打沒用?三大絕招讓人馬上答應你海德.伊曼(Haider Iman)著; 林奕伶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303 做個一直被需要的人: 我102歲,還天天花兩小時通勤上下班,為什麼卻非常快樂?福井福太郎, 廣野彩子合著; 鄭舜瓏譯 2014-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大是文化



9789865770310 麵包の究極: 日本最權威麵包研究機構告訴你,怎麼吃?怎麼做?井上好文著; 林佑純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327 現在的部屬不能罵, 你該怎麼辦? 小倉廣著; 李佳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334 造反: 別以為你們人多,我1%的主張能占領99%的聲音艾莉莎.夸特(Alissa Quart)作; 鄭百雅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0358 三指楺臉操,初老延後20年 長田裕著; 鄭世彬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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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3945 一句話專賣店 王淑芬文; 李小逸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952 沒有公雞怎麼辦 貓小小文; 貓魚圖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3969 公.私.事 張尚為文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3976 嬉.遊.記 張尚為文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3983 小偷 王淑芬作; 徐至宏繪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990 愛.無.恙 張尚為文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33428 歌.再.來 張尚為文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33435 神跳牆. 卷一, 初戰風禾島 顏志豪文; 阿咧先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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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233935 女人屐痕: 臺灣女性文化地標 范情等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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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9692 手套妄想症候群 一迅社編著; 侯詠馨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708 鉤針從入門到上手只要這一本 瀨端靖子作; 劉中儀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715 捨不得斷捨離?試試5cm整理術! 須原浩子作; 黃桂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722 親手打造BROCANTE混搭綠庭園 松田行弘著; 蔣佳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9746 背景不再空白!畫好日常物品&人物動作最佳比例Universal Publishing編著; 呂丹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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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女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悅文化圖書



9789866179365 計程車司機的秘密 矢貫隆作; Timeout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709 藝術的起源 杉本博司作; 林葉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9716 身體前彎及髖關節伸展瑜伽: 矯正骨盆、強化肌群、遠離疼痛的身體解剖書雷.隆(Ray Long)著; 李岳凌, 黃宛瑜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723 北歐咖啡浪潮: 向新世代咖啡師溫德柏學習下一代精品咖啡提姆.溫德柏(Tim Wendelboe)作; 周應鳴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730 發酵聖經: 蔬果、穀類、根莖、豆類 山鐸.卡茲(Sandor Ellix Katz)著; 王秉慧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747 法式浪遊：關於愛和法國的旅人日誌 薇薇安.綏夫特(Vivian Swift)作; 陳家倩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754 給所有明日的聚會 陳德政作 2014-06-00 增修版 平裝 1

9789866179761 Milly的京都私路 Milly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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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689958 神遊太極 莊茂山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89965 王宗岳太極拳經; 王宗岳陰符槍譜; 戚繼光拳經 唐豪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972 周易自然觀 商宏寬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89989 孫氏三十六手太極拳 尤志心主編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008 秦天富老中醫疑難雜症專輯 秦天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015 四十二式太極劍競賽套路分解教學 徐淑貞, 張薇薇編寫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022 楊式內傳太極拳家手 張漢文, 蔣林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039 太極盤根功法 徐毓茹, 孫晴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046 蕭通吾脈診與臨床經驗 蕭漢璽, 頊琪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053 楊健侯太極拳真傳 胡學智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060 藥性歌括四百味應用新解 任豔玲, 初杰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077 陰把槍 吳秉孝, 吳敬賢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084 太極拳經論透視 蘇峰珍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091 觀光、商務日本話 蔡依穎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107 鄭欽安火神經典應用新解 于永敏, 張存悌主編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114 煉氣行功秘訣 墨井書屋藏版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121 孫式太極拳拳架解析 張大輝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138 洗髓經健身術 布援強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145 田春禮臨床經驗集 魏錦峰, 田雨河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152 太極拳初學入門 鄭勤, 趙永剛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169 行健齋隨筆; 唐豪太極少林考 唐豪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176 24式太極拳學與練 李壽堂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展



9789863460183 萇氏武技全書(合訂本) 劉義明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190 楊清山按摩經驗集 楊清山口述; 李榮華, 張秀瑞整理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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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63316 涵虛和尚語錄 韓國, 李鍾郁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323 論語點睛補註 蕅益大師撰述; 江謙居士補註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330 不可思議功德錄 陳熙願纂述 2014-04-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963347 恆贊如禪師語錄 (清)嗣法門人悟潔等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354 蓮宗十祖傳略 (清)悟開比丘編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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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0031 蘿絲瑪麗的嬰兒 艾拉.萊文(Ira Levin)著; 柯清心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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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53208 你放對風水位了嗎?: 神明祖先位的正誤興衰實例蔡滕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15 東京小旅及保健採購地圖. 外用藥篇 鄭世彬編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22 掌握靈氣磁場的技巧 傑佛瑞.馬丁(Jeffery A. Martin)著; Grace Wang, Harvey Guu合譯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39 東京小旅及保健採購地圖. 內服藥篇 鄭世彬編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46 面魔力: 皮膚科醫師教你敷對面膜封住青春 郭玉玲, 黃靜雯合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53 庶民醫療史: 臺灣醫壇演義 林瑤棋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60 日本購藥指南: OTC醫藥品事典 鄭世彬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77 日本熱銷藥圖鑑 鄭世彬, 林建志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84 解夢: 夢境指南 白澐鶴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291 雲旨道德經 李憲鳴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307 走在銀閃年代 林瑤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大乘精舍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康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眾國際書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0838 開心婆婆. 童心未泯篇(簡體字版) 發哥著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3011019 閱讀達人館: 奇異故事(簡體字版) 王金芬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1026 閱讀達人館: 驚奇故事(簡體字版) 王金芬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1422 圖解人體小百科(簡體字版) 鐵皮人美術著 2012-06-00 精裝 1

9789863011699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11705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11712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11729 在甘比亞釣水鬼的男人(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6130816 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 小野的人生思考 小野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010616 殺手,登峰造極的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011873 漫畫爆笑三國: 赤壁之戰(簡體字版) 吳寧泰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1965 找回快樂,不需要改變人生(簡體字版) 徐竹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012054 魔神摸頭(簡體字版) 小野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2061 達貢城的英雄(簡體字版) 李亞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2078 愛上生活中的小幸福: 簡單.知足.就會幸福(簡體字版)鄭絜心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012191 天文.人體知識大進擊(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207 動物.植物知識大進擊(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214 自然.環境知識大進擊(簡體字版) 世一編輯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012290 遇見未知的自己(簡體字版) 張德芬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2344 搞定MC: 補血&補氣做個元氣美人(簡體字版) 張妍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3012535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12658 異動之刻(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10-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012740 小狐狸的神奇手套(簡體字版) 熊貝兒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2757 別鬧了!小刺猬(簡體字版) 王華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2863 特殊傳說(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12-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012832 特殊傳說(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6-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12849 特殊傳說(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09-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012856 特殊傳說(簡體字版) 護玄著 2013-10-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012887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7-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012894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8-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012900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09-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012917 沉月之鑰(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10-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012924 孤雛淚(簡體字版) 狄更斯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2931 小公主一級棒時間管理(簡體字版) 庄雅欣原創漫畫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2948 孟老師的甜派與鹹派(簡體字版) 孟兆慶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3012955 異願洛恩斯 水泉著 2013-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12962 異願洛恩斯 水泉著 2013-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12979 我的第一本安全護照: 緊急避險 劉勁松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2986 我的第一本安全護照: 居家安全 劉勁松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2993 我的第一本安全護照: 平安出游 劉勁松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006 我的第一本安全護照: 自我保護 劉勁松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013 做人要像咖啡豆: 人生經歷高溫淬煉,才有幸福與香醇的滋味黃桐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013020 俠盜羅賓漢 霍華德.派爾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3037 幽默,生活真趣味!: 50年經驗才敢大聲說的幽默智慧賴淑惠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044 我愛你愛我: 愛情來了 陳孝忠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051 溫柔的堅定: 讓你的內心閃閃發亮,再也不受傷 水淼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013068 一個人的極致幸福: 從愛上自己開始 徐竹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075 原味: Carol100道無添加純天然手感麵包+30款麵包與果醬美味配方提案胡涓涓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082 0-3歲寶寶主副食全調理: 腸胃決定孩子的健康與發育葉勝雄, 田馥綿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013099 這樣吃,最有酵! 王明勇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013112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7-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13129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7-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013136 獵命師(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09-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013150 是老化還是疾病?: 高齡趨勢下,如何判斷與協助發生在長輩身上的健康問題(簡體字版)劉建良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167 Judy's Yoga肩頸療癒解剖書(簡體字版) Judy著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3013174 直說無妨(簡體字版) 鄧惠文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013181 非常關係(簡體字版) 鄧惠文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198 資優小公主培訓班(簡體字版) 庄雅欣原創漫畫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013204 女性體質調校聖經(簡體字版) 歐陽英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3211 愛了就會活過來: 蔡康永的77篇輕句子&甜故事(簡體字版)蔡康永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013228 清腸排毒食物功效速查圖典(簡體字版) 陳彥甫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3235 幽默歡喜心(簡體字版) 賴淑惠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013242 我們都是這樣彎大的之彎彎的魔法APP(簡體字版)彎彎圖.文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013259 哈棒傳奇(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013266 哈棒傳奇之繼續哈棒(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013273 人生,求個安寧並不難(簡體字版) 許禮安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280 全世界孩子都想認識的職業: 體驗各行各業的工作精神(簡體字版)鐵皮人美術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297 還是好朋友(簡體字版) 橘子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013303 彩虹飲食的驚人療癒力(簡體字版) 簡芝妍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310 異願洛恩斯(簡體字版) 水泉作 2013-10-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13327 睡前5分鐘童話: 保護自己(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013334 睡前5分鐘童話: 助人為樂(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3013341 睡前5分鐘童話: 成長學習(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013358 睡前5分鐘童話: 品德培養(簡體字版)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013365 捨得讓你愛的人受苦(簡體字版) 張德芬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372 兩隻老虎(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3-12-00 精裝 1

9789863013396 小故事大啟示. 成長智慧篇(簡體字版) 七月澈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402 小故事大啟示. 信心法寶篇(簡體字版) 燕翠翠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419 大家來學弟子規(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3-12-00 精裝 1

9789863013426 30歲,再出發. 2, 用熱情將人生堅持到底(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433 高血壓自然降壓法(簡體字版) 曾春典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013440 愛麗絲夢遊仙境(簡體字版)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原著; 歐育蘭, 蕾婷原創漫畫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3457 這樣吃,養一個聰明寶寶: 爸媽一定要知道幼兒飲食建議(簡體字版)簡芝妍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3464 只是好朋友?!(簡體字版) 橘子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3471 蔬果汁自然養生法(簡體字版)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3488 兒歌說學逗唱(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4-02-00 精裝 1

9789863013495 異願洛恩斯(簡體字版) 水泉著 2013-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13501 小公主的優雅禮儀課(簡體版) 詩詩X毛人原創漫畫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3518 婦產科醫生寫給準媽媽: 懷孕.生產一定要知道的大小事(簡體字版)洪泰和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013525 翻轉吧!世界的顏色,由我決定: 10個翻轉人生的關鍵心態(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532 失敗是一種資格,獎賞你上過擂臺(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3549 仁慈的鹿王(簡體字版) 陳啟淦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013556 魔王的計畫(簡體字版) 余慶富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013563 披鹿皮的少年(簡體字版) 陳啟淦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013570 滴滴眼淚都是愛(簡體字版) 陳啟淦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013587 20幾歲,就定位: 決定自己未來的生活(簡體字版)水淼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013594 剛剛好的練習: 好感生活的12堂簡單練習課(簡體字版)林慶昭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3600 少林寺第八銅人(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3013617 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4(簡體字版) 唐立淇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013624 我們的遺憾,來自於相愛時間的錯過(簡體字版) 橘子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631 五代中醫: 家傳食療治百病(簡體字版) 張鐘元, 張維鈞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648 五代中醫: 養生解讀50招(簡體字版) 張鐘元, 張維鈞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679 揭秘去!解開世界之謎(簡體字版)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013686 搜查去!中國未解之謎(簡體字版)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013693 探險去!奇妙的神秘地帶(簡體字版)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013709 出發去!探索人體奧秘(簡體字版) 學生探索者編委會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013716 提升免疫力這樣吃才對(簡體字版) 林孝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3723 從來沒有太晚的開始(簡體字版) 徐竹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3730 一千零一夜: 一本通(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747 安徒生童話一本通(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754 伊索寓言一本通(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761 格林童話一本通(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778 男人真心話, 說給女人聽(簡體字版) 南仁淑著; 袁育媗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792 腦筋急轉彎. 開口大笑篇(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808 腦筋急轉彎. 出奇制勝篇(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815 腦筋急轉彎. 匪夷所思篇(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822 腦筋急轉彎. 一語道破篇(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839 大家來學成語(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013846 撥夢卜(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著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013853 小故事大啟示. 自我鼓勵篇(簡體字版) 劉凌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860 小故事大啟示. 潛能激發篇(簡體字版) 張愛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877 火車小百科(簡體字版) 王保華作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3013884 狗狗小百科(簡體字版) 陳雅純撰文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3013914 五斗米靠腰: 靠, 知道了(簡體字版) 馬克圖.文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013921 粉紅少女的守護天使(簡體字版) Orange-Toon文; 殷瑞英圖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938 偶像明星選撥賽(簡體字版) Orange-Toon文.圖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945 尋找夢想Let's go!(簡體字版) Orange-Toon文.圖.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013952 別吵,我正在愛(簡體字版) 小野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013969 驚人的人體自療癒法: 3分鐘動出免疫力,勝過3餐吃藥看病!99%醫生解決不了的病痛,1個動作通通搞定!(簡體字版)黃木村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013983 幻.虛.真: 人娃契(簡體字版) 御我作 2014-03-00 平裝 下卷 1

9789863013990 漫畫東方哲學經典: 儒、道、佛思想精要 蔡志忠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4034 年輕,勇敢愛: 56個他不說,你也要懂的愛情法則(簡體字版)水淼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3014041 時間的旅人(簡體字版) 張曼娟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3014096 可不可以一直在一起: 彎彎寵物日記(簡體字版) 彎彎圖.文 2014-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6403 大智山玄空法寺103年慶藝展: 當代繪畫的傳奇 佛教藝術的震撼: 黃登貴油画、國畫精選集王明, 陳彥祥, 黃迪生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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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9502 殘天闋 高容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卷一 明月映刀鋒 1

9789868909519 殘天闋 高容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卷二 東海競奇謀 1

9789868909526 殘天闋 高容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8909533 殘天闋 高容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卷四 聖嶽捲風雲 1

9789868909540 殘天闋 高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五 祆漠爭王鼎 1

9789868909557 殘天闋 高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六 魘夢寄迷情 1

9789868909564 殘天闋 高容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卷七 九闋破天局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119 所有問題,都是一場賽局: 最簡單的賽局理論入門,從情場、職場到商場,教你搞懂問題本質,做出最佳決定川西諭作; 高菱珞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126 日日是好日: 禪的生活 玄侑宗久作; 銀色快手, 蔡昭儀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157 預測分析時代: 讓數據告訴你,誰會買、誰說謊、誰會離職、誰會死!艾瑞克.席格著; 陳琇玲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164 心: 夏目漱石探究人性代表作 夏目漱石著; 林皎碧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171 不道德教育講座 三島由紀夫作; 邱振瑞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195 陽光下的日子: 卡夫卡最後那一年 米歇爾.庫普夫米勒著; 杜子倩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201 散戶投資上手的第一本書 王力群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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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91535 大地戀曲: 趙小寶水彩作品專輯 趙小寶作 2014-03-00 平裝 2

9789866491559 心靈花語: 賴寶玉畫集 賴寶玉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冊數共計：134

大智山玄空法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52804 主題式電工原理精選題庫 陸冠奇編著 2014-03-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4228 物理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4-03-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5942 熱力(工)學與熱機學 祝裕, 姜伯編著 2014-03-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6116 銀行法(含概要)一本通 歐欣亞編著 2014-05-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6154 主題式行銷學(含行銷管理學)高分題庫 張恆編著 2014-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6185 工程力學焦點速成+高分題庫 良運編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208 經濟學(臺電.中油) 王志成編著 2014-03-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6345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猜題及歷屆試題 龍田編著 2014-02-00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6475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合輯 白文傑編著 2014-01-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311 司法五等英文 劉似蓉編著 2013-12-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7434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行政學 艾育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472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溫陽, 關偉編著 2014-01-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557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2013-12-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7571 司法三、四等英文 歐森編著 2014-01-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7588 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601 大學升了沒升大指考: 英文科(精準命中題庫+歷年試題完全破解)鄭穎編著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7618 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含精編試題). 中華民國102年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7625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632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687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頻出題庫 郝強編著 2014-01-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7700 勝出!簡易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Radiant Wang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717 稅務法規(含概要) 方君編著 2014-01-00 第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7724 社會工作(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陳月娥編著 2014-01-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7731 行政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林志忠編著 2014-01-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7748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艾育編著 2014-01-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7755 國文: 測驗滿分要術 尚素麗, 鍾裕編著 2014-01-00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7762 校長主任甄試完全守則: 從觀念入手到實戰演練陳鴻賢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786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歷年試題系統整理陳淨修編著 2014-01-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793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營運職/職階晉升/升資)陳金城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809 最新國文: 作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2014-01-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816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實戰秘笈 鄭祥瑞編著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7823 政治學概要頻出題庫 蔡力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3157830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十八招(記帳士)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2014-01-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157847 圖解式刑法概要實例演練 許願編著 2014-01-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157854 運輸學(含概要) 白崑成編著 2014-01-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861 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關偉著 2014-01-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878 最新企業管理(含概要) 陳金城編著 2014-01-00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3157885 企業管理(含概要)名師攻略 陳金城編著 2014-01-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7892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908 公民(司法五等) 邱樺編著 2014-01-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7915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4-01-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7922 公文表解與案例解析 張甫任, 楊安城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939 新題型司法國文: 作文高分快易通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2014-02-00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7946 稅務法規(含概要)頻出題庫 黃素慧, 劉吉荏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953 財政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歐欣亞編著 2014-01-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960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頂極權威勝經 祝裕編著 2014-02-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7779 主題式企業管理(含大意) 張恆編著 2014-02-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7977 逼真!基本電學(含大意): 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陸冠奇編著 2014-02-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7984 勝出!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德芬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7991 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實務 黃素慧編著 2014-02-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8004 英文(銀行) 德芬編著 2014-02-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8011 法學緒論(題庫+歷年試題) 章庠編著 2014-01-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8028 民法(含概要、大意)系統整理 程馨編著 2014-01-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8035 逼真!公民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汪大成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042 監獄行刑法(含概要)彙編 徐士珩編著 2014-02-00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8059 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與英文)龍宜辰等編著 2014-02-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8066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舒懷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073 勞工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主題式題庫破解 陳淨修編著 2014-0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8080 逼真!國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高明, 尚榜編著 2014-02-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1950433 中小企業財務資源與法規 劉憶娥編著 2014-02-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2612910 逼真!企業管理大意: 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陳金城編著 2014-02-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613009 逼真!英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2014-02-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613306 勝出!外勤郵政法規大意: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張恆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614891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稅務法規 歐欣亞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614907 政治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蔡力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615300 火災學系統整理(含歷年試題精析) 夏鵬翔編著 2014-01-00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2615614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程馨編著 2014-02-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4891 法院組織法(含大意)彙編 蔡承鋒編著 2014-02-00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8097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合輯 龍田編著 2014-02-00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8103 勝出!內勤郵政法規(含大意):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張恆編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110 銀行內部控制人員測驗: 焦點速成+歷屆試題 薛常湧編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127 民法(含概要)頻出題庫 王敬編著 2014-02-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8134 國文: 測驗滿分要術 尚素麗, 鍾裕編著 2014-02-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158141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三, 102年度 李宜藍等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158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簡正城, 王一周編著 2014-02-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8165 郵政內勤歷年試題合輯 柯萳等編著 2014-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8172 工程力學(含靜力學、材料力學、動力學) 祝裕編著 2014-02-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8189 會計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歐欣亞編著 2014-03-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8196 物理講義 張正頌編著 2014-02-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158202 不動產經紀人超強合輯(焦點速成+嚴選題庫+歷年試題)弼盛編著 2014-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8219 教育問題與對策: 國中小校長主任甄試100題精解林翠華編著 2014-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8226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2014-03-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8233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含概要)精析 陳正祥, 成傑編著 2014-03-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8240 逼真!運輸學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白崑成編著 2014-03-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8257 圖解式民事訴訟法概要 簡正城編著 2014-03-00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8264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 邱華君編著 2014-03-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288 勝出!國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高明, 尚榜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295 勞工衛生管理: 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2014-03-00 第十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8301 國中小校長主任甄試教戰手冊 林翠華編著 2014-03-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8318 郵政外勤歷年試題合輯 柯萳等編著 2014-03-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8332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 陸冠奇編著 2014-03-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8349 主題式機械製造(含識圖)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2014-03-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8356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大解碼陳金城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363 絕對命中!憲法全面破解 關威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387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張恆編著 2014-03-00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158394 地政士歷年試題高分必勝解析 弼盛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400 運輸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白崑成編著 2014-04-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8417 國民營英文 劉似蓉編著 2014-04-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8431 刑事訴訟法(含概要) 王汗明編著 2014-03-00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8448 臺灣原住民族史(含概要、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邱燁編著 2014-04-00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158455 性向心理智力測驗(含數理邏輯) 千華編委會編著 2014-04-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8462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大意)看這本就夠了 盧金德編著 2014-04-00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158479 英文: 看這本就夠了 劉似蓉編著 2014-04-00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3158486 機械設計(含概要) 祝裕編著 2014-04-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58493 普通化學實力養成 陳名編 2014-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8509 工礦衛生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2014-04-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8516 機械原理(含概要與大意)奪分寶典 祝裕編著 2014-04-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8523 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麻辣主題精選題庫 歐欣亞編著 2014-04-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8530 美容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寶典及職場實務鄭淨文編著 2014-04-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8547 工業安全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2014-03-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58554 銀行共同科題庫超級無敵詳解, 國文+英文. 102年度柯萳等編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561 最新題型國文: 測驗精鍊(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楊仁志編著 2014-05-00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8578 基本電學實力養成 丞羽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585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14-04-00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8592 會計事務乙級技能檢定術科考試分類實作秘笈 李秋燕, 羅鈺閔編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615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歐欣亞編著 2014-04-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8622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方君編著 2014-05-00 第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8639 一次考上銀行. 2014: 銀行專業科題庫(102年度會計學概要+貨幣銀行學概要+票據法概要+銀行法概要)超級無敵詳解歐欣亞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646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測驗合輯(含授信法規及授信實務)白崑成編著 2014-04-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8653 不動產估價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葉紫光編著 2014-04-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8660 初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法學大意 陳盛編著 2014-04-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8677 主題式機械原理(含概要、常識)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2014-04-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8684 國文(作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駱英編著 2014-05-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8691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葉紫光編著 2014-05-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8707 初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公民 林俐編著 2014-05-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58714 國文(銀行) 尚素麗, 鍾裕編著 2014-04-00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8721 公務員法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745 國文: 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 鍾裕編著 2014-04-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8752 國文(含作文、測驗)(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駱英編著 2014-05-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8769 社會工作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月娥編著 2014-04-00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8776 人事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2014-04-00 第十七版 其他 1

9789863158783 一般行政專業科目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林志忠, 陳子操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806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陳忠孝編著 2014-05-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813 初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大意 楊銘著 2014-05-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8820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葉紫光編著 2014-04-00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3158837 會計事務乙級技能檢定: 學科考試分類高分題庫李秋燕, 吳秋玫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851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劉永宏編著 2014-05-00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158868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8875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玥編著 2014-05-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8882 人事行政專業科目歷年試題徹底解說 林志忠, 陳子操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899 會計學(含概要)一本通 陳智音編著 2014-05-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8905 票據法(含概要) 李誠編著 2014-05-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8912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快攻秘笈 歐欣亞編著 2014-05-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8929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考前速成 歐欣亞編著 2014-05-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8936 郵政法規精解 林正輝編著 2014-06-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8943 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 甄家灝編著 2014-06-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8950 公民高分好簡單: 84個關鍵主題立即搶分 蔡先容編著 2014-06-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8967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歷年試題系統整理陳淨修編著 2014-05-00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158974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羅格思, 章庠編著 2014-05-00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3158981 企業管理頂尖高分題庫(適用管理學、管理概論)陳金城編著 2014-05-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58998 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林志忠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9018 交通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白崑成編著 2014-06-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59032 勝複關鍵: 國文複選題型專攻 紫彤編著 2014-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9056 智力測驗歷年試題解析(志願役)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14-06-00 第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159063 智力測驗歷年試題解析 預官編輯小組編著 2014-06-00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9124 勝複關鍵: 國文複選題型專攻(司法五等) 紫彤編著 2014-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914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括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陳忠孝, 江秀敏編著 2014-05-00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159155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2014-06-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9162 租稅申報實務(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朱妍蓁編著 2014-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9179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預官編輯小組編著 2014-06-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59230 會計事務丙級技能檢定學科測驗題庫終極解碼 歐欣亞編著 2014-06-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59247 國文完全攻略 李宜藍編著 2014-06-00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59254 會計學完全攻略 歐欣亞編著 2014-07-00 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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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9636 一塵不染 鍾經新主編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3

送存冊數共計：163

大象藝術空間



9789868969643 變異與再生 鍾經新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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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00722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十五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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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00760 運動事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3期(2014) 大葉大學運動健康管理學系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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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35068 三國演義: 風起雲湧的英雄年代 詹雯婷故事; 蔣智鋒繪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075 牡丹亭: 杜麗娘還魂記 黃秋芳故事; 林虹亨繪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082 封神演義: 神仙名人榜 王洛夫故事; 林家棟繪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099 三言: 古今通俗小說 王蕙瑄故事; 周庭萱繪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105 聊齋誌異: 有情的鬼狐世界 岑澎維故事; 鍾昭弋繪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2081 永無天日. 2, 漫漫長夜 維若妮卡.羅西(Veronica Rossi)著; 張定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2098 清醒做夢指南: 全面啟動你的夢境之旅 狄倫.圖契洛(Dylan Tuccillo), 賈瑞.塞佐(Jared Zeizel), 湯瑪斯.佩索(Thomas Peisel)著; Maopopo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143 做自己最好的醫生: 一位心理學家的自癒實錄 鍾灼輝著 2014-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135150 說岳全傳: 盡忠報國的岳飛 鄒敦怜故事; 朱麗君繪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167 桃花扇: 戰亂與離合 趙予彤故事; 吳泳繪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174 儒林外史: 官場浮沉的書生 呂淑敏故事; 李遠聰繪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181 紅樓夢: 大觀園的青春年華 唐香燕故事; 麥震東繪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198 閱微草堂筆記: 大家來說鬼故事 邱慧敏故事; 楊瀚橋繪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211 袁青時尚學 袁青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228 紅蕖留夢: 葉嘉瑩談詩憶往 葉嘉瑩口述; 張候萍撰寫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235 西遊記: 西天取經 洪國隆故事; BO2繪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242 七俠五義: 包青天為民伸冤 王洛夫故事; 王韶薇繪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259 鏡花緣: 海外遊歷 趙予彤故事; 林虹亨繪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266 老殘遊記: 帝國的最後一瞥 夏婉雲故事; 蘇奔繪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運管系



9789862135273 故事新編: 換個方式說故事 洪國隆故事; 施怡如繪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5280 時機問題: 頂尖專家教你打開全新視野,學會在對的時間做正確的事史都華.艾伯特(Stuart Albert)著; 張家福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297 太空人的地球生活指南: 夢想、心態、怎麼按電梯、如何刷牙,以及怎麼穿著方形裝備走出圓形艙門克里斯.哈德菲爾(Chris Hadfield)著; 陳榮彬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310 反抗者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作; 嚴慧瑩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327 隨機騙局 Nassim Nicholas Taleb著; 羅耀宗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5334 樂齡好滋味: 楊玲玲的幸福餐飲 楊玲玲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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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10344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讀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210351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讀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210368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讀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210375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讀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3210382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讀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3210399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讀本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3210405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 會話實用篇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12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 會話溝通篇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29 新世代日語輕鬆學. 會話生活篇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光村図書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編寫]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36 例圖例文日.英.中活用會話辭典 今井幹夫著 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43 完全解說: 日本語能力試験N3 渡邉亞子等共著 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50 完全解說: 日本語能力試験N4 渡邉亞子等共著 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67 完全解說: 日本語能力試験N5 渡邉亞子等共著 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74 完全模擬: 日本語能力試験N3 渡邉亞子等共著 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81 完全模擬: 日本語能力試験N4 渡邉亞子等共著 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0498 完全模擬: 日本語能力試験N5 渡邉亞子等共著 2014-0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6438899 BJT商務日語能力考試官方指南 加藤清方著 2014-04-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504 BJT商務日語能力考試: 模擬測驗與解說 加藤清方著 2014-03-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528 TRY!日本語能力試驗: 從文法掌握N2 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2014-05-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535 TRY!日本語能力試驗: 從文法掌握N3 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2014-03-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542 TRY!日本語能力試驗: 從文法掌握N4 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2014-05-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559 TRY!日本語能力試驗: 從文法掌握N5 財団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2014-04-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132964 文化初級日本語 文化外国語専門学校日本語科編著 2014-04-00 第1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7918611 搶救日語. 文法篇 足立章子等著 2004-04-00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大新



9789867918697 搶救日語. 聽解篇 日本語教育研究所編著 2004-04-00 第1版 其他 1

9789867918895 日本語文法: 動詞.格助詞整理整頓 星亨著 200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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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4922 圓覺心要 力空金剛上師開示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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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3412 幸福市集 陳惠雯作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6433436 臺北故事遊 上旗文化編輯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3443 臺北小旅行: 26帖生活行旅: 拾步、拾味、拾氛圍上旗文化編輯部作 2013-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433450 沙發衝浪: 棄業,充電,找回自己的大旅行 蕭鈺梅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3467 下一站,東京有個家: 不動產女王帶你散步看房子廖惠萍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6433474 嘉義小旅行 陳俊文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433481 築家自習本: 用雙手建構出心之嚮往的美好生活。賴冠羽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433498 吉隆坡小旅行 黃琡珺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6433504 旅行x生活的溫度：一個人的日本、和你們 楊靜宜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433511 香港小旅行: 重溫傳統情懷與世代更替後的雋永港味吳家輝著 2013-09-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3528 花東小旅行: 22帖在地的流浪人文.縱谷.海之濱 上旗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433535 日和.島嶼: 臺灣鐵道旅曆手扎 鍾雅蓬文字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6433542 宜蘭小旅行: 巷道、老街、漁港、小鎮散策 上旗文化編輯部著 2014-01-00 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6433559 一生必騎的熱血秘徑: 用單車閱讀臺灣 陳爾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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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3203 猜一猜童話: 快樂小學運動會 顏志豪作; Amily Shen繪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210 我好壞好壞 亞歷山卓.桑納文.圖; 鄭如瑤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265 你喜歡詩嗎? 米雅文圖; 麥克.史密斯(Michael K.K Smith)內附詩集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289 曹俊彥的楊喚童話詩集: 楊喚逝世六十週年紀念版楊喚作; 曹俊彥繪圖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296 到處都是車 班.布萊德威作; 鄭如瑤翻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6

大圓覺弘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旗文化



9789865863302 甲骨文好好玩: 十二生肖的故事 關登美子作; 鄭如峰翻譯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319 寶寶學說話: 我會打招呼 童嘉作.繪圖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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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34390 萬歲 鄭問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406 臺北捷運女孩觀察日誌 喬老師文; 両天工作室圖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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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4400 曾經 柯棋三著 2014-02-00 平裝 2

9789869044400 曾經 柯棋三著 2014-02-00 平裝 3

9789869044400 曾經 柯棋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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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1324 湘賢楹聯集粹 劉緯世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324 湘賢楹聯集粹 劉緯世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5118 反人脈學: 不回e-mail,我如何反而三年賺七億 小玉步著; 侯詠馨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9021364 8個花錢的好習慣,我一輩子不缺錢 藤川太著; 郭乃雯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21371 鋼彈主管,你如何領導你的海賊王部下: 「不懂現在的年輕人…」因為你還沒用對方法嶋津良智著; 邱惠悠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9021388 體型雕塑聖經: 最正確肌力訓練,自己打造緊實身材荒川裕志著; 易起宇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21395 從谷底翻身的暴發哲學: 窮鬼到富婆,50個馬上賺到錢的方法マダム信子著; 林佑純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68000 沿著街跑,我學會思考: 打開五感,專注思考的最新方法越智真人著; 邱惠悠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9068017 賺有錢人的錢: 你該賣什麼?怎麼賣? 小林昇太郎著; 李湘平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鳳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大漢詩壇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4148 水柳村的抱抱樹 李潼文; 張麗真, 許佩玫圖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14230 了不起的妳 瑪莉.霍夫曼(Mary Hoffman)文; 卡洛琳.賓區(Caroline Binch)圖; 幸佳慧譯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254 幸福女孩就是我! 周姚萍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261 識字兒歌 李光福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278 大樹之歌 海瑞.貝恩文; 詹姆士.安迪卡特圖; 林芳萍翻譯 2014-04-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285 朋朋洗澎澎 及川賢治, 竹內繭子文.圖; 黃郁欽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292 貓熊澡堂 tupera tupera文.圖; 劉握瑜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308 大盜賊第一次出動: 磨豆機失竊事件 奧飛.普思樂著; 沙永玲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315 大盜賊第二次出動: 救命蘑菇湯事件 奧飛.普思樂著; 沙永玲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346 豬城俱樂部 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原著; 林靜華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4353 你睡著了嗎? 邱承宗著.繪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360 大頭妹 土田伸子文.圖; 周姚萍翻譯 2014-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4377 我的願望: 天天不挨罵 楠茂宣作; 石井聖岳繪; 張桂娥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384 刺青媽媽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原著; 沙永玲翻譯 2014-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407 奇奇怪怪真奇怪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414 西瓜籽 葛瑞格.皮佐利 (Greg Pizzoli)作.繪; 郭恩惠譯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421 人體大遊歷 陳月文, 方恩真文; 奚佩璐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452 板凳奇兵 廖炳焜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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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25441 爺爺和小狗查理 艾美.海斯特(Amy Hest)文; 海倫.奧森柏莉(Helen Oxenbury)圖; 劉清彥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496 到底是哪一個? 儘田峰子文.圖; 上誼編輯部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526 100隻猴子 瀨邊雅之文.圖; 謝依伶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533 猜猜我有多愛你: 最喜歡的地方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 安妮塔.婕朗圖; 劉清彥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540 1,2,3到動物園 艾瑞.卡爾(Eric Carle)文.圖 2014-03-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5557 為什麼國王一家人不戴皇冠 瑪塔.路易斯公主文; 思衛恩.尼乎斯圖; 葉靜月譯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564 公雞的鄰居 岸良真由子文; 高畠純圖; 彭懿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寫

小魯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6753 不失算的大腦除錯術: 50個馬上改掉偏見、粗心與衝動情緒的自助思考法大衛.迪薩弗(David DiSalvo)著; 張瓅文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760 練好專注力,事情再多也不煩!: 哈佛專家帶你學會高效能心智,告別無效窮忙保羅.哈默納斯(Paul Hammerness), 瑪格麗特.摩爾(Margaret Moore)著; 黃書儀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777 3個故事搞定成交!: 用神經科學顛覆顧客心理的新銷售法則麥可.伯斯沃斯(Michael Bosworth), 班.佐登(Ben Zoldan)著; 許瀞予譯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784 心理學家爸爸這樣啟蒙!: 帶好奇寶寶連上世界的初教養父母課查爾斯.費尼霍夫(Charles Femyhough)著; 許瀞予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791 一輩子帶著走的實用哲學: 哲學教授教你「不敗德的八卦」與「剛剛好的直白」埃默里斯.韋斯科特(Emrys Westacott)著; 劉怡女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07 電梯演說的驚人影響力: 180秒就創造非凡印象的蝴蝶效應泰莉.秀丁(Terri L. Sjodin)著; 簡美娟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14 給你10分鐘證明世界都買單!: 最厲害的新創事業學校Y孵化器如何訓練天才變老闆?藍道.史卓思(Randall Stross)著; 陳儀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21 天啊!我28歲得了糖尿病!: 「控糖」站長激勵全臺百萬病友的重生自白書順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45 無心的壞話,會寄放孩子一輩子: 培養正向好孩子的日常教養替代句全書伊麗莎.麥德哈斯(Elisa Medhus)著; 陳瑋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52 食物不耐聖經: 營養專家幫你克服腸躁症、慢性疲勞、情緒化、麩質過敏、止不住的嘴饞及飲食出錯問題安東尼.海恩斯(Antony J. Haynes), 安托奈特.塞維爾(Antoinette Savill)著; 賴孟怡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69 專案管理的故事: 打造新諾亞方舟! 萊行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76 超簡單!無陽臺室內小菜園: 馬上就能播種的居家自種蔬菜法吉度日央里著; 葉亞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83 大腦拒絕不了的行銷: 100個完美挑動感官的Marketingx腦科學經典法則羅傑.杜利(Richard Dooley)著; 竇永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890 隨時「按按手」的活腦健康術: 從手上神經叫醒大腦,輕鬆阻斷疲勞,提升專注力、美肌力、免疫力加藤雅俊著; 葉亞璇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906 人生不能沒有的7個非理性思考: 荒唐想法真健康: 人類天生迷信如何幫助你我輕鬆過日子?馬修.赫特森(Hutson Matthew)著; 趙睿音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6920 101場世界名人相遇時: 當佛洛伊德碰上達利,安迪荷沃嚇壞第一夫人......你絕對沒讀過的大人物vs.大人物奇聞妙史克雷基.布朗(Craig Brown)著; 王佩茵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6937 忍者式創新: 像殺手一樣執行破壞式創新的商戰奇襲者蓋瑞.夏皮洛(Gary Shapiro)著; 陳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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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5714 李承道 李承道[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15721 臉孔風景 吳逸寒, 郭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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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37644 A bride's dream in parchment craft Amanada, Ching-Hsiang Y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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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7174 做點心也可以很華德福 陣田靖子著; 岩切澪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也趣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靜子紙蕾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9789865837181 孩子教我看懂愛 王麗芳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198 來去鄉下過生活 加藤大吾著; 李佩玲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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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5383 你不要告訴別人喔! 卡洛琳娜.俞杜特(Caroline Hurtut)文; 史黛芬妮.奧曲索(Stephanie Augusseau)圖; 張亦晴譯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390 欺負別人一點也不好玩 約翰.金德(Jan De Kinder)文.圖; 林珊如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406 我不敢說,我怕被罵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文; 妮可.塔斯瑪(Nynke Talsma)圖; 謝靜雯譯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413 這樣,爸爸媽媽會高興嗎? 艾妮米.范德爾(Annemie Vandaele)文; 伊絲特.魯維克(Esther Leeuwrik)圖; 林珊如譯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420 我被霸凌了, 怎麼辦? 艾琳.法蘭科(Erin Frankel)文; 寶拉.希菲(Paula Heaphy)圖; 孔繁璐譯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437 其實, 我不想霸凌別人 艾琳.法蘭科(Erin Frankel)文; 寶拉.希菲(Paula Heaphy)圖; 孔繁璐譯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444 遇見霸凌, 我要裝作沒看見嗎? 艾琳.法蘭科(Erin Frankel)文; 寶拉.希菲(Paula Heaphy)圖; 孔繁璐譯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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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9152 夢鄉日記: 寫給呷呷的小品 盧勝彥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169 打開寶庫之門: 盧勝彥的祕密口訣 盧勝彥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176 笑話中的法喜: 蓮生活佛禪式笑話 大燈文化編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59299 笑話中的法喜: 蓮生活佛禪式笑話 大燈文化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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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2090 追憶我的母親: 與我親身經歷的戰亂時代 李富城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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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5060 不吃藥的免疫力療法: 日本2大權威名醫教你不靠藥物的自療法安保徹, 岡本裕作; 張秀慧翻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077 Top業務員成功的50個關鍵 甲斐輝彥著; 藍嘉楹翻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084 連設計師都頭疼的鐵皮屋頂、外牆,設計維修大改造: 一次解決惱人的漏水、隔熱、通風、美化的完美修繕術林守道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091 打動人心全球大師的演說技巧: 向賈伯斯、歐巴馬、JK羅琳、不丹國王學習!佐佐木繁範著; 藍嘉楹翻譯 201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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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穎文化



9789866005107 賺錢業務員與差勁業務員不同的50個習慣 菊原智明作; 藍嘉楹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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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8607 超ㄅ一ㄤˋ笑話槌,一擊就笑 常笑生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649 最後的流亡. Vol.2, 夏之火 相思豆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670 九型人格: 洞悉愛情的幸福密碼 羅月婷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687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13694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13700 仙道卷. Vol.4, 來龍去脈 上絕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717 異聲 藍砂海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724 最後的流亡. Vol.3, 秋之風 相思豆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731 靈魂禁區. Vol.1, 契約 八爪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748 修羅無迴 焚雪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755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13762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13816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13779 仙道卷. Vol.5, 明鏡真相 上絕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786 仙道卷. Vol.6, 仙魔破塵 上絕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793 BJD靈魂之歌 LPR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809 天行眾1+2 宴平樂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830 最後的流亡. Vol.4, 冬之花 相思豆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847 萌愛花園合輯 大翼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854 虞老師教你觀相知人招好運 虞賀方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861 英檢初級2000單字(文庫版) 李盈瑩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3878 英文必考4000單字(文庫版) 蘇希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3885 英文必考狄克生片語(文庫版) 朱語虹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892 多益片語輕鬆讀(文庫版) 黃明珠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915 靈魂禁區. Vol.2, 墜落 八爪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922 冥府之眼. Vol.1, 來自廢棄監獄的聲音 藍砂海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939 天魔.天命者. Vol.1, 地下都市 陳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946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913953 靈魂禁區. Vol.3, 方舟 八爪魚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翼文化



9789865913960 被說是惡魔很可憐. Vol.1, 小惡魔?聖女愛麗絲登場!明日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977 萌愛花園.合輯2 大翼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984 萌愛花園. 合輯3 大翼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3991 萌愛花園. 合輯4 大翼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000 天魔.天命者. Vol.2, 技能總管 陳漫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017 冥府之眼. Vol.2, 鬼海灘的鵝卵石 藍砂海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024 寒武皇 宴平樂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43031 一眼看穿人心的秘密 子陽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048 天魔.天命者. Vol.3, 烏氏手札 陳漫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055 靈魂禁區. Vol.4, 崛起 八爪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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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919571 最新版臺北市地圖(中英對照) 2013-03-00 其他 1

9789577919656 深夜食堂. 北部篇 王莉臻, 卓伊芸文字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919663 悠遊達人: 臺北市 游上游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9789577919670 悠游達人: 臺中市 游上游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9789577919687 大臺中地圖 2013-10-00 其他 1

9789577919694 大臺南地圖 2013-10-00 其他 1

9789577919700 大高雄地圖 2013-10-00 其他 1

9789577919717 美味36計: 貓兒主播的品味生活 游上游總編輯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7919724 悠遊達人: 臺南市 游上游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919731 中國(直式)行政地圖 2013-12-00 其他 1

9789577919748 宜蘭+羅東吃喝玩樂住買逛旅遊地圖手冊 游上游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919755 臺南+鹽水、安平吃喝玩樂住買逛旅遊地圖手冊游上游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919762 彰化+鹿港吃喝玩樂住買逛旅遊地圖手冊 游上游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919779 新竹+內灣吃喝玩樂住買逛旅遊地圖手冊 游上游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919786 臺北+九份吃喝玩樂住買逛旅遊地圖手冊 游上游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7919793 中國行政立體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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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送存冊數共計：39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天工



9789867591135 政戰老兵的回憶 杜敏君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1142 昨日VS.被遺忘的大明星 蔡淑萍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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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00178 中國發展大戰略: 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鄭必堅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2141 天啊,你真的瘦了!: 運動科學家教你聰明吃、輕鬆動、快樂瘦的祕訣威尼斯.福爾頓(Venice A. Fulton)著; 葉怡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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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044 臺灣原住民勞動的歷史發展: 從史前時期到歷史時期彭百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105 日據資本主義下臺灣勞動的歷史發展 彭百崇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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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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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83657 勇者不懼: 拯救福特,企業夢幻CEO穆拉利 布萊斯.霍夫曼(Bryce G. Hoffman)著; 許瀞予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664 手感日子,走進英式鄉村風的家 賽琳娜.雷克(Selina Lake), 喬安娜.西蒙斯(Joanna Simmons)著; 戴雅秀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671 瘋狂聽日語 今泉江利子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688 小小的我 笠井真理文; 岡田千晶圖; 周姚萍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3695 京都古物散步: 56間慢時光老店X市集XCafe&Eat澤田眉香子, 山口紀子著; 鄭十一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701 自遊巴黎 洪詩茵等撰文.攝影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718 為何員工一週就離職?: 5大問題、30道心法,提升大小店長的即戰力!加藤雅彥等著; 巫文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725 小資度假遊學,萬元搞定! 增田行俊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732 不當暴怒媽、搖頭爸,68個從容教養法 太田敏正著; 曾心怡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756 帶媽媽去旅行: 幸福與夢想的背包客之旅 太源晙作; 李佩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763 連美國人也想知道的英文問題Good Question!: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EZ叢書館編輯部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770 三份小禮物 松德哈.波侯.雪希夫(Sandra Poirot Cherif)著.繪; 思謐佳譯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3787 臺北巷弄日和 石東藏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800 媽媽不生氣,50招搞定搗蛋男孩! 高濱正伸著; 王岑文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817 其實,你一直受習慣擺布: 為什麼只是改變習慣步驟,就能變得更有創意、成功塑身、工作有效率?傑若米.丁恩(Jeremy Dean)著; 呂亨英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遠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勞研所



9789862483824 河馬啵啵的果汁派對 accototo 福田敏夫+明子文.圖; 三米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3831 閱讀,逆轉男孩學習力: 200多種實例+方法,提升讀寫x記憶x表達力帕姆.威瑟斯(Pam Withers), 辛西亞.吉爾(Cynthia Gill)著; 蔡耀騰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848 帶媽媽去旅行. 歐洲篇: 媽,妳才是A++背包客! 太源晙作; 李佩諭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855 日檢N5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862 羊毛氈easy戳!: 18款日式質感兔子刺繡&雜貨 藤田育代著; 黃瓊仙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879 ENJOY布拉格: 暢遊歐洲之心的11項精彩主題 文恩貞, 金知善著; 娜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886 電影A咖帶你學英文: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 TALK叢書館編輯部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3893 臺南風格私旅. 2, 閱讀一座城 林士棻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909 3天搞懂股票買賣: 「靠股票賺錢」需要的常識 ,一問一答間, 輕鬆學起來!梁亦鴻著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83916 紙膠帶中毒!: 成熟又可愛的風格雜貨40品 Figinc著; 三米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3923 極簡教養: 有效管理時間x簡化思考、生活,輕鬆育兒!克莉絲汀.高(Christine Koh), 亞莎.陶恩費斯特(Asha Dornfest)著; 戴雅秀譯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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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6231 如何讀箴言 川普.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著; 謝青峰譯 2014-05-00 二版2刷 精裝 1

9789868636248 約翰福音.真是這樣?! 湯姆.賴特(N.T. Wright)著; 趙家瑋譯 2014-05-00 初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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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837330 走在行的道路上 吳龍助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37330 走在行的道路上 吳龍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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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3818 大方無隅: 徐永進當代書藝個展 徐永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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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41130 易經的變通智慧 謝耀德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仁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597 慢讀泰戈爾: 源自印度哲人的雋永小詩,時時在心底吐著歡樂的絮語。琹涵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3105 東京獨立咖啡館散步手帖(96家): 隨遇而飲,上癮東京川口葉子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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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39284 大臺北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2014-0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291 桃竹苗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2014-0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307 宜花東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2014-0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338 宜花東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2014-01-00 增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6139345 桃竹苗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2014-01-00 增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6139352 大臺北全覽百科地圖 地理臺灣資訊庫編著 2014-01-00 增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6139369 大臺中市自遊達人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376 有意思。老房子 : 老屋新裁小旅行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383 大高雄市自遊達人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9390 臺北捷運遊樂通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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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41242 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進百書疏: 孫大公的思想主張書函手稿陳福成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327 漢書藝文志與書目文獻論集 曾聖益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71 臺大教官興衰錄: 我的軍訓教官經驗回顧 陳福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488 宇宙與先天八卦開啟圖 八思巴.班覺法王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41501 英文單字研究: 英文單字終極記憶法 陳福成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525 禪餘歪詩 鐘友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532 悲欣交錯黃葉中: 董作賓與李霖燦的師生之情 李在中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556 林明理報刊評論. 1990-2000 林明理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563 行走中的歌者: 林明理談詩 林明理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570 思想的與文學的 楊鴻銘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587 我們這一班 台客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戶外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文史哲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出



9789863141594 落蒂小品集 落蒂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00 靈與肉: 趙迺定小說集早期作品之一 趙迺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17 繁華夜 蔡彤緯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24 戲曲文談 徐信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31 吟遊的鳥 沈定濤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48 航向田納西 沈定濤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55 臺北的前世今生: 圖文說臺北開發的故事 陳福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62 韜光齋吟草 朱秉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79 戲曲音樂論集 李殿魁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86 中華民族源流炎黃彭氏簡易譜 彭伯良編籑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693 把腳印典藏在雲端: 三月詩會詩人手稿詩 陳福成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709 奴婢妾匪到革命家之路: 復興廣播電臺謝雪紅訪講錄陳福成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716 清代秘密宗教人物研究 齊汝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723 歐法字彙 [文史哲出版社]編輯部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730 黃侃論學雜著 黃季剛著 2014-03-00 臺一版 平裝 1

9789863141747 說硯 白玉崢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754 清代秘密會黨人物研究 齊汝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761 美麗樹悲歌: 趙迺定小說集早期作品之二 趙迺定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1785 我的革命檔案 陳福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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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5150 中央社九十年 中央通訊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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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22923 城市流離 馮莉雅等作 2010-02-00 平裝 1

9789866922947 下一站遇見 神 黃玉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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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大傳系學會



9789860380040 生活安全警察體制之建構 黃慧娟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5717018 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汪毓瑋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025 資訊管理學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會: 大數據與警察服務論文集. 2014年第十七屆王朝煌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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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9987 調味料の便利冊 羅幼真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994 寂靜之道: 幸福,源自內心的安寧 希阿榮博堪布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8605 糖中毒當然會三高 白澤卓二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612 照著體質學養生: 善用五行節氣,累積你的健康好運氣!唐博祥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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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4253 景觀建築之基礎: 運用敷地設計語言整合形式與空間Norman K. Booth原著; 張瑋如譯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4260 Maya角色動畫秘技 Eric Luhta, Kenny Roy原著; 過柄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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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1081 易經圓外解卦 天行書苑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12645 易經圓外解卦(簡體字版) 天行書苑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12652 心經修證圓通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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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75546 國學常識+應用文: 引導式筆記(學生版)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683 電子學總複習 林瑜惠, 陳以熙作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5690 日檢N5一試OK! 周世宇編著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六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行書苑(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木更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299 殺人動機 穆卿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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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4717 晚清四部叢刊. 第一編 林慶彰等主編 2010-1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8574724 晚清四部叢刊. 第二編 林慶彰等主編 2010-1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8574731 晚清四部叢刊. 第三編 林慶彰等主編 2010-11-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8574748 晚清四部叢刊. 第四編 林慶彰等主編 20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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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0396 會說話的魚 顏雅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02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糖果嗡嗡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10419 千金冏很大 徐一珍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26 小公主的蜜友悄悄話 毛人, 詩詩原創漫畫; 莊雅欣漫畫編劇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33 我是科學小神童 張永佶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40 就愛和你在一起 費艷萍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57 我會畫運動小可愛 Kai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64 我是了解自己的人嗎? 知心姊姊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71 恐怖闖關遊戲 跳舞鯨魚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488 快樂的27名 王俐文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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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45305 魔法禁止. 3, 競技場的銀柳芽 M.S.Zenky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367 風動鳴. 20, 神臨 水泉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中部 1

9789865945374 黑公主. 10, 神文星星 游素蘭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381 沉月之鑰. 外篇, 幻世景點採訪遊記 水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398 異願洛恩斯. 3, 平行 水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428 風動鳴. 21, 神臨 水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部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听閣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房文化



9789865945435 吾命騎士. 卷2, 騎士每日例行任務 御我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5442 風動鳴. 22, 月.落輝 水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459 異願洛恩斯. 4, 樞入 水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473 異願洛恩斯. 5, 奏轉 水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480 風動鳴. 23. 後篇, 塵飛 水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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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7234 Brigitta rossetti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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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5533 直覺開發 王佩玲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40 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 服務學習篇 王佩玲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71 儒釋道思維的美學: 繪畫 陳宣彤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588 分裂美國 王浩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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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9406 網拍女王陪你打造創業夢 陳昭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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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9406 人生不設限: 本田宗一郎的商道公開課 蘭濤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413 宅在家裡等你愛 顧七兮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475 驚魂 佛祖是爺們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482 赤蟐 佛祖是爺們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39499 赤蟐 佛祖是爺們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39505 點燃信念的火花: 最偉大的推銷員成功金律 馬里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840 大學生活,他們這樣過 王堯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空樹文化



9789865839857 抓住你的財富: 寫給中學生的財富指南 暴麗娜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864 危機時刻教你一招 王喬喬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871 讓思緒飛翔 程離離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888 有趣的物理 齊國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895 爸媽,請聽我說 李群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01 你中學生了沒? 江科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18 舌尖上的智慧 陳冰曉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25 我的未來不是夢: 怎麼做個最受歡迎的中學生 武高峰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32 校園領袖是怎樣玩轉的 龍大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49 我的「反骨」年代 彭子川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56 走過花季雨季: 中學時代如何度過 江思英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63 我的自信,你懂嗎 余然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70 青春乾脆脆 張小靜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5839987 六部動漫讓你夢想成真 楊洋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268 身邊的領導力 王慧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275 用科學戳破謠言的魔法泡沫 左春源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282 尋找玻璃球裡的鑽石 許路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299 迷你科學小發明 彭子川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05 我的身體我做主 鄭婷婷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12 舌尖上的安全: 學生健康飲食指南 張倩倩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29 數學的魅力 張瑋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36 奇妙的化學 張楚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43 有一種優秀叫做更加優秀 李苗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50 讓創造力飛起來 李浩好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67 成功青年的34把鑰匙 陳冰曉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74 煮酒論成功 何弼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81 眼界決定未來 李昭知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398 最Fashion的演講 香帥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404 這樣才能贏得自己 陳年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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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3515 百歲老人探討 林天樹, 鄭阿乾作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中信打字行



9789868158382 平衡飲食 林天樹撰 2010-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158399 傳承秘笈: 丹膏丸散固有成方 林天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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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13065 英漢汽車辭典 龍承雲, 王宇綬編譯 2014-03-00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072 嶺南拳術圖說 林世榮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6013089 內家拳拳法篇 倪清和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6013096 太極劍.純陽劍合編 張詳三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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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90091 清治到日治時期之臺灣文學研究 徐麗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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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49262 快樂學鋼琴. 1A(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577349552 快樂學鋼琴. 1B(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577349569 快樂學鋼琴. 2A(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577349576 快樂學鋼琴. 2B(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577349583 快樂學鋼琴(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349590 快樂學鋼琴(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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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65394 教育領導研究: 組織環境、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探析蔡進雄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65516 網路創意教學社群之研究 許育彰著 2012-01-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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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68708 論文寫作與量化研究 吳明隆著 2014-03-00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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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五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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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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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70527 質性研究: 設計與計畫撰寫 Catherine Marshall, Gretchen B. Rossman著; 李政賢譯2014-03-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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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70855 諮商和你想的不一樣: 心理諮商完全攻略 王釋逸等著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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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71265 投資理財與生活 張麗娟, 黃奕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1814 新媒體與民意: 理論與實證 林維國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2279 營建法規 蔡志揚主編 2013-09-00 13版 平裝 1

9789571173603 智慧財產訴訟常用法規彙編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3801 圖說臺北師範校史 何義麟等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1173993 簡明法律英漢辭典 邱彥琳編訂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174013 金頭腦活用成語典 五南辭書編輯小組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020 金頭腦分類成語典 十二年一貫學習小組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051 校長的情緒領導 饒見維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129 國小諮商實務與案例分析 邱珍琬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167 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 林美容, 李家愷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571174181 臺灣的音樂與音樂家 林瑛琪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198 見風轉舵: 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 李其霖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1174235 圖解電磁學 温坤禮, 張簡士琨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242 近代物理 倪澤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310 圖書資訊學學術研究 藍文欽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1174334 唐詩三百首 蘅塘退士編著; 莎靈娜譯詩; 何年注釋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341 文化觀光: 臺灣文化資產 陳正茂, 陳善珮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358 民法物權: 案例式 林洲富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4365 近代物理習題解答 倪澤恩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372 契約與契約英文 戚云方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396 聯藻於日月交彩於風雲: 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年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02 土地登記法令與實務 張義權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4419 智慧型壓鑄模具生產技術 莊水旺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26 訴訟文書撰寫範例. 行政救濟編 簡祥紋等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74440 圖解電視節目編導 莊克仁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457 中小學圖書館 涂進萬等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1174471 能力混合班級的差異化教學 Carol Ann Tomlinson著; 張碧珠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501 LED螢光粉技術 劉偉仁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525 平成式日本語學習: N5 謝凱雯, 陳志坪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4532 促銷管理: 實戰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4488 電影美學: 心靈的藝術 井迎兆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594 認識PISA與培養我們的素養 李源順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31 當代電影理論與批評 劉立行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648 行銷專案管理知識體系 魏秋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55 營建專案管理知識體系 魏秋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62 國際華語學習辭典 信世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693 故事與劇本寫作 施百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716 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 魏慈德著 2014-01-00 精裝 1

9789571174730 證券交易法理論與實務 李開遠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747 整合行銷傳播: 理論與實務 葉鳳強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4785 從物理學切入的: 線性代數導論 林清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792 國貿實務: 國貿業務技術士丙級: 學科 國貿研究小組著 2014-02-00 四版 其他 1

9789571174808 企業管理概論 朱延智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815 情報學之間諜研究 蕭銘慶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822 戰略廣角: 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 曹雄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853 公務員法專論 劉昊洲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4877 鋼琴.合作: 理論與實例 李燕宜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1174945 竹林七賢的玄理與生命情調 曾春海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1174952 基礎量子力學 林雲海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4976 大學課程與教學的改革與創新 李隆盛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010 世盟一甲子 吳俊德文字撰述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072 謠言追追追: 透視謠言背後的政治、商業、職場動機尼古拉斯.迪方佐(Nicolas DiFonzo)著; 林錚顗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096 1949古寧頭戰紀: 影響臺海兩岸一場關鍵性的戰役李福井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5119 社會工作名人傳 林萬億, 鄭如君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126 應用社會學 蔡宏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133 臺灣的戲劇、電影與戲院 勁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140 認識電影生意: 觀念與執行 程予誠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157 明史講義 孟森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1175164 清史講義 孟森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1175201 國際禮儀與海外見聞 莊銘國著 2014-03-00 十版 其他 1

9789571175218 企業管理概論與實務 鄭憶莉, 林原勗, 曾明朗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232 老年醫學 謝瀛華等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256 圖解中國哲學史要略 張勻翔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287 圖解政治學 王保鍵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5294 霸權興衰史: 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原著; 張春柏, 陸乃聖主譯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5317 曾國藩傳 黑爾(Hail W.J)著; 王紀卿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1175324 生活經濟學 朱延智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348 遙測影像判釋原理 潘國樑, 張國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362 圖解行政法 王保鍵著 2014-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5379 智慧財產權訴訟實戰 陳群顯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386 圖解立法學: 立法程序與技術 王保鍵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409 傳播新制度經濟學: 傳播史、政策、管理與產業組織王盈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416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理論與實務 林佳芬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430 金瓶梅 (明)蘭陵笑笑生原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75447 金瓶梅 (明)蘭陵笑笑生原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75492 袁來如此: 袁世凱與晚清三十年 湯伏祥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571175508 迪士尼 露易絲.克拉斯薇姿(Louise Krasniewicz)著; 楊茜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515 企業危機管理 朱延智作 2014-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5522 日本中小企業經營管理 許文志, 張李曉娟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553 國學常識 曹伯韓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560 21世紀歐洲聯盟高等教育整合與世界高等教育大趨勢: 兼論臺灣高等教育問題及因應之道鄒忠科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577 阿多諾美學論: 雙重的作品政治 陳瑞文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584 溫柔數學史: 從古埃及到超級電腦 比爾.柏林霍夫(William P. Berlinghoff), 佛南度.辜維亞(Fernando Q. Gouvea)著; 洪萬生, 英家銘暨HPM團隊譯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591 日本近代建築 藤森照信著; 黃俊銘譯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607 茶之書 岡倉天心著; 谷意譯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614 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章忠信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75621 餐飲管理 王裕華, 廖明豊作 2014-03-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75645 新風險管理精要 宋明哲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652 圖解貨幣銀行學 伍忠賢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669 律師執業基本技能 史蒂芬.克里格(Stefan H. Krieger), 理查德.諾伊曼(Richard K. Neumann, Jr)著; 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 陳鴻旻譯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676 教育研究法 王文科, 王智弘著 2014-03-00 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1175706 圖解民法 楊智傑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713 情境模擬的訓練與測驗設計 吳斯茜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737 水土保持工程 黃宏斌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744 英文段落寫作範例 王鶴巘, 陳怡真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5751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14-05-00 15版 平裝 1

9789571175768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2014-04-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75805 樂府文學史 羅根澤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812 無機合成與製備化學 徐如人, 龐文琴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829 實用西班牙語會話 王鶴巘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5836 轉型中的行政與立法關係 黃秀端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843 達爾文在路上看到了什麼 達爾文(Charles Darwin)著; 肖家延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867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874 法律的道德性 富勒(Lon L. Fuller)著; 鄭戈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898 自然的建築 隈研吾著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5911 孫中山 何虎生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5928 圖說: 新古文觀止的故事 高詩佳著 2014-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75935 有機化學的反應機構論 蘇明德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000 X的奇幻旅程: 從零到無限的數學 史帝芬.斯托蓋茨(Steven Strogatz)著; 王惟芬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062 從環境正義與水資源政策: 八八風災的省思 范玫芳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086 電磁波風險爭議分析與風險治理之省思 高淑芬, 邱紹華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147 西洋政治思想史 陳思賢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76154 圖解食品加工學 李錦楓等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6284 土地登記實務 黃志偉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76338 藝術與生活. I , 視覺藝術篇 蔡依雲作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6376 領團實務 王百祿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01484 音樂教學法 范儉民著 1990-08-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49219 戲劇的味/道 黃美序著 2007-10-00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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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011 開著家,去旅行: 紐西蘭露營車大冒險 超級旅行者Elaine&Vicky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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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29872 愛的禮物: 歐亨利短篇小說傑作選 歐.亨利(O. Henry)作; 唐京睦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32

心旅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9789865829889 拍出會說故事的人文攝影: 觀察社會X策畫主題X接近現場蘿柏絲(Stephanie Calabrese Roberts)著; 薛芷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896 小資女孩,下班後的大冒險. 5, 意外變貓女 達柯塔.凱瑟蒂(Dakota Cassidy)著; 蘇雅薇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902 不死煉金術師. 6, 終結一切的幻惑師 麥可.史考特(Michael Scott)著; 蔡宜真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919 晃遊地 鄭順聰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933 氣味: 菲立普.克婁代散文集 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著; 陳蓁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940 父母老後為什麼總是那麼固執?: 聽見老年人心理和行為轉變背後的心聲佐藤真一著; 林美琪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957 劊子手偵探. 3, 乞丐之王 奧利佛.普茨(Oliver Potzsch)著; 張詠欣譯 2014-03-00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5829964 世界是設計 奧托.艾舍(Otl Aicher)作; 陳盈瑛, 吳萬寶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971 超想學會的手工皂: 40款生活食材+香草應用+配方變化,全家人都適用的暖感手工皂!孟孟老師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29995 頭條殺機 漢克.菲莉琵.萊恩(Hank Phillippi Ryan)著; 張喬喻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019 MJ交換週記: 京都X臺南的100個美好生活 林奕岑, 王承惠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026 人妻的偷情: 文學、電影、AV、真實世界的欲望文化本橋信宏著; 林詠純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033 散步西班牙.私設計小旅行 許家銘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040 發現曼谷: 城市的倒影 艾力克斯.柯爾(Alex Kerr)著; 洪世民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057 動手做。家的私設計 李江山作; 張育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064 阿若優的星盤解讀指南 史蒂芬.阿若優(Stephen Arroyo)著; 亞瑟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071 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術 佐藤可士和著; 常純敏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095 每月必存8800的理財魔法: 用小錢滾出30歲的百萬富裕人生王志鈞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01 爺爺每年的環法簡訊 卡洛琳.佛瑪勒(Caroline Vermalle)著; 粘耿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18 相愛或是相守: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3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王敏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25 年輕的心,哭泣 理查.葉慈(Richard Yates)著; 李佳純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0132 脆弱的真相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著; 王寶翔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49 死亡預約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著; 宋瑛堂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56 小學生天天都想寫的照片日記: 這樣拍這樣寫,日記才會更生動更有趣權惠珍文字; 李珠熙插圖; 張育菁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63 賣化妝品給牛：頂尖銷售員的獨門待客術 長谷川桂子著; 張秀慧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70 股票這樣買才會賺 王志鈞著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0187 核心肌群訓練解剖全書 艾比蓋兒.埃爾斯沃斯(Abigail Ellsworth)著; 王怡璇譯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194 快樂陰影之舞.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4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汪芃, 黎紫書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217 死也要幸福 密絲飄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0224 教孩子讀懂文學的19堂課 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 Foster)著; 廖綉玉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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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中租控股



9789868805804 燃燈 張道藩, 林靜怡總策畫 2012-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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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65215 用生命書寫: 一個新聞人的40年心路 陳正毅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239 亂世防身術22絕招 安強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246 黃石公三略 殷登國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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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64786 救命新法: 負離子、遠紅外線與好水,有助於排毒、修復細胞陳鴻烈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793 沙棘消炎護肝第一名 呂鋒洲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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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8531 民間故事類型索引 金榮華著 2014-04-00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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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099 俄羅斯文學: 歷史.流派.作家.作品 李細梅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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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075 農產品成分與功能分析研討會輯要. 2013 黃贊勳, 徐如音, 陳俊宏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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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068 華岡舞蹈學術研討會: 「舞蹈藝術的傳統、傳授與機轉」論文彙集 . 2013伍曼麗總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神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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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學俄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口傳文學會



9789865709082 生命之旅 鄭光慶, 唐慧媛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112 韓國經貿情勢與政策 謝目堂, 吳家興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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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013 水墨花鳥蟲魚 吳瑞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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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82702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報. 2013 101學年度畢業班全體同學製作 201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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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9198 數位地球國際研討會. 第九屆 Digital Earth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2014-05-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5709198 數位地球國際研討會. 第九屆 Digital Earth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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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85476 以父愛為名 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著; 楊語芸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483 能力交換屋 乾路加著; 陳嫻若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490 狼少年: 不朽的愛 金美里著; 張琪惠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513 蓋湯姆的美妙生活 莉茲.派瓊(Liz Pichon)著; 杜蘊慧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520 聖殤(金基德電影) 金基德劇本; 黃螺絢小說; 張琪惠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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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1139 Yummy fruit 鄧立平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146 Mommy and me 鄧立平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153 The secret world of eggs 鄧立平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元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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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學數位地球研究中心



9789865881160 Amazing nature 鄧立平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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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4101 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 論<> 李劼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18 想: 想想論壇選輯 想想論壇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25 臺灣風雲家族人物 廖忠俊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32 長日將盡: 我的北京故事 韓秀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49 邊境 沃伊切赫.古瑞茨基(Wojciech Górecki)著; 粘肖晶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56 執拗的低音: 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王汎森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63 臺灣米 洪素麗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70 漫畫經濟史的趣味 賴建誠原著; 張鳳儀繪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87 靈機一動: 發明家的啟示 林天送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194 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 吳仁華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200 荊棘中的探索: 我的讀書札記 尉天驄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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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15623 高齡者的諮商與心理治療: 從精神動力觀點出發Paul Terry著; 秦秀蘭, 李靈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807 ADHD兒童認知行為親子團體治療(專業人員手冊)黃惠玲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5838 ADHD兒童認知行為親子團體治療(父母手冊) 黃惠玲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5890 蓋文伯頓: 教育戲劇精選文集 David Davis編著; 黃婉萍, 舒志義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06 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 黃光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13 結構方程模式: MPLUS的應用 陳新豐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20 華語學齡兒童溝通及語言能力測驗: 指導手冊 黃瑞珍等編製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37 身心障礙社會工作 Michael Oliver, Bob Sapey, Pam Thomas著; 葉琇姍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44 國小語文及非語文學習障礙檢核表: 指導手冊 孟瑛如編製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51 幼兒信守承諾信念與社會發展關係之研究 金瑞芝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5968 近代幼兒教育思潮 魏美惠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5814 戰勝讀寫障礙 Sally Shaywitz作; 呂翠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821 跨界教育研究: 師資、課程、與制度 黃淑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975 帶好每一個學生: 有效的補救教學 陳淑麗, 宣崇慧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心理



9789861915982 中文色塊測驗: 指導手冊 林月仙, 曾進興, 吳裕益編製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019 把愛找回來: 心理劇在悲傷輔導上的運用 游金潾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026 創意的12把金鑰匙: 為孩子打開一扇新窗 陳龍安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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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5320 操作日誌 李金龍作 201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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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91822 世界變遷下的合作社基本價值 史望.奧克.貝克(Svan Ake Book)著; 孫炳焱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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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97262 中國郵刊. 第八十九期: 臺北國際集郵邀請展紀念. 2012何輝慶主編 2012-08-00 平裝 2

9789868397279 中國郵刊. 第九十期 何輝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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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1300 勇氣 丹尼斯.雷尼著; 柯美玲譯 2014-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521324 半世紀的堅持 學園編輯小組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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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0108 中國澹寧書法學會三十週年大慶書畫聯展專集 方榮誠主編 201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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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澹寧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元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合作學社



9789868296527 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146週年紀念兩岸名家書畫聯展專集[中華大漢書藝協會]編輯委會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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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06280 這樣做,就能讓男人深深愛上妳: 當妳在對的時間,做出對的事,他就是妳的了史芬克絲(Sphin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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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7404 九定律：艱困世道下脫穎而出的超級秘密 維克.漢森著; 方仁馨編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28 這些年,咱們大陸這樣發的 劉小元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42 悶經濟後,錢潮只差1公分 榮恩.馬卡斯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59 10年後,你也能有一個億 海敦.摩瑞(Hayden Murray)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66 財富正能量 歐尼斯特.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73 怦然心動的女子生活聖經 谷函真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80 好爸媽都是學出來的 江藤惠津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497 接上熟男的靈魂與他談戀愛 Evelyn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6154 讓你愛的女人高潮、愛妳的男人欲罷不能 高橋美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185 美月王后 宇喬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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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73415 孫超: 窯火中的交響詩 孫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3422 寫情畫意: 何肇衢: 八五油畫回顧展 何肇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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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9703 蓮門山正願禪寺蓮懺禪師陞座紀實暨修葺竣工解綵中華五眼協會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9039703 蓮門山正願禪寺蓮懺禪師陞座紀實暨修葺竣工解綵中華五眼協會作 2014-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五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丹陽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0124 搭地鐵玩遍新加坡 但敏文字.攝影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131 放眼瑞士設計: 不斷進行的傳承與革新 王紹強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48 放眼荷蘭設計: 創意是一種生活方式 王紹強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55 你可以療癒自己: 名醫沒有空告訴你的事 茱莉.希芙作; 王淑玫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62 走! 到法國學廚藝 安東尼文字.攝影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79 開始在泰國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86 放眼芬蘭設計: 人人都是設計師 王紹強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193 傾聽的藝術: 每個事件背後都有一個核心問題,你「聽」出來了嗎?姜一洙作; 穆香怡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209 英國開車玩一圈 Edison, SaSa作.攝影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216 搭地鐵玩遍曼谷 葉志輝作.攝影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223 西班牙深度之旅: 馬德里、巴塞隆納、瓦倫西亞宋良音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230 搭地鐵玩遍上海 葉志輝文字.攝影 2014-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0247 形象魅力就是妳的說服力: 打造專業氣質的完全指南為妳的第一印象加分!鄭連娥作; 劉雪英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254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 藍麗娟作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261 美國中西部驚嘆之旅: 峽谷、山峰、瀑布、湖泊、巨石等國家級景觀風景許正雄, 陳美娜文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278 Traveller's波士頓 周蔚倫作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285 倫敦旅行家: 附鄰近地區: 劍橋、伊利、牛津、巴斯、科茲窩、布里斯托、史特拉福、溫莎林庭如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292 開始到義大利看藝術: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吳靜雯作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308 開始在法國自助旅行. 2014-2015年最新版 陳翠霏作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0322 用馬拉松旅行世界 劉憶萱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339 搭地鐵玩遍首爾. 2014-2015最新版 索尼客文字.攝影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353 如何擁有自己的小咖啡館 田川美由作; 孫金羨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9662 Traveller's波士頓 周蔚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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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53461 早上10秒的打掃習慣,人生就此改變 今村曉著; 林仁惠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461 早上10秒的打掃習慣,人生就此改變 今村曉著; 林仁惠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478 不要臉,不怕死,這世界就是我的! 鄭匡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478 不要臉,不怕死,這世界就是我的! 鄭匡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485 心態療癒經典: 12天轉化自我走向愛 傑拉德.詹保斯基(Gerald G. Jampolsky)著; 張國儀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方智



9789861753485 心態療癒經典: 12天轉化自我走向愛 傑拉德.詹保斯基(Gerald G. Jampolsky)著; 張國儀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492 科學驗證的改運法 中野信子作; 卓文怡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508 蓋婭的靈訊: 迎接全新的療癒與轉化 潘蜜拉.克里柏(Pamela Kribbe)著; 艾琦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515 9個實驗,印證祕密的力量 潘.葛蘿特(Pam Grout)著; 孟紀之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522 全心擁抱你: 讓人生好得不像話的靈修小品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著; 許妍飛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1753539 Choyce全自動教養: 會做家事的孩子,走向世界更自在郭宜亭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546 驚人的呼吸保養術!: 按摩內臟, 改善體質, 平衡情緒, 讓你變瘦變美變年輕椎名由紀著; 游韻馨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3553 新.零極限: 透過未完成的清理,再度脫胎換骨的祕密喬.維泰利(Joe Vitale)著; 張國儀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3553 新.零極限: 透過未完成的清理,再度脫胎換骨的祕密喬.維泰利(Joe Vitale)著; 張國儀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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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62911 擋土牆鑑定手冊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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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4425 國際儒學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蔡信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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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5202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2 2012國家卓越建設獎執行委員會文字編輯 201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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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4202 中華民國比較病理學會20週年紀念特刊 鄭謙仁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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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5803 犯罪預防, 大家一起來! 鄧煌發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犯罪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比較病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孔孟學會



9789869045810 動機與抑制間的拔河: 毒品犯重複施用當下情境脈絡之實證研究鄧煌發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810 動機與抑制間的拔河: 毒品犯重複施用當下情境脈絡之實證研究鄧煌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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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63708 為天下先: 辛亥武昌首義百年紀念專輯 向榕錚總編輯 2011-10-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8763708 為天下先: 辛亥武昌首義百年紀念專輯 向榕錚總編輯 2011-10-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8763715 為天下先: 辛亥武昌首義百年紀念專輯 向榕錚總編輯 201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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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96483 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術研討會暨學生畢業作品賞論文集. 第十屆: 跨界.整合.共生生活場域與創新服務設計劉光盛執行編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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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33815 林雪卿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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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7119 急救理論與技術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教育發展委員會編著 2013-04-00 修訂十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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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05561 TID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3 王玉麟, 簡學義, 曾成德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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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12245 七真史傳講記 李瑞烈講述 2014-03-00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十字會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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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間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版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79262 自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五屆 2013-10-00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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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4919 保險經營論壇 廖述源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輯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5818 當代家庭牙醫學 賴向華等作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55818 當代家庭牙醫學 賴向華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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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6517 馬術騎乘基本教材 鍾琴, 藍友駿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6517 馬術騎乘基本教材 鍾琴, 藍友駿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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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868846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2014吳志富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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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906 專題郵刊. 第16期 2014-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計算語言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題集郵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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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家庭牙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7447 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崇輝」金爵獎歷屆獲獎人特展暨100年會員聯展專輯陳文賢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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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0104 民俗調理從業人員技能認證基礎理論 許定献, 許志宇, 丁柏福主編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0111 民俗調理從業人員技能認證術科操作指導 許定献, 許志宇, 丁柏福主編 201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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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0503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102年 : 提升美好生活之運輸創新服務黃燦煌等著;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102年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籌備委員會論文組編201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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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4446 鋼結構橋梁熱浸鍍鋅技術手冊 陳正誠等編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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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7934 專利佈局智財分析海報比賽論文集. 2014 中華生醫科技應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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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27657 佛說地藏菩薩陀羅尼經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7985 動物: 我們的朋友 袁勝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16025 阿底峽尊者傳 法尊法師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056 動物: 我們的朋友 袁勝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16070 佛陀教誡居家修持指南 海濤法師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124 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宋法賢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中華民國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印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鋼結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生醫科技應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統整復推拿師全國聯合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運輸學會



9789865816131 金光明最勝王經 (唐)三藏沙門義淨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7411 佛學小故事 海濤法師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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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6515 毓老師講孫子 愛先覺羅.毓鋆講述; 陳絅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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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69453 中華服飾學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究論文暨藝術服裝論文集. 2014鄭惠美, 黃崇信, 方雅麗編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269453 中華服飾學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究論文暨藝術服裝論文集. 2014鄭惠美, 黃崇信, 方雅麗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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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32957 中華法學. 第十四期 [中華法學會編] 2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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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2750 經營管理與企業創新研討會論文輯. 2014 張聖麟主編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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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17093 基督教信仰要義: 馬丁路德的闡述 柯樂伯(Robert Kolb)著; 林秀娟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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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8557 三民主義 孫文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938564 中國民約精義 劉師培, 林獬合著 2014-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科大商管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服飾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法學會



9789868938571 哲思逸語: 心靈的、深情的、人文的對話與故事黃人傑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8938588 兒童的體適能教育 Stephen J. Virgilio作; 邱連煌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8938595 西洋哲學史 林玉体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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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73373 趙孟頫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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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13443 題畫寶笈 陳丕華, 余毅編輯 201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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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09860 當代名家彩墨畫特展專輯 汪立祿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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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93589 腳印 吳學寶編著 201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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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2503 資訊與管理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一屆 中華工商證照培育學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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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104 雲端商業科技管理 中華國際財務商業育成協會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書法美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財務商業育成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景彩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工商證照培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畫同心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3723 中華郵聯會刊. 第十六期 何輝慶主編 2012-10-00 平裝 2

9789868373730 中華郵聯會刊. 第十七期 何輝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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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5106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2賴志松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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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601803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2014年第22屆索契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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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4115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輯委員會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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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724634 企業個案研討 閻瑞彥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641 人力資源管理 馮志能, 俞錚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658 網路行銷 李麒麟編著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4665 財務管理 李宏志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672 商業套裝軟體 陳世穎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689 國際行銷學 陳正男編著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4696 英文檢定 梁彩玲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4702 英文作文 鄭傳傑, 陳怡蓁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719 審計學 金世朋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4726 日文 吳致秀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9789575724733 財務報表分析 賴振昌編著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4740 中國文化史 李貴豐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757 商務英語會話 奚永慧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764 商事法 李禮仲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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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5054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因素與經濟轉型之評估 鄭漢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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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5604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新世紀華人社會資優教育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郭有遹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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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2000 弦歌雅樂 邱宜文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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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24442 2013年版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金融證券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6724459 2013年版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資訊科技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6724466 2013年版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紡織、塑化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6724503 臺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4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2014-03-00 第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0238 夆禾盃: 全國室內設計競圖比賽得獎作品集. 2013糜露坷編輯.美工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優質生活設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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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維德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179 沒有賣不出去的貨 林福歌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186 用保鮮袋輕鬆做美味離乳食 荻田尚子著; 羅淑慧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6637193 國文課本作家一本通 吳燈山著 2014-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209 大腸直腸癌關鍵50問 魏柏立著 2014-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637223 我的書店時光: 尋找人與書的靈魂交會 水瓶子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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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8805 慧深法師人生語錄 慧深法師著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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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03559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 艾登.錢伯斯(Aidan Chambers)原著; 許慧貞譯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1739 兒童文學導論: 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Deborah Cogan Thacker, Jean Webb原著; 楊雅捷, 林盈蕙翻譯200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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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5408 牙科新知精萃. 2013年 Duarte, Sillas, Jr原編; 林本信, 陳柏志, 賴俊谷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35415 單顆臨時義齒形態修復與治療 西川義昌, 桑田正博著; 蔡士棹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422 植牙臨床與牙體技術實作: 步驟詳解 C. Drago, T. Peterso作; 廖國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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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96026 解惑 五龍山靈聖堂管理委員會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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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月慧山觀音禪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衛文化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五龍山靈聖堂管委會



9789865846282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易經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6299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易經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6305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禮記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6312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禮記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6329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論語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6336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論語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6343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老子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6350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老子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6367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孔子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6374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孔子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6381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莊子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6398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莊子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6404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弟子規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11 中華傳統文化圖典: 漫畫傳統禮儀 周春才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28 最年華.微博人生: 請你不要艾特我 卞慶奎主編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35 最年華.微博人生: 有事記得私信我 卞慶奎主編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42 最年華.微博人生: 一直悄悄關注你 卞慶奎主編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59 最年華.微博人生: 互粉一下可以嗎 卞慶奎主編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66 五代十國風雲錄: 江山一統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73 五代十國風雲錄: 變局驚夢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80 五代十國風雲錄: 皇權貶值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497 五代十國風雲錄: 晉遼恩怨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03 五代十國風雲錄: 晉汴爭霸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10 五代十國風雲錄: 軍閥混戰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27 五代十國風雲錄: 天下烽煙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34 五代十國風雲錄: 殘唐末路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41 五代十國風雲錄: 長城內外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58 五代十國風雲錄: 各王一方 奎文閣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65 微歷史. 秦漢篇 李玉廣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72 微歷史. 魏晉南北朝篇 李玉廣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89 微歷史. 唐宋篇 李玉廣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596 微歷史. 元明清篇 李玉廣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02 中國當代文化名人訪談錄 高曉春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19 青少年成長手冊. 男孩篇 金定鐵, 朱德僡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26 青少年成長手冊. 女孩篇 金定鐵, 朱德僡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33 青少年成長手冊. 天文篇 卞慶奎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40 青少年成長手冊. 體育篇 卞慶奎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57 青少年成長手冊. 健康篇 卞慶奎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64 青少年成長手冊. 文學篇 卞慶奎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71 青少年成長手冊. 地理篇 卞慶奎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88 青少年成長手冊. 法律篇 卞慶奎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695 青少年成長手冊. 感悟篇 邵鵬軍編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01 青少年成長手冊. 哲理篇 邵鵬軍編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18 青少年成長手冊. 智慧篇 邵鵬軍編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25 青少年成長手冊. 處世篇 邵鵬軍編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32 青少年成長手冊. 美德篇 邵鵬軍編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49 青少年成長手冊. 成長篇 邵鵬軍編譯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56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歷史故事 楊敬敬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63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團隊故事 彭天禮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70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發明故事 彭天禮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87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實驗故事 楊光喜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794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探索故事 彭天禮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00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感恩故事 李樹忠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17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學習故事 張永忠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24 讀故事長知識系列: 勵志故事 楊敬敬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31 小學生智力沖浪. 填字遊戲篇 楊敬敬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48 小學生智力沖浪. 思維遊戲篇 楊敬敬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55 小學生智力沖浪. 數學遊戲篇 楊敬敬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62 小學生智力沖浪. 邏輯遊戲篇 楊敬敬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79 小學生智力沖浪. 科學遊戲篇 楊敬敬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86 美麗北京: 北京新地標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893 美麗北京: 北京四大博物館與前衛美術館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09 美麗北京: 長城的三種雄姿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16 美麗北京: 大自然懷抱中的北京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23 美麗北京: 北京大學與書店風景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30 美麗北京: 景山公園的歌舞海洋與民間風情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47 美麗北京: 北京的胡同風情與前衛咖啡館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54 美麗北京: 京城夜色與地鐵風景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61 美麗北京: 前沿藝術在北京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78 美麗北京: 搖滾音樂在北京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85 追夢中國: 西峽. 山水風光卷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46992 追夢中國: 西峽. 地質奇觀卷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07 追夢中國: 西峽. 歷史底蘊卷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14 追夢中國: 西峽. 民俗風情卷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21 美麗北京: 前門步行街、王府井與北京的懷舊市場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38 美麗北京: 天安門廣場之季節歌謠與故宮氣象 沉睡撰文.攝影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45 巧巧手 老鷹文; 神馬卡通圖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52 巧巧腿 老鷹文; 神馬卡通圖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69 巧巧心 老鷹文; 神馬卡通圖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76 巧巧眼 老鷹文; 神馬卡通圖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83 巧巧嘴 老鷹文; 神馬卡通圖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090 傑出青少年的成功習慣 王美華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06 傑出青少年的成功心態 蕭笛主編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120 傑出青少年的成功決定 蕭笛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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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85371 文藻外語大學日本研究國際研討會-日語教育與日本研究論文集. 2013年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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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13954 深河創作日記. 1990-1992 遠藤周作作; 林水福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961 猶太人為何成功? 尼凱米亞.羅森伯格(Nechemia Rotenberg)作; 梁永安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978 深河 遠藤周作作; 林水福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13985 活宇宙: 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杜安.艾爾金(Duane Elgin)著; 鄧伯宸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3985 活宇宙: 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杜安.艾爾金(Duane Elgin)著; 鄧伯宸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008 靜坐: 當東方靜坐遇上西方腦科學 朱迺欣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008 靜坐: 當東方靜坐遇上西方腦科學 朱迺欣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015 英雄的旅程 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 梁永安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022 如果只有一年 史蒂芬.拉維(Stephen Levine)作; 宋偉航譯 2014-05-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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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送存冊數共計：84

文藻外語大學日文系



9789863600039 自己拯救自己 山謬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作; 邱振訓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046 給地球的情書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作; 林苑瑜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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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06557 十六封寫給師父的信: 鬱見真佛法 黃衍玲自述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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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3203 相識在何方 張伯欣[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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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40730 十月這美好的一天 希思卡.胡敏尼(Siska Goeminne)作; 魯迪伯.格爾資茲(Rudi Bogaerts)繪圖; 林敏雅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747 賽德克巴萊賽德克語劇本書 魏德聖原著劇本; 伊萬納威族語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754 少年臺灣史: 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周婉窈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0761 律師袍下的世界 魏千峯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778 改變臺灣命運的兩百年間: 從荷蘭總督到日本總督之路司馬嘯青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0785 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 蓬萊仙島菊花香 陳煒翰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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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20121 數學 田益誠, 蕭勝中, 劉奕樟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20145 心理學 江昱明等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0152 新護理師寶典: 實力評量. 十, 病理學 林靖蓉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169 新護理師寶典: 實力評量. 十一, 護理行政 林沛萱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176 重症護理學 吳淑鈴等編著 2013-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183 特殊幼兒教育 張嘉紓等編著 2012-03-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6120190 最新內外科護理技術 蕭淑貞, 楊惠如, 范淑芳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206 最新微生物免疫學重點整理 尤封陵編著 2012-01-00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正了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三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9789866120213 新編微生物學 劉雨田等編著 2012-02-00 五版 精裝 1

9789866120220 病理學 吳毅穎等編著 2012-02-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6120237 護理倫理學 李小璐編著 2013-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244 膳食療養學 楊淑惠等編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251 教保機構經營管理與實務 段慧瑩, 王立杰, 田育芬編著 2012-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20268 兒科護理學 蔣立琦等編著 2013-02-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6120305 新編藥理學 李安榮等編著 2013-02-00 六版 其他 1

9789866120329 新編免疫學 盧冠霖等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0336 新編生理學 高毓儒等編著 2013-09-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6120367 幼兒保育專業倫理 蔡淑桂編著 2013-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374 數學 田益誠, 蕭勝中, 陳威江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20435 生命列車: 駛向生命說讚 林月春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6120527 新護理師寶典. 4, 兒科護理學 莊淑怡, 藍淑芬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534 新護理師寶典. 8, 微生物與免疫學 鄧靜琦, 高久理編著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541 永大當代日華辭典 劉元孝編著 2014-01-00 精裝 1

9789866120558 長期照護 趙明玲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565 新護理師寶典. 三, 婦產科護理學 洪翔美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589 護理倫理學 李小璐編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20602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 2014-05-00 5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612059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 2014-05-00 5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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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8646 詭行天下. 卷八, 魔魘困城 耳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68653 詭行天下. 卷八, 魔魘困城 耳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68677 詭行天下. 卷九, 黑水怒妖 耳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68684 詭行天下. 卷九, 黑水怒妖 耳雅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23306 詭行天下. 卷十, 極樂之地 耳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313 詭行天下.最終卷, 番外合集 耳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320 飄洋過海中國船 非天夜翔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023344 飄洋過海中國船 非天夜翔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023337 飄洋過海中國船 非天夜翔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9023368 遊龍隨月 耳雅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一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平心工作室



9789869023382 遊龍隨月 耳雅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9023375 遊龍隨月 耳雅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9023399 遊龍隨月 耳雅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卷四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331 小小師行 鄧韻梅編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25355 生命的喜悅 鄧韻梅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9025362 行雲有影月含羞 鄧韻梅編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9025379 又是一年春綠 鄧韻梅編著 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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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919301 中國經典民間故事 吳品嬅等編寫 2014-05-00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387 輕鬆讀文學史. 古典篇 吳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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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79896 明若曉溪: 水晶般透明 明曉溪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933 明若曉溪: 冬日最燦爛的陽光 明曉溪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679940 明若曉溪: 無往而不勝的童話 明曉溪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964 綠波樓 尹晨伊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971 全世界優秀學生都愛玩的邏輯推理遊戲 江樂興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988 我的第一本圖解作文 蕭文鵬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05 我的第一本圖解時間管理 劉作耘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12 舞飛揚 尹晨伊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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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038790 潘懷宗的慢管教養: 管少一點,愛多一點,教出快樂自信的好孩子潘懷宗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3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平安文化



9789578038813 東大一公分的卓越思考 鄭秀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820 想健康，先戒掉這些「好」習慣! 岡本裕作; 王華懋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868 40歲之後,一定要知道的抗老飲食 新開省二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875 通往美麗人生的背包 艾爾莎.普西特(Elsa Punset)著; 葉淑吟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882 關鍵一句話,說服所有人: 好厲害的說服力!10個關鍵句型、15種對應話術,讓別人相信你!太田龍樹著; 連雪雅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899 不腦殘科學 PanSci泛科學網專欄作者群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905 打造5000名臺大生的無敵學習法 吳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936 給予: 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著; 汪芃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950 一週工作4小時 提摩西.費里斯(Timothy Ferriss)著; 蔣宜臻譯 2014-01-00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967 法國媽媽優雅教養100招 潘蜜拉.杜克曼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974 兩分鐘作決斷 千田琢哉作; 王蘊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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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1091 御書與青年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2013-07-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683626 綠色革命與心的革命 M.S.斯瓦米納坦(Monkombu Sambasivan Swaminathan), 池田大作作; 劉焜輝譯2014-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145 和平之橋: 暢談人本教育 顧明遠, 池田大作作; 劉焜輝譯 2014-05-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152 對話的文明: 談和平的希望哲學(簡體字版) 杜維明, 池田大作作; 陳鵬仁譯 2014-05-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169 敦煌的光彩: 暢談美與人生 常書鴻, 池田大作作 2014-06-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8862579 新・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683374 給未來的諸君 池田大作著 200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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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6206 流浪漢の黃金の季節 山田節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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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6709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七屆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正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生光生物科學研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001 Comsol Multiphysics電腦輔助分析模擬軟體學習寶典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9032018 COMSOL MULTIPHYSICS有限元素分析快易通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9032032 COMSOL MULTIPHYSICS有限元素分析之化工大法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049 Flexsim系統模擬技巧入門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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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78990 沉香 陳興夏等合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8083 安太郎の爺爺 陳銘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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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37163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祖徒步南巡.北港進香. 2014駱調彬總編輯 2014-06-00 平裝 1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6792 你在這裡做什麼?: 泰迪熊為什麼坐在這裡 麥可.安迪作; 柯琳娜.海斯繪; 彭尊聖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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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18692 活出你的天賦才華: 人類圖通道開啟獨一無二的人生喬宜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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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7017 微博不能說的關鍵詞 伍仟華(Jason Q. Ng)著; 何大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024 1940法國陷落. 卷一, 第三共和國的美好年代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 高紫文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031 如果房子會說話: 家居生活如何改變世界 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著; 林俊宏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皮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2

巨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沙屯媽祖婆網站



9789865727048 用筷子吃蛋糕: 一個德國女孩的上海人生 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著; 馬佑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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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0926 系統 Don Failla作; 唐飛達譯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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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391626 國民大會秘書長谷正綱傳記 陳滄海, 楊智傑編著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1633 國民大會秘書長何宜武傳記 陳滄海, 楊智傑編著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1640 立法院院長張道藩傳記 歐素瑛編著 2013-12-00 精裝 2

9789860394337 立法院院長孫科傳記 賴澤涵, 黃萍瑛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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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0931 獻給廚師先生的吻 紫曜日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948 嗜血危情: 不朽夜族 瑰絲莉.寇爾(Kresley Cole)作; 唐亞東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0962 期間限定妹妹 長岡マキ子著; 李文軒譯 2013-11-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80979 現充王 若櫻拓海著; 青涸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80986 王子殿下 星間式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0600 重啟咲良田(漫畫版) 河野裕原作; 吉原雅彥漫畫; 李文軒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0693 重啟咲良田(漫畫版) 河野裕原作; 吉原雅彥漫畫; 李文軒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80617 逆命的神奇師 山田シ口漫畫; 非易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0624 鮫島君和笹原君 腰乃作; 江荷偲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631 YELLOW/R 立野真琴漫畫; 江荷偲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0648 期間限定妹妹 長岡マキ子著; 李文軒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80655 聖銀幻想曲 天罪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80679 王子殿下 星間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80686 現充王 若櫻拓海著; 青涸軒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2719 死亡猜謎The quiz 椙本孝思原作; 高橋リか漫畫; 方郁仁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2733 聖銀幻想曲 天罪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生命之光身心靈成長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立法院議政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四季國際



9789868992740 逆命的神奇師 山田シ口漫畫; 非易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92757 鳥籠症候群 サマミヤア力ザ漫畫; 李妮瑄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2764 雖然我不記得,但還是喜歡妳 比嘉智康著; 青涸軒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92771 墮落邪惡組織,擁抱美少女大勝利!! 岡沢六十四著; 林玟伶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21203 眾神的午睡 淺野敦子作; 游若琪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227 溫泉巨龍王國 山川進作; 涂祐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21234 王子殿下 星間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21241 逆命的神奇師 山田シ口漫畫; 非易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21265 超能力事件簿SPEC: 零 了春刀漫畫; 尤靜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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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3645 四風之舞: 印加藥輪的奧祕 阿貝托.維洛多(Alberto Villoldo), 艾瑞克.簡卓森(Erik Jendresen)合著; 周莉萍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3966 創造金錢: 吸引豐盛與人生志業的靈性教導 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 杜安.派克(Duane Packer)著; 羅孝英譯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3973 通向宇宙的鑰匙: 50個音頻,打開宇宙奧祕之門 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 凱西.克洛斯威爾(Kathy Crosswell)合著; 黃愛淑譯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23980 薩斯通: 雨林中的藥草師 蘿西塔.阿維戈(Rosita Arvigo), 納汀.愛波斯坦(Nadine Epstein)著; 白玲譯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23997 神奇精靈指引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作; 陶世惠譯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003 班傑的奇幻漂浮: 從明星到成為漂浮大使 班傑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010 奧修談直覺: 超越邏輯的全新領悟 奧修(Osho)作; 沈文玉譯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39027 身心靈完全療法: 醫學、肯定語與直覺的東西方會診露易絲.賀(Louise Hay), 蒙娜麗莎.舒茲(Mona Lisa Schulz)著; 張明玲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034 大天使神諭占卜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作; 王愉淑譯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39041 中年不敗: 永保魔力的中年生活指南 約翰.歐康乃爾(John O'Connell), 潔西卡.卡吉爾湯普生(Jessica Cargill-Thompson)著; 游懿萱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058 靛藍天使指引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查爾斯.芙秋(Charles Virtue)著; 王培欣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065 不費力的靜坐: 12歲至100歲都能輕鬆學習的靜坐法阿嘉彥.波伊斯(Ajayan Borys)著; 舒靈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072 卡崔娜水晶三部曲. II, 水晶高頻治療: 運用水晶平衡精微能量系統卡崔娜.拉裴爾(Katrina Raphaell)著; 奕蘭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089 奧修談恐懼: 了解並接受生命中的不確定 奧修(Osho)著; 陳伊娜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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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86314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連文乾, 廖明德, 張肇芳編著 2014-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086321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6345 微處理機實習邁向AMA中高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 使用ARM Cortex-M3 ARMINNO之Holtek 32位元晶片董勝源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台科大圖書



9789863086420 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毛駿騰編著 2014-0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536 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學科題庫分類解析鄧登木編著 2014-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574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術科通關寶典 TERA工作室編著 2014-03-00 六版 其他 1

9789863086581 丙級網頁設計術科快攻秘笈(Frontpage 2002/2003+PhotoImpact 10/11/12版)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2014-04-00 八版 其他 1

9789863086697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2014-03-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3086727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實作祕笈 乾龍工作室編著 2014-03-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3086741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2014-01-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3086857 丙級視聽電子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甘志強編著 2014-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3086864 丙級工業配線術科通關寶典 王清崧, 楊瑞良編著 2014-02-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086895 日語會話 許曼莉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87113 數學. B 施賢文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87120 繪畫基礎 江健昌, 賴一豐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85784 升科大四技英文非選題卜書 許雅惠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5999 專題製作. 觀光旅遊篇 周敦懿, WonDerSun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86743 乙級美容學科試題精選 李蕙, 高淑薇編著 2014-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2387368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快攻寶典(Windows XP+Word 2007版/2010版)佳彥資訊, 黃慧容編著 201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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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613617 烏克麗麗演奏入門 李順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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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7881 3小時讀通DNA誕生之謎 武村政春作; 陳文涵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898 數學女孩: 隨機演算法 結成浩作; 陳冠貴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04 世界第一簡單電磁學 遠藤雅守作; 謝仲其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11 日本第一抗老化醫師教你這樣吃發酵食品,健康長壽活到100歲白澤卓二作; 黃邱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28 3小時讀通幾何 岡部恒治, 本丸諒作; 雲譯工作室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35 從抗癌第一天就要這樣做: 濟陽醫師教你掌握3個月黃金期打敗癌症三大療法濟陽高穗作; 陳政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42 42個自然飲食法則,讓孩子健康不吃毒: 印度古老智慧阿育吠陀育兒法蓮村誠作; 許郁文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59 一個人的策展年代: 串聯社群,你需要雜學資料庫佐藤賢一作; 陳文涵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66 世界第一簡單宇宙 石川憲二作; 謝仲其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世界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茂



9789866097973 理查.班德勒博士親授:從工作中成就自我的七大NLP技巧白石由利奈作; 許乃云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80 世界第一簡單虛數.複數 相知政司作; 直樹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7997 5000位女性教我的事: 彩妝師Kelly私藏逆齡勝經陳寧慧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09 日本心血管權威教你柔軟血管.遠離心肌梗塞 高澤謙二作; 陳政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16 3小時讀通統計: 通往假設檢定之路 大上丈彥作; 許郁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23 超級酵素: 日本酵素權威醫師教你認識酵素,遠離病痛鶴建隆史作; 劉雪卿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30 寶貝你的純種貓: 貓奴一定要知道,專業配育20品種飼養指南布莉姬.布拉爾.寇兒朶(Brigitte Bulard-Cordeau)作; 羅偉貞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47 吃對黑豆一定瘦!有效便宜輕鬆免運動: 史上最強減肥法,讓你不想瘦都難!鄭周榮作; 曾莉婷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54 難孕夫妻一定要知道的好孕療程:日本權威醫師帶妳全程通過來不孕症治療原利夫作; 江宓蓁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61 世界第一簡單電池 藤瀧和弘, 佐藤佑一作; 陳銘博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78 30個故事教出好孩子(修訂版) 師尾喜代子作; 廖紫娟譯 2013-1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79085 女生路跑的第一本書: 運動健護教練教妳這樣正確跑,美瘦效果驚人運動健護教練團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092 實現夢想的NLP教科書: 運用神經語言學,發掘自己的無限可能前田忠志作; 許乃云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108 世界第一簡單工程數學(電子電機) 田中賢一作; 謝仲其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115 孩子教我這些事: 愛的練習簿 劉繼榮, 張一凡作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79122 世界第一簡單專案管理 広兼修作; 陳銘博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146 精油的療癒智慧: 芳療科學深度之旅 寇特.史納伯特(Kurt Schnaubelt)作; 原文嘉等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9153 這一生是為了與你相遇: 和天使一起寫的生命藍圖山川紘矢, 山川亞希子作; 簡玉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160 伏魔師教你降伏心魔不卡陰: 破解靈修問事迷思,轉化正面能量Kash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177 濟陽醫師脫離癌症體質飲食療法: 阻斷癌芽,養成自癒力,天天清除癌細胞濟陽高穗作; 江宓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3726 3小時讀通生物 左卷健男, 左卷惠美子作; 陳文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184 45個NLP方程式,相信就能改變 浦登記作; 楊御楓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191 六千次親密換尿布,寶寶身心發展這樣做 阿部秀雄作; 簡毓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07 馬上開始降血脂,九種自我調養法,立刻遠離高膽固醇李良石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14 離岸風力發電 約翰泰威德爾(John Twidell), 葛塔諾高迪(Gaetano Gaudiosi)作;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系所翻譯編輯群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21 奧運教練教孩子3秒鐘潛能培養法: 正面驅策幫忙孩子成就自我,找到人生目標田中Oulevey京作; 殷潔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38 療癒心靈的力量: TRE釋放壓力創傷運動法 大衛.波伽利作; 許晉福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45 世界第一簡單實驗設計 高橋信作; 陳朕疆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52 食物酵素的奇蹟: 酵素與營養的生命力量 亨伯特.聖提諾(Humbart Santillo)作; 鹿憶之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69 3小時讀通神經傳遞物 野口哲典作; 曾心怡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76 3小時讀通有機化合物 齊藤勝裕作; 陳彩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290 「頸腕踝穴位按摩」神奇療法,日本第一整骨大師教你這樣按摩不生病!帶津良一, 柳沼良作; 陳政芬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313 房仲高手雲端行銷: 運用網路科技創造千萬收入,APP虛實大整合施亮州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65154 圖解數學基礎入門 川久保勝夫著; 高淑珍譯 200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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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9429 一切從信心開始: 55篇助您向上提升的信心操練黎詩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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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6801 專注力: 孩子受用一生的禮物 陳俊湰, 胡裕成作 2014-02-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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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57251 走到哪玩到哪. 成語遊戲 龔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7275 走到哪玩到哪. 麻辣數獨 龔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7282 走到哪玩到哪. 抓狂謎語 龔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7299 走到哪玩到哪. 智力測試 龔勛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7305 走到哪玩到哪. 嘻哈笑話 龔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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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4508 生命之愛.愛在臺灣: 「典範學習」少年生命教育教材陳莉諭, 黃雅文主編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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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605051 淨業三福孝親尊師: 落實孝親的點滴體會 胡小林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068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2014-03-00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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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禾風車書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宗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在我家



9789577324801 媒體生病了!: 臺灣新聞環境的症狀與因應 吳浩銘, 林采昀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849 坎坷之路: 新聞自由在中國 孫旭培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4863 書寫臺灣第三部門史 蕭新煌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324870 哄騙: 精神分裂 陳智凱, 邱詠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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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83069 玄奘大學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一屆譚力新總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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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52297 大俠惜字如金 丹丹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03 壓倒將軍誰挨刀 蔡小雀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10 王的壞天氣 慕子琪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27 木頭主廚吃定妳 糖菓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34 忠犬先生跟進門 吉梗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41 情服海賊王 可樂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58 默戀失格保鏢 萬里晴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65 女神預告 茉希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72 怪怪老闆俏店員 安祖緹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89 浪子要試婚 艾思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396 誤食惡男怎麼辦 貞子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02 魔男請認栽 余宓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19 婚後才愛你 紅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26 其實還是在意 韓媛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33 霸道情人賴上我 曼妮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40 咪咪的降魔先生 喜樂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57 冷冷俊神醫 菲比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64 我家也有花美男 喬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71 凶凶小弟黏人精 糖菓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88 大君,快到愛裡來 四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495 神祕老闆呆祕書 安祖緹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玄奘大學藝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9789863352501 獨佔工作狂老闆 月嵐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518 大公子的弱點 成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525 見鬼桃花女 羽心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532 老師的校工先生 古潤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549 大俠很窮 百里笑笑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2556 大俠很窮 百里笑笑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2563 大樹之戀 金炫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570 愛上賴皮相公 苗秋秋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587 狼紳士與兔淑女 喬寧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594 住狼窩的小羊 初七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00 交易夫妻 米璐璐箸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17 美男快撲倒 余宓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24 盛世禍女 漪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2631 盛世禍女 漪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2648 瘟神少爺靠邊站 貞子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55 不是不愛 葉小嵐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62 我的不服輸戀人 艾思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79 無法停止想念 韓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86 再痛也要愛你 吉樂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693 親愛的逃妻 綺萱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709 機車老闆賊員工 安祖緹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716 萌女不安分 余宓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723 天涯何處無芳草 羅綺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730 醇迷危險私探 萬里晴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747 太子棄妃 如果囧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52754 太子棄妃 如果囧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52761 太子棄妃 如果囧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52778 太子棄妃 如果囧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52785 我家也有壞前夫 喬寧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792 大熊學長的罩門 糖菓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815 大熊先生的萌點 吉梗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822 小紅帽 凌淑芬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853 女王的敵意 余宓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860 王子的偽裝 喬寧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877 公主的叛臣 米璐璐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884 小姐的狂徒 元媛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891 少爺的無情 韓媛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907 騎士的聖戰 萬里晴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2914 癡心絕對只要妳 楚翎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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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6154 羅馬書講義 矢內原忠雄著; 涂南山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185 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 疏效平等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192 基督教聖經故事新解. 第五冊, 先覺的先知 宋泉盛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208 信鴿迎風飛 周邦舊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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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6222 詩篇小引 蔡忠梅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239 主日禮拜講道 高橋三郎著; 郭維租譯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6246 聖經講義.晚年最後論述 高橋三郎著; 郭維租譯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6253 新約<>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260 家庭與離婚調解 何惠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277 櫻花樹下的沉思 姜寶陞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284 耶穌傳 矢內原忠雄著; 涂南山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6291 早期著作. 補編: 追慕.評論.感懷.隨想 高橋三郎著; 郭維租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6307 框框與內涵 江榮義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14 基督教聖經故事新解. 第六冊, 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最後一週宋泉盛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21 事奉成長的動力 陳斯隆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38 回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45 三個國家五代情 陳金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52 宣教學途 江盧樹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69 蒙恩的女子: 銀光閃閃 鄭佳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76 當修復作為一種正義 陳文珊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3137 民無信不立 宋泉盛著 2009-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3526 最後的衝刺 楊東川著 2010-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3533 禧年經濟饗宴 蕭家興編輯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3687 迎向時代使命的屬靈人 陳斯隆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60

永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36740 延緩和逆轉慢性病: 多種最新食物醫學與營養學研究成果林勝勤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757 順應<>防治退化性疾病: 根據季節氣候的變化,主導疾病的趨吉避凶林勝勤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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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2241 種子計劃. IV, 移動美術館: 形式的思維 立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胡氏藝術有限公司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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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3816 遊踪畫痕: 許宜家油畫集 許宜家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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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33632 理解的尺度: 臺泰當代藝術交流 張恩滿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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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53649 勞保實務教戰100% 鄭正一著 2014-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3656 法窗視野風情多: 許文彬律師生涯回顧 許文彬口述; 陳民峰採訪執筆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3663 輕鬆學民法 楊冀華作 2014-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3670 不動產登記: 一手教材 黃志偉編著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3687 房地買.賣.仲介三贏法律策略 連世昌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694 勞資爭議: 處理與預防實務 黃才昱等著 2014-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574853700 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實用權益 林旺根著 2014-04-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3717 代銷.仲介紅不讓: 代銷.仲介業法律&行銷成功雙秘笈李永然等合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724 遺贈稅.財產移轉圓滿計畫 黃振國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偕建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理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立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9789574853731 洞悉房屋買賣錯誤100點 林旺根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3748 大樓裝修.設備.管理好好學 徐源德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3755 合建.預售法律實務 李永然等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3762 地上權開發策略與法律實務 李永然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3779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2014-04-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4853786 記帳.報稅錯誤160問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著 2014-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3793 政府採購鑽石法則: 看懂政府採購核心程序 林炳坤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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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0203 天涯鴻爪憶當年 雪樵著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6534 人間有情天: 最是愛情 洪淑芳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19 向天求. 命理篇 吳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40 那一年,跟著感覺去流浪 莎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57 美麗的天使: 重症紅斑性狼瘡女兒帶來的生命禮物林美麗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71 過河不拆橋 明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88 雲雀之歌 明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395 心靈花園 宋隆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18 檢查點的設置與說明 楊昌展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25 吾都與他方: 明賦之人文地理書寫研究 翁燕珍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32 國罵的解析 林傳雄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49 道理: 剖析2013九月政爭理在何方 李勝峯著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80456 只剩一抹光的城市 張渝歌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63 烏克麗麗的流行獨奏曲集 鄭維宸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70 仁愛路一直走 頌元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0487 蘑菇星球物語 張曉涵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494 星月伴.故鄉明: 獻給爸媽的書《星星的故鄉》 林明星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00 九股山下的傳奇首部曲: 側寫人文國中小2003-2007年的校園故事陳清枝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24 蔚藍寶石(簡體字版) 陳語濤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31 我的完美男人 紫凝湘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48 1894歷史在甲午轉彎 臺灣阿誠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55 請問貴性?: 從「心」別與「生」別談性別 蕭郁溏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62 人生回顧 翟世湘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白象文化



9789865780579 成長碎碎念(簡體字版) 33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86 形勢派風水學之理論與驗證: 真龍現形 東山居士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593 因為我相信 黃懷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609 紫微斗數論命技巧及實例解析 了然山人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0616 歐遊六國: 奧、德、俄、烏、波、捷 鄧予立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0623 妙用文字,秀企劃 張俐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630 予歌集 予歌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647 全球漁業補貼與WTO: 新規範的挑戰 許佳惠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661 寫盡禪宗 張邦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678 從網路解讀中國: 大陸網事10年回顧 宏駿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685 跑步除了速度,還有溫度 溫演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692 夏其鵬文集 夏其鵬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0715 夢神再現 廖世隆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722 少女的庭園: 臺灣百合文化史 楊若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739 365個快樂種子 林淑歆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746 都蘭山風雲錄. 三, 山明水秀 郭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753 徒步到拉薩 齊孝昕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760 老伙仔的冷言冷語: <>不同角度的看法 人二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0777 計程車司機 羅文德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784 寶盒傳奇: 海峽中線之祕(中英對照版) 人專言成著; 邱東龍, 陳孟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791 創意Fun Time,翻糖: 餅乾系列 Helen Chang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807 馬太人生: 100種處理生活籌碼的態度 郭良蕙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814 後<>時代中國環境減排國際義務及治理: 理論、實務與前瞻王啟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838 靈界,好神: 從無形界的力量獲得豐盛人生的智慧之道游貴麟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845 人生,逆戰 岩柏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0852 Exploring the diverse translating nature of narrative aesthetic: new perspectives on fictional translationYi-ping Wu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869 地球發燒了 汪菁文.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0876 中間囝仔 陳浪評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883 繁星點點: 心心閱讀的美麗與希望 法觀法師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906 到東京當房東 林志杰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0913 擁抱理想,放手去追 許景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920 穿靰鞡的人們 劉卓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937 當年雪泥 馬叔安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944 般法羅. 第二部, 冥獄門 安燼灰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41 紫微斗數論命技巧及實例解析 了然山人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80951 紫微斗數論命技巧及實例解析 了然山人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80968 SPORTident電子計時打卡系統 楊昌展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975 天空的記憶 池田真哉著; 侯詠馨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982 八字適性教養法: 用命盤看見孩子的人性特質優勢林澄松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0999 天水情緣. 卷一, 關關雎鳩 烏魚子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03 小校革命: 2002-2010臺灣體制外中學教育 羅遠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10 她得了雞蛋鬼恐懼症 陳瑱諭著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27 艾蜜莉的謎語 艾蜜莉.狄金森原著 ; 田振明譯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34 輕鬆學五術: 紫微斗數圖解 了然山人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58 白雲溪水幾世情: 金鳳的一生 陳瑱諭編劇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65 小野鴨飛翔了 黃沈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72 真情錯愛 艾利普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89 說茶話飲食 逍遙散客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096 儲備太子妃 蜜蜜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102 童年記憶 金加怡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0126 姵綾情詩. II, 愛情。經過 陳姵綾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0157 當代戲曲舞臺設計: 以國光劇團近十年演出為例(2003-2013)傅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171 雪唐風雲之天劍行者 孟青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201 天水情緣. 卷二, 宛在水中央 烏魚子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218 像我這樣的女人 曾華斌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0225 思念的河 陳文奇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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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1692 宗門血脈 : 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708 宗門正道 : 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722 狂密與真密. 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739 狂密與真密.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746 狂密與真密.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753 狂密與真密.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760 宗門正義: 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777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倖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79

正智



9789866431777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倖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1784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6431784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6431784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輯 1

9789866431791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輯 1

9789866431807 楞伽經詳解. 第一輯 平實導師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14 楞伽經詳解. 第二輯 平實導師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821 楞伽經詳解. 第三輯 平實導師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431128 明心與眼見佛性: 駁慧廣法師文中謬說 游正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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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63218 傳福音必修七課: 第四度空間的靈性傳福音活用篇李永勳著; 丁燦鍾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225 領導力提升訓練: 第四度空間的靈性活用篇 李永勳著; 金芝恩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232 第四度空間的靈性學校 趙鏞基著; 張漢業, 丁燦鍾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249 領導力實踐初階: 第四度空間的靈性活用篇 李永勳著; 金銀映, 丁燦鍾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256 夢想、盼望與勇氣 趙鏞基作; 朴仁善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263 傳遞幸福的郵差 金聖惠著; 柳珍姬譯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270 復興從我開始: 以斯拉詩歌專輯. 5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379 五重屬靈成長 蔡錦源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393 凡事行在愛中 李永勳著; 孫善志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09 神所尋找的人 洪性健著; 張漢業, 王桂珠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16 五分鐘默想 趙鏞基著; 呂秀莉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23 哥林多前書: 如何建立健康又成熟的教會 蔡錦源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30 以弗所書: 栽培門徒建立榮耀的教會 蔡錦源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47 Q型領袖: 建造改變生命的天國文化 大衛.平(David Ping), 安妮.克里帕德(Anne Clippard)合著; 臺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61 天國的盼望 朴應淳著; 林佳瑩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78 進階五重屬靈成長: 栽培門徒成為神重用的器皿蔡錦源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492 讓聖靈完全浸透的人: 趙鏞基牧師的生平與神學思想金東洙, 柳東希合著; 許仁策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08 有福的人 趙鏞基著; 朴仁善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15 五重智能領導. 上, 生命領袖與卓越領導 蔡錦源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22 沒有音樂,依然可以跳舞 金聖惠著; 張漢業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39 希望牧會45年: 小組復興的得勝之路 趙鏞基著; 柳珍姬譯 2012-12-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以斯拉



9789866563546 五重智能領導. 下, 傑出教練、成熟導師與良善忠僕蔡錦源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53 保護 李讚守著; 丁燦鍾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60 教會是世界的盼望 洪性旭著; 丁燦鍾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77 五重事奉成長. 上: 從喜樂重生邁向豐盛團隊 蔡錦源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84 人生旅程: 走向應許之地的人生指南 李東元著; 丁燦鍾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591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spirituality: dominating our three dimensional worldDavid Yonggi Cho[作]; Frederick Johnson, Zion Johnson[譯]2013-06-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563614 化軟弱為剛強的神 趙鏞基作; 朴仁善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621 十字架: 純福音信仰的根基 李永勳著; 都珍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638 五重事奉成長. 下: 從蒙恩領袖奔赴榮耀使命 蔡錦源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652 打造主流口才: 充滿影響力的得勝演說密技 李泰根著; 丁燦鍾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669 使徒行傳29章 金炯民著; 丁燦鍾譯 2014-02-00 增修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676 靈命更新的敬拜 楊豐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133 雅各書: 作成熟的人 蔡錦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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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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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749507 死神與男孩. 6, 叫我第一名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07 死神與男孩. 6, 叫我第一名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14 壓力管理: 提升生活的品質 藍采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21 趙氏孤兒 管家琪作; 蔡嘉驊繪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38 真情蘋果派 管家琪文; 左萱圖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538 真情蘋果派 管家琪文; 左萱圖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545 珍珠奶茶的誘惑 管家琪文; 張蓬潔圖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545 珍珠奶茶的誘惑 管家琪文; 張蓬潔圖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49552 孫臏智鬥龐涓 管家琪文; 蔡嘉驊圖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52 孫臏智鬥龐涓 管家琪文; 蔡嘉驊圖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569 半夜一點來的黑帽族 奧原夢(Yume Okuhara)作.繪; 鄭明進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569 半夜一點來的黑帽族 奧原夢(Yume Okuhara)作.繪; 鄭明進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590 一起去遠足 小竹首道子文; 飛田京子圖; 林真美譯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749590 一起去遠足 小竹首道子文; 飛田京子圖; 林真美譯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幼獅



9789575749606 天使不回家 溫小平文; 詹迪薾圖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613 青蛙歌神 張東君文; 黃麗珍圖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9613 青蛙歌神 張東君文; 黃麗珍圖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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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2506 首爾甜心主廚的浪漫巧克力課程 曹美愛著; 王品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513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032520 尋找完美盛宴: 失傳的法國美食之旅 約翰.巴克斯特(John Baxter)著; 傅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537 結婚,妳想清楚了嗎?: 走向幸福婚姻的36堂課 韓相福作; 陳郁昕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544 宜蘭,美好小旅行: 口袋美食x私房景點x風格住宿江明麗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551 跟著董事長遊臺灣 戴勝通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032568 跳上新幹線,這樣玩日本才對!: 25個城市與60個便當的味蕾旅行朱尚懌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2575 Stop!別再殘害你的肌膚: 破解美妝保養的41個迷思鄭惠臣, 崔智現作; 張鈺琦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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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038844 星星糖 美嘉著; 許金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38851 星星糖 美嘉著; 許金玉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038912 吳佩慈私服日記FASHION ALIVE. 吳佩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929 三生三世枕上書. 終篇 唐七公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8981 熊爸教你了解狗狗的心事 熊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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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9840 A camping we will go Archie Yang[文]; Vanny Pon[繪]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8979857 Cows in the kitchen Archie Yang[文]; Chien Hui Hung[繪]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8979864 This is the way I go to school Archie Yang[文]; Chien Hui Hung[繪]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8979871 Five little pumpkins sitting on gate Archie Yang[文]; Grace Chang[繪]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8979888 Bingo Archie Yang[文]; Grace Chang[繪] 2014-05-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北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0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平裝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4166 空間的價值向度 林季芸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173 後現代數位媒體設計: 美學評析與實證研究 洪雅玲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180 Hello mimis 陳怡如作 2011-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4197 形體的象徵與游離。空間創作論述: 以公共藝術為例林一中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203 搞空間: 亞洲後替代空間 呂佩怡主編 ; 一元翻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227 東亞城市空間生產: 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郭恩慈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258 凝望.時代: 穿越<>二十年 張靚蓓作; 陳少維攝影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265 現代性擦拭的艱難 劉克峰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296 一種例外於現實的狀態: 從國家氧到後國家氧以及其他秦雅君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319 臺灣製造?臺灣創造! 楊家斌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326 構築的群像: 臺灣當代建築名家訪談集 謝宗哲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333 海市蜃樓. II: 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姚瑞中+LSD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357 光影的長河: 影史百大經典華語電影 小野等撰稿; 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策劃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364 朗讀違章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主編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395 柏林.家的私設計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思謐佳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401 複多與張力: 論攝影史與攝影肖像 林志明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418 場所之石: 南歐廣場的歷史: 由古典希臘至巴洛克王維潔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425 Aterlier Tekuto :listen to the materials 山下保博, 天工人事務所編著; 張瑞娟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432 What a beautiful day! Cindy Wang作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4449 柯比意 薩伏伊別墅: 當代建築的母型 徐純一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494 地理啟蒙 褚瑞基等撰述; 劉克峰主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500 二次性的建築: 另一種建築的自由 陳英峯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524 實構築ing. 2012 吳亭沂, 劉佳旻執行編輯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548 自身的建築行動 汪文琦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555 嬉.習.喜.戲: 墨瀦不是一隻豬,的狂想字典 Cindy Wang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562 o+h 2006-2011: 大西麻貴+百田有希建築作品集 大西麻貴, 百田有希, o+h編著; 謝宗哲, 陳逸軒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579 石港.春帆.城居: 宜蘭厝烏石港計畫 劉佳旻執行編輯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04593 與寫真同歡 飯澤耕太郎作; 李鳳新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609 建築絮語: 另一種講述 徐純一著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4630 我的第一張設計圖: 景觀手繪技法 陳怡如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678 日本當代前衛建築: 自然系 謝宗哲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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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04685 卡羅.史卡帕: 空間中流動的詩性 褚瑞基作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04692 Face to face Ali Ginger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708 girls ZINE: 寫給女孩的ZINE指南 志賀隆生, 市川水緒, 瀧坂亮編 ; 黃薇嬪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715 girls ZINE: 動手做,與ZINE同樂 志賀隆生, 市川水緒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739 可以居: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2013 謝佩霓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746 綠地與景觀: 永續觀點的理論與實證 王秀娟, 李汝容, 吳昕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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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87428 發展與適應性身體活動評估 Micheal Horvat, Martin E. Block, Luke E. Kelly作; 高桂足等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459 運動營養學 李寧遠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473 物理治療精選. 4, 電療學與熱療學 陳世銘作 2013-10-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6287497 物理治療精選. 6, 神經物理治療學 陳世銘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6287503 運動管理學: 原理與實務 Lisa P. Masteralexis, Carol A. Barr, Mary A. Hums作; 陳美燕等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510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Robert S. Weinberg, Daniel Gould作; 季力康等譯 2013-10-00 二版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6287527 終身體適能教育 Suzan F. Ayers, Mary Jo Sariscsany編著; 柳家琪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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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8467 職指核心 連裕興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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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32921 火車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2938 交通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2945 野生動物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2952 天文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027 我是大貓熊圓仔好朋友 幼福百科小組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034 甲蟲小百科 林義祥作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041 大家來唱ABC英文童謠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3058 怪盜RK. 6: <> 微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巨新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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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433065 怪盜RK. 4: <> 微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072 怪盜RK. 5: <> 微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089 怪盜RK. 1: <> 天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096 怪盜RK. 2: <> 天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102 怪盜RK. 3: <> 微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119 海洋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126 寵物小百科 梅洛琳編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133 恐龍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140 動物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157 圓形小雞 Rattana Kodchanat文; Lalana Manussirikiat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164 三角老鼠 Rattana Kodchanat文; Lalana Manussirikiat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171 方形小牛 Rattana Kodchanat文; Lalana Manussirikiat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201 我不亂說話 Pitiporn Watatiyarporn圖.文; 璟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218 一起分享吧 Pitiporn Watatiyarporn圖.文; 璟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225 我會很勇敢 Pitiporn Watatiyarporn圖.文; 璟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232 不能耍脾氣 Pitiporn Watatiyarporn圖.文; 璟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249 植物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256 昆蟲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3393 賽爾號聖者逆襲. 1, 忍者無敵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09 賽爾號聖者逆襲. 2, 守護神之怒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16 賽爾號聖者逆襲. 4, 譜尼的復仇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30 賽爾號聖者逆襲. 9, 黑衣大盜布萊克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47 賽爾號聖者逆襲. 5, 被哈莫雷特遺忘的回憶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54 賽爾號聖者逆襲. 7, 精靈超級爭霸賽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61 賽爾號聖者逆襲. 10, 詛咒之子卡修斯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78 賽爾號聖者逆襲. 3, 受困的深淵聖靈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85 賽爾號聖者逆襲. 6, 米咔的進化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3492 賽爾號聖者逆襲. 8, 譜尼的最後一道封印 幼福編輯部編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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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90232 日本貴婦都在做,讓老公變有錢的64個習慣 芦澤多美作; 謝佳玲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249 心想事成 大島淳一作; 蘇俊次譯 2013-11-00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世潮



9789862590256 跟著時代漫遊京都 森谷尅久作; 陳銘博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263 恐怖的食品添加物: 教你看穿食品安全的騙術 安部司作; 陳玉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270 母愛的療癒: 解放童年的負面親子關係 信田佐代子作; 黃琳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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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0336 花田喜廚. 卷一, 穿越天啟.奇花入食 方樂遠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43 花田喜廚. 卷二, 皇級靈樸.助陣神廚 方樂遠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50 家有鹹妻. 卷三, 三人行必有我夫 二分之一A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67 二嫁. 卷三, 亂點鴛鴦配成雙 雪山小小鹿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74 名門正妻. 卷三, 萌妻安宅淡定逆襲 油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398 家有鹹妻. 卷四, 冤家易結不易解 二分之一A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07 二嫁. 卷四, 無福消受美男恩 雪山小小鹿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21 花田喜廚. 卷四, 小顯神威.又見穿越 方樂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52 名門正妻. 卷五, 京事多端大行妻道 油燈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9269 二嫁. 卷五, 今生願嫁有情郎 雪山小小鹿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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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222404 清水峰子作品集 清水峰子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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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4607 新版 為兒童的鋼琴初級教本 賴富美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614 滿級分 大考標準版 樂理模擬試題. 一 何靜宜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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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5294 敬重與惜別: 致日本 張承志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721 擺放的方式: 安排物件的修辭 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作; 娜妲莉.杜巴斯吉耶(Nathalie Du Pasquier)繪圖; 藍曉鹿翻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世樺國際



9789869028738 路上觀察學入門 赤瀬川原平, 藤森照信, 南伸坊編; 嚴可婷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8745 賽斯.高汀的戳盒子宣言: 啟動未來的行動指南 賽斯.高汀(Seth Godin)作; 賴奕璇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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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7336 圖解成功是吃出來的: 讓精神更好、工作效率更高、頭腦更清楚的64個正確飲食習慣姬野友美作; 廖芸珮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7336 圖解成功是吃出來的: 讓精神更好、工作效率更高、頭腦更清楚的64個正確飲食習慣姬野友美作; 廖芸珮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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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9356 日日美好 Sally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559363 日日美好 Sally著 201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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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56320 看話參禪法要 慧門禪師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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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60618 凝視愛 天真璐作; 夏棎插圖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625 雙命夢俠. 卷一 不帶劍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632 雙命夢俠. 卷二 不帶劍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649 平行線的相交點 春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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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0000 游明龍海報作品集 同文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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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丈山力行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117 宗鏡錄略講 南懷瑾講述 2014-03-00 臺灣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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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9446 世界的靈魂 菲德立克.勒諾瓦(Frederic Lenoir)著; 陳蓁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453 轉山行 央宗.布勞恩(Yangzom Brauen)著; 林倩如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460 新巴赫花精療癒: 從情緒及靈性上調理你的身心靈疾病笛特瑪.柯磊墨(Dietmar Kramer)作; 王真心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477 新巴赫花精身體地圖: 與花精對應的皮膚反應部位療癒書笛特瑪.柯磊墨(Dietmar Kramer), 賀爾姆.維爾特(Helmut Wild)作; 王真心, 黃瀚平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491 奈特杜納的告白 威廉.史岱隆(William Styron)著; 謝瑤玲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09 設計的手感 尾原史和著; 龔婉如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516 在生命的盛放處 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孟璇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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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57034 喪禮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學科題庫 蔡昌雄等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041 觀念式公務員法(含概要) 陳力宏編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7058 圖表式機械原理概要(含機械常識) 李易編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7089 圖表式會計學(含概要) 郭秋榮編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7096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資格測驗 張世逸, 汪士涵編著 2014-03-00 八版 其他 1

9789862657102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 張世逸, 汪士涵編著 2014-03-00 八版 其他 1

9789862657119 政治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黃崇祐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7126 善用30分鐘日檢N5楽楽過 林士鈞編著 2014-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2657133 租稅申報實務 許金源, 鄧穎懋, 李秀玲編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714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沛樺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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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75371 7天提升益菌の神奇優酪乳! Nature Workroom, 李馥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425 不可思議的死亡檔案 藍月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考用



9789865975449 改造你的居家布置化煞風水 黃一真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487 不可思議的異度空間 霍晨昕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494 圖解麻衣神相: 古代人體工程學,解讀運勢密碼 麻衣道者原著; 徐陽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975500 超強四柱命理學 實戰原理! 金東琓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531 民國祕史 圖說天下.探索發現系列編委會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548 黃帝內經新思維健康養生術 田元祥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555 100種排毒、補氣、養生的超好食物 國醫絕學健康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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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63837 全家人的精油生活指南: 100種天然、無毒又省錢的應用多特瑞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837 全家人的精油生活指南: 100種天然、無毒又省錢的應用多特瑞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851 就因為「沒時間」才什麼都能辦到 吉田穗波作; 李漢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851 就因為「沒時間」才什麼都能辦到 吉田穗波作; 李漢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868 Vicent老師的香氛美神妝: 回眸率100％,香水X彩妝的絕美魔法Vicent Wang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868 Vicent老師的香氛美神妝: 回眸率100％,香水X彩妝的絕美魔法Vicent Wang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882 大學生不要當的28種人: 寫給每個人的性格補強計畫周偉航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899 肝硬化全書: 全國護肝專家教你預防、照護、治療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3905 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蔡康永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1363912 英國王妃也在用!: 產後身體調校全書 茱蒂.迪佛雷(Judy DiFiore)著; 賴孟怡, 王怡璇, 陳維真譯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912 英國王妃也在用!: 產後身體調校全書 茱蒂.迪佛雷(Judy DiFiore)著; 賴孟怡, 王怡璇, 陳維真譯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929 0-4歲的兒語潛能開發寶典: 全球暢銷10年!英國皇家語言治療師專業研發莎莉.瓦爾德(Sally Ward)著; 毛佩琦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3929 0-4歲的兒語潛能開發寶典: 全球暢銷10年!英國皇家語言治療師專業研發莎莉.瓦爾德(Sally Ward)著; 毛佩琦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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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41799 打造會走路的身體 石田美由紀著; 葉冰婷譯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805 氣場力: 比吸引力法則更能改變命運的力量 沐陽作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812 用豁達丈量世界: 放下、捨得、寬容的人生智慧黃亞男作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829 20幾歲,就定位: 換對工作,養活未來30年的自己 洪雪珍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1836 20幾歲,就定位: 年輕,勇敢愛 水淼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41874 別總是為難自己 林慶昭作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如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965 誰說魚與熊掌無法兼得: Fish與5熊的私房景點. 北臺灣篇Fish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8751989 亨利小鎮: 夢的國度.美好的相遇 李鴻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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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5278 鑽石之謎 馬丁.威德馬克(Martin Widmark)文; 海倫娜.維莉(Helena Wills)圖; 謝蕙心譯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285 木乃伊之謎 馬丁.威德馬克(Martin Widmark)文; 海倫娜.維莉(Helena Willis)圖; 謝蕙心譯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292 學校之謎 馬丁.威德馬克(Martin Widmark)文; 海倫娜.維莉(Helena Willis)圖; 李毓真譯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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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6494 北方帝國的崛起與衰弱: 俄羅斯千年史 段培龍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517 原來我不是沒自信，只是太容易被踐踏！：48個習慣，建立壓不垮的自信潮凪洋介著; 陳嫻若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531 烏龍茶的世界: 全方位茶職人30餘年心血結晶,從種茶、製茶、飲茶,告訴你烏龍茶風味的秘密陳煥堂, 林世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548 理想的簡單生活 多明妮克.洛羅(Dominique Loreau)著; 張之簡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555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小說選 傑克.倫敦(Jack London)著; 劉曉樺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586 吃出天生燒油好體質: 根治飲食法,讓你要瘦就瘦,要健康就健康賴宇凡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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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1857 28天轉化意識行動手冊 珊卓.安.泰勒(Sandra Anne Taylor)作; 何宜儀, 馬克譯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9638 靈魂在說話: 聆聽身體的語言 茱莉亞.侃南(Julia Cannon)著; 丁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9645 迴旋宇宙. 1, 地球謎團與平行宇宙 朵洛莉絲.侃南(Dolores Cannon)作; 法藍西斯, 蔡承志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9652 聖塔菲星空下的回憶: 尋找生命真相的旅程 莎莉.麥克琳(Shirley MacLaine)作; 林雨蒨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旭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自怡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果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704 張自強明宗書法個展集 張自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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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3413 俄羅斯人民藝術家: 日瓦金 2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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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17186 臺資銀行問路中國: 藍海經營戰略 吳麟, 黃勁堯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7193 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李建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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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5514 70自述: 陳石林回憶錄 陳石林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5521 深刻的記憶 郭復升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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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9204 覓.視: 劉晉彰後塗鴉影像創作研究個展作品集. 2012劉晉彰作 201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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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9024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上冊) 李忠平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5909031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下冊) 李忠平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5909048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簡體字版) 李忠平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5909055 中國數字景點旅遊精華(簡體字版) 李忠平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名典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侯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美旅行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香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威品牌形象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68361 完全按摩寶典: 全方位按摩操作技巧指導手冊 Susan Mumford原著; 徐其昭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13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臨床醫學. 2012年 張智凱, 彭梓晏, 徐靖評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20 美容化粧品學: 完整統合兩岸化粧品知識與衛生管理差異的第一本書李利主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37 強健的骨骼: 養生保健之鑰 楊榮森, 鄭金寶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44 人體的探索: 解剖與生理學的第一堂課 Richard Walker作; 連文彬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51 Stahl's圖解慢性疼痛與纖維肌痛 Stephen M. Stahl原著; 官怡君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68 讓我們一起遊戲與學習: 讓寶寶的每一天充滿了新奇的活動幫助孩子健康成長羅妮.可翰.雷德曼(Roni Cohen Leiderman), 溫蒂.馬西(Wendy S. Masi)原著; 許惠珍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75 如何預防病人自殺?: 臨床評估與處置 Robert I. Simon原著; 周佑達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82 人體經絡穴位使用圖譜 徐平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399 彩色圖解腎臟系統: 一本非讀不可的腎臟學入門工具書Sunita R. Deshmukh, Newton W.K. Wong原著; 孫樵隱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05 游泳解剖學: 菁英游泳選手肌力訓練最佳指南 Ian McLeod作; 曾國維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29 放射治療劑量學 王鵬程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36 糖尿病臨床實務隨身手冊 Anita Thynne等原著; 陳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43 運動與復健之貼紮治療 Anne Keil原著; 鄭世忠, 鄭穎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50 彩色圖解腦和神經之構造與障礙的機轉 馬場元毅原著; 謝慶良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67 痛點的診斷與治療 鄭光亮, 劉好源主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74 運動解剖學實務: 彩色圖解手冊 Ken Ashwell原著; 駱明瑤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81 臨床婦女泌尿學手冊 梁景忠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498 基礎磁振造影 Ray H. Hashemi, William G. Bradley,Jr, Christopher J. Lisanti原著; 莊奇容, 楊素珍譯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69504 一位眼科醫師的豐收人生: 從臺灣到日本、美國等四國的行醫、學習與生活之旅施永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11 外科基礎技術手冊: 實用臨床入門指引 Sudhir Kumar Jain, David L. Stoker著; 趙鈞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28 組織學圖譜: 功能及臨床面面觀 Dongmei Cui原著; 徐淑媛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35 姿勢評估: 治療師操作指引 Jane Johnson原著; 張鈞雅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42 趣味漫畫圖解生理學: 快樂學習人體的構造與運作田中越郎原著; 蔡岳熹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59 健康的秘密: 您一定要知道的事全在裡面 陳珊珊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66 實證醫學功夫談 刁茂盟, 郭耀仁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73 幼兒健康與安全. 1, 幼兒戶外旅遊安全與防護 Christopher S. Ryder原著; 趙鈞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80 幼兒健康與安全. 2, 幼兒常見疾病及夏季常見問題Christopher S. Ryder原著; 趙鈞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597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幼兒意外、緊急事件處理與預防Christopher S. Ryder原著; 趙鈞志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03 兒童復健筆記: 評估與治療隨身指南 Robin L. Dole, Ross Chafetz原著; 徐于婷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10 本草筆記: 輔助和另類療法手冊 Michele lannuzzi Sucich, Cynthia A. Sanoski原著; 邱翼聰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27 Miller大師引領您讀通麻醉學: 麻醉學的基礎讀本Ronald D. Miller, Manuel C. Pardo原著; 張家穎等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合記



9789861269634 質性研究: 為科學研究的證據 高木廣文原著; 蔡淑娟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41 彩色圖解生理學: 案例分析、評估與詳解 Roger TannerThies原著; 袁宗凡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58 醫學生求生手冊. 2, 臨床生涯 Elizabeth Cottrell原著; 林奕萱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65 肌肉起止點疼痛治療 鄭光亮, 蔣霽, 袁漢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72 彩色圖說脊髓損傷病人復健手冊: 四肢癱瘓的復健治療槐雅萍, 王中立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89 彩色圖說長期臥床者居家復健手冊: 居家運動及護理指引趙雪萍, 周策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696 透析治療完全手冊: 涵蓋病人安全、倫理及末期照護的最佳指引日本透析療法合同專門委員会原著; 楊若珺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702 口腔解剖生理學 方光明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719 臨床外科輕鬆學: 以情境案例分析與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指引Mohan de Silva[作]; 林威佑, 呂明川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726 精神醫學: 從精神醫學史到常見之精神疾病入門的第一本書Neel Burton原著; 周彥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740 雙極疾患新知: 診斷、病理機制、共病症及治療新趨勢臺灣生物精神醫學會雙極疾患小組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757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2年 劉淑媛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764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基礎醫學. 2013年 鄭經倫, 林以茀編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771 最新醫檢師專技高考: 血液學 蕭勝文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788 臨床教學輕鬆上手: 臨床教學和學習的實用指南Judy McKimm, Tim Swanwick原著; 林文玉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801 團體動力學在職能治療的應用: 團體介入的理論基礎與實務應用Marilyn B. Cole原著; 汪翠瀅, 李柏森, 劉靖琁譯 2014-03-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1269818 聽力學精要: 實用基礎及臨床入門指引 Stanley A. Gelfand作; 古偉裕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69849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09年 高儷方, 周昀臻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9856 天然的小藥丸: 抗癌食物及科學依據 劉景仁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66879 醫生VS病人死亡: 一位實證學醫師的另類臨床日記名鄉直樹著; 張意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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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467739 在虛擬中遇見真實: 用媒體.做靈修 德蘭.布萊斯(Teresa Blythe), 丹尼爾.沃伯特(Daniel Wolpert)作; 劉麗君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746 基督的教會新編 張春申原著; 吳伯仁修訂 2014-03-00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5467753 神啊,祢是來整我們的嗎?: 上主的美善vs.邪惡的苦難李察.雷翁納(Richard Leonard, S.J.)著; 張宗德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7760 基督宗教靈修學史 黃克鑣, 盧德主編 2014-04-00 再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575467777 基督宗教靈修學史 黃克鑣, 盧德主編 2014-04-00 再版 平裝 第二冊 1

9789575467784 修理破壞的靈魂: 徐卓越神父作品集 徐卓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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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有鹿文化



9789866281723 冷戰中的兩面派: 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 汪浩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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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001 用數字DNA論運勢 黃恆堉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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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7600 蔡秀雲書畫選集 蔡秀雲作 201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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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32468 佛門占星初機: 佛門高僧的占卜法 洪能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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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2703 我是安琪拉 劉沛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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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9102 自然美容術 蔡燕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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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9649 聽南懷瑾講為人處事 徐志遠, 蕾蕾著 2014-02-00 修訂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然美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琪拉的魔法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得國畫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進國際數位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1176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1, 槓桿機械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183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2, 齒輪機械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190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3, 斜面機械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06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4, 滑輪機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13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5, 潮汐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20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6, 位能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37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7, 壓力裝置機械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44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8, 太陽能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51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9, 內燃機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68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10, 有無刷電動機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75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11, 水渦輪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82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12, 外燃機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299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13, 生質能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6021305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14, 地熱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021312 創造力能源機器人. 15, 風力 張翕如總編輯 201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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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193808 人因工程學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一屆: 人因創新與福祉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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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4260 哈佛式英文 王崑勝作 20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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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7526 享壽逆齡: 中西醫一起教你不生病、永保青春的秘訣黃裕昌, 邱旭祥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興不動產投資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運國際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曲嘉屋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全華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005 巷子內的不動產: 你不知道的房事秘辛 許君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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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33602 鐵道趴趴走遍北海道 牛奶杰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619 被賣掉的未來: 拚經濟,不該拚掉我們的未來 黛安.柯爾(Diane Coyle)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626 最新版日文動詞大全. 2014 張文朝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640 看漫畫學會超生活日本語 藤本紀子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57774 最新版日文形容詞大全. 2014 張文朝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57941 吃出錢途: 5W1H教你吃一頓飯賺到翻倍業績 吳睿穎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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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8113 公孫草本誌 蕓薹網著 2014-01-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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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83914 宅女小紅の空虛生活智慧王 宅女小紅(羞昂)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83921 Tokyo boy alone 森榮喜作 2011-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83945 往前往後都是團圓 孫大偉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531 左京都男子休日 男子休日委員會企劃.寫真.文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548 屋頂上 陳敏佳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555 我們從未不認識 林宥嘉文本; 萬金油小說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562 不妥: 聶永真雜文集 聶永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579 可不可以一直在一起: 彎彎寵物日記 彎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5586 好媳婦(國際中文版) 宅女小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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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吉騏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轉星球文化



9789861342283 再見,世界工廠: 後QE時代的中國經濟與全球變局王伯達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283 再見,世界工廠: 後QE時代的中國經濟與全球變局王伯達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290 掠食者思考: 一生都不想忘記的62個關鍵句 戴夫.卓特(Dav Trott)著; 許恬寧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306 無聊的魅力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 陳信宏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313 跟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用更有說服力的方式行銷你和你的構想卡曼.蓋洛(Carmlne Gallo)著; 羅雅萱, 劉怡女譯 2014-06-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42320 新聞的騷動: 狄波頓的深入報導與慰藉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 陳信宏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320 新聞的騷動: 狄波頓的深入報導與慰藉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 陳信宏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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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6528 基礎圖學(術科)滿分總複習練習本 李俊奇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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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76548 Rise and shine. junior Lee Sisters Short-Term English School 2011-02-00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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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6632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 李瑞烈主講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649 論語 李瑞烈註講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656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 李瑞烈註講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6663 還鄉直指 李瑞烈註講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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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43195 絕代特工 端木景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201 絕代特工 端木景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218 絕代特工 端木景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225 絕代特工 端木景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232 絕代特工 端木景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氏姐妹英語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心講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育才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希代多媒體



9789863043256 家有福女 依依蘭兮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263 家有福女 依依蘭兮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270 家有福女 依依蘭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287 家有福女 依依蘭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43294 家有福女 依依蘭兮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3300 家有福女 依依蘭兮著 2014-05-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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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82522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十一屆李命志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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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5307 谷正綱先生年譜 彭晉生, 詹雅琪編著 2014-03-00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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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2715 平常茶飯: 李蕭錕禪畫 釋有賢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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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02820 張堂[]: 路邊劇場 張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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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7326 小王子流浪記. 第二集, 有夢之鄉 釋滿濟著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5777333 小王子流浪記. 第三集, 絲想之路 釋滿濟著 2014-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形而上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谷正綱先生紀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1

淡大財金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87461 航運行政最佳導航: 考前關鍵綜合題庫本 林敏玄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1287478 土地法大意3point 林育智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7485 諮商與輔導口袋書 程薇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1287492 諮商與輔導 程薇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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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4138 影子科學 謝繡竹作 2014-03-00 平裝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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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2449 禪宗的茶 林瑞萱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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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6274 捷運公司招考: 捷運專業英文(含捷運重要英文字彙)拿芬, 簡捷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26281 捷運公司招考． 捷運國文(測驗) 余訢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26298 捷運考公司招考: 捷運常識(含捷運概述、捷運系統概論、精選法規)彭國智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403 國民營事業招考: 行銷學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陳志飛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26410 國民營特考: 電子學(含電子學概要、電子概論) 陳基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427 國民營事業招考( 計算機概論、電腦常識) 蔡宏恩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26434 國民營事業招考: 企業管理概論(含管理學)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陳企光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441 國民營事業特考: 機械原理(機械概論、機械常識)重點整理+精選考題蔡雲飛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26458 國民營事業考試: 行銷學(含行銷管)歷屆題庫完全攻略陳志飛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26465 國民營招考: 論文/作文 鍾虹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496 國民營招考: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重點整理+精選考題陳澤編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502 國民營事業招考: 機械製造與識圖重點整理+精選考題林錦村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6519 銀行招考題庫完全攻略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926526 迴文詩三百首 朱濟生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典文化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良辰



9789865926571 長春石化先導型ERP: 抓住臺灣的資訊競爭力 林顯東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926588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 柳威廷, 吳憶如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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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57232 臺灣傳統的蔗糖業 張忠正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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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2164 開心童詩農場 黃宏文, 黃宏仁著 2014-04-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007 狼子傳說 廖文毅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014 大海想搬家 林加春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021 吉絲卡的願望 吉絲卡, 簡慶東口述; 吉絲卡繪; 陳啟民, 須文蔚寫作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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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39934 宗教文化多元主義: 包容、對話與和平 蘇瓦特.伊勒德爾姆(Suat Yildirim)等作 2010-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39941 Religio-cultural pluralism: tolerance, dialogue and peaceSuat Yildirim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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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17597 近代會黨與民間信仰研究 邵雍著 2011-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7610 琴韻輕吟一樂人: 臺灣光復時期的音樂人陳清銀陳忠照著 2011-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8600 師範自選集 師範著 2011-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8679 創意論說文寫作教學 張銘娟著 2011-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8839 螢雪齋文輯 劉昭仁著 2011-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19225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編 2010-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0448 航空氣象學試題與解析 蒲金標編著 2012-1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3260493 紫微斗數筆記本: 機月同梁巨日 賀春榮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0509 紫微斗數筆記本: 紫廉武府相殺破狼 賀春榮編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辰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希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秀威資訊科技



9789863260578 晚明風骨: 袁宏道傳 曾紀鑫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339 另眼看民國人物: 謙盧隨筆 矢原謙吉著 2014-04-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360 近世人物志: 晚清人物傳記復刻典藏本 金梁原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36 依舊是: 多多詩選 多多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43 眺望自己出海: 楊煉詩選 楊煉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50 致另一個世界: 王小妮詩選 王小妮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67 登高: 翟永明詩選 翟永明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74 手藝與注目禮: 歐陽江河詩選 歐陽江河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81 山坡和夜街的涼暖: 蕭開愚詩選 蕭開愚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698 導遊圖: 陳東東詩選 陳東東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04 紅色歲月: 李亞偉詩選 李亞偉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11 梅花酒: 潘維詩選 潘維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28 小輓歌詩叢: 臧棣詩選 臧棣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35 唯物: 蔣浩詩選 蔣浩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42 好消息: 姜濤詩選 姜濤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59 飛去來寺: 韓博詩選 韓博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66 片片詩: 胡續冬詩選 胡續冬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1773 夜飲: 秦曉宇詩選 秦曉宇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008 張隆溪文集 張隆溪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3262114 常任俠日記集: 春城紀事(1949-1953) 常任俠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83 震落月色: 和權詩集 和權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190 風中情話: 陳正雄的抽象藝術 風之寄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206 危機時代與主體建構: 新世紀以來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張慧瑜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213 否定的日本: 日本想像在兩岸當代文學/文化中的知識考掘學盧冶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220 文學倫理學批評及其他 聶珍釗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237 初學翻譯入門書: 英漢翻譯習作 胡淑娟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244 書魚記: 漫談中國志怪小說.野史與其他 儲勁松著 2014-03-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299 理論的逃逸: 解構主義與人文精神 陳永國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305 我沒病: 長篇小說 陳然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312 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 黃仁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62329 幻想製造師: 楊納的虛幻寫實主義 風之寄編著 2014-03-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336 族群社會工作 葉至誠作 2014-04-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343 佛教禪法之研究: 依據巴利<>及漢譯<> 釋洞恆著 2014-05-00 一版 平裝 3

9789863262350 李宗舜詩選. I, 1973-1995 李宗舜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367 格拉古實錄: 勞改回憶錄. 二 張先癡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381 回眸百媚的樣貌: 中國當代小說情愛敍事研究 周志雄著 2014-04-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2398 黑人文學研究先驅楊昌溪文存 楊昌溪作; 韓晗, 楊筱堃編 2014-04-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62404 黑人文學研究先驅楊昌溪文存 楊昌溪作; 韓晗, 楊筱堃編 2014-05-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62411 寫給愛: 楊佴旻的彩墨世界 風之寄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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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8631 先傾聽,就能說服任何人: 贏得認同、化敵為友,想打動誰就打動誰馬克.葛斯登(Mark Goulston)作; 賴孟怡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8648 80/20法則做行銷,業績變百倍: 全美最優行銷大師做更少、賺更多的祕密裴利.馬歇爾(Perry Marshall)著; 李芳齡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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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4617 獵殺海洋: 一部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史 卡魯姆.羅伯茨(Callum Roberts)著; 吳佳其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624 家庭性辭典全輯 馮光遠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4648 尋找天堂: 北極圈裡的難民營 陳琬淋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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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71849 我想要的,你都會雙手奉上: 慕尼黑商學院教授的全方位談判課雅克.納斯海著; 方秀芬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1849 我想要的,你都會雙手奉上: 慕尼黑商學院教授的全方位談判課雅克.納斯海著; 方秀芬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1856 做事俐落的人,做事拖拉的人: 微調小習慣,做什麼都比別人快山本憲明著; 李漢庭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863 有愛的絕技最銷魂: 女醫師教你真正愉悅的性愛關鍵69宋美玄著; 陳系美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1870 心裡的苦,身體知道: 療癒身心的7個實作練習 自凝心平著; 林詠純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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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3060 三乘唯識: 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編輯籌劃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3077 假如來藏: 法蓮法師著<>書中所說如來藏是假如來藏佛教正覺同修會臺南共修處法義組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73084 識蘊真義 平實導師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50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我們出版



9789868973091 燈影: 燈下黑 平實導師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4806 邪箭囈語: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之邪說 陸正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44813 邪箭囈語: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之邪說 陸正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44820 護法與毀法: 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 網站毀法二文正圜老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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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45493 好快!10天背完3000西班牙語單字 李家蘭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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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0481 蕭長正雕塑集 蕭長正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9030939 究竟無極: 邱秉恆畫輯 邱秉恆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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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7656 機器人實驗室EV3程式設計開發與應用: 學生手冊. B貝登堡講師團隊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7663 機器人實驗室EV3程式開發與應用: 學生手冊. C貝登堡講師團隊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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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1507 催眠師的業務成交術 中村勝宏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14 20幾歲就崛起: 青春,從20幾歲才開始！ 開欣格格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21 35歲前要懂的33個法則 晴天娃娃, 流川美加, 韓芳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38 35歲前要有的33個夢想 晴天娃娃,流川美加,于飛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45 老師不教,卻最重要的80個人脈法則 白亨利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52 朋友不說,卻最關鍵的80個細節 白亨利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69 老闆不教,卻最看重的80種能力 白亨利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76 情人不說,卻最在乎的80個態度 白亨利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1583 教出快樂孩子: 父母送給孩子最好的39份禮物　田中直子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貝登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我視整合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希望星球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9789869051590 管理大王: 什麼人都能管 流川美加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06 1次1分鐘說出英語力 蔣志榆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13 這個英文單字會考 蔣志榆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20 35歲前要給自己的33個禮物 晴天娃娃, 白嗣亨, 中村勝宏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37 1萬元買屋致富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44 月入10萬暴利行業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51 年終獎金暴增術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68 3天寫會50音 我識全球語文教學中心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75 這樣投資,對?不對? 里奇.康財務規劃團隊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82 父母的好習慣決定孩子的大未來 劉素萍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099 史上最強的24個管理法則 岡本憲宏, 師瑞德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05 史上最強的23個領導法則 岡本憲宏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12 30歲年薪百萬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29 黃金證照王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684136 放下,才能起飛 魔女ShaSha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43 投資致富的關鍵字×100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50 推理王. 7 我識編輯部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67 推理王. 8 我識編輯部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74 推理王. 10 我識編輯部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81 推理王. 2 我識編輯部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198 推理王. 4 我識編輯部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11 聰明加盟賺大錢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28 1小時兼差致富 我識編輯群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35 1勝9敗 卡瑪, 趙秀軍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42 人民幣來了,新台幣跑了: 兩岸達人教你大賺人民幣白亨利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59 在馬桶上學會的大道理 楊可欣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66 窮得只剩下創意 黑天使, 白如意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73 35歲前要有的33種能力 蔣敬祖, 流川美加, 朱玉紅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80 父母的壞習慣影響孩子的大未來 張芷華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297 行銷高手想的和你不一樣 流川美加, 師瑞德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303 窮得只剩張嘴: 用好人脈幫你逆轉勝 中村勝宏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327 獨立是玩出來的: 旅行,教會我和孩子的事 邱瑜青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334 網路聊天必備短句 蔣志榆, 吳佳燕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341 Wii贏的策略: Wii為什麼會Win 蔣敬祖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358 12歲前要教小朋友的30堂成長課 田中直子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365 史上最強的20個行銷法則 紀家祥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4372 敲開藝術家的腦袋 許志榮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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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1072 結合多元身心遊戲模式之兒童瑜珈團體方案 沈湘縈編纂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140 English for hotel and restaurant 育達科技大學編纂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911171 新世紀休閒創意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黃蕙娟, 顧兆台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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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81906 育達通識學報. 創刊號 郭祐全執行編輯 2011-07-00 平裝 1

9789578581913 育達商管學報. 第五期 劉盛男總編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8581487 文化符號與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選. 2013 華文傳播與創意系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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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4252 消失的一九四五--拓南少年史新編 吳淑真, 吳淑敏作 201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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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51366 家族的肖像 Okitty作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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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90050 大阪.神戶玩全指南. '14-'15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67 北京.步步精心 陳曦文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74 搭地鐵,玩東京. '14-'15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商業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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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達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葳廣告



9789863490081 搭地鐵吃香港美食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098 第一次自助遊英國超簡單. '14-'15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攝影.文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104 香港玩全指南. '14-'15版 郭志輝等文字.攝影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111 香港: 行.食.色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135 第一次自助遊巴黎超簡單 姚筱涵文字.攝影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142 來去海角住一晚 棋子等文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159 第一次自助遊澳門超簡單. 14-15版 曹憶雯文字.攝影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159 第一次自助遊澳門超簡單. 14-15版 曹憶雯文字.攝影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0166 來去天邊住一晚 瑪格等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173 東京日歸小旅行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180 首爾日歸小旅行 林怡臻,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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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76993 Desert planet rescue! Duane E. Jones 2011-02-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006 Tim learns a lesson Russell Holmes, Kyle J. Olsen 2011-02-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037 Story house(student book) 黃小芳, 葉佳宜主編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4777020 Story house(student book) 黃小芳, 葉佳宜主編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4777044 國民小學英語. student book 邱玲劭, 黃小芳主編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7051 國民小學英語. student book 邱玲劭, 黃小芳主編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7068 Go! abc student book 黃鈺婷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7075 Go! abc student book 黃鈺婷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77082 Tree house(textbook). 9 Kyle J. Olsen etc. 2011-07-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099 Robert louis stevenson'streasure island Kyle J. Olsen 2011-07-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105 The Bully's revenge Duane E. Jones 2011-07-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112 Story house(student book) 張曉莉, 黃小芳, 劉宇芯主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4777129 Story house(student book) 張曉莉, 黃小芳, 劉宇芯主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4777136 Go! abc student book 黃鈺婷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7204 Go! abc student book 黃鈺婷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77464 幼說幼唱幼歡笑. 紅(簡體字版) 張書郁, 陳美玲文; 劉貞秀, 呂娟慧, 戴慰萱圖 2012-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4777471 幼說幼唱幼歡笑. 橙(簡體字版) 張書郁, 陳美玲文; 劉貞秀, 呂娟慧, 戴慰萱圖 2012-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574777488 Kids world(student book). 1 Eric C. Yang etc. 2012-07-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556 Tree house English series(textbook). 11 Kyle J. Olsen總編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6

何嘉仁



9789574777563 Treasury of short stories. volume 1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Sandy Huen[作] 2012-08-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570 Kids world(student book). 2 Keith A. Beokett etc. 2012-1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587 Treasury of short stories. volume 2 Duane E. Jones, Kyle J. Olsen, Kelth A. Beckett[作] 2013-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594 Tree house English series(textbook). 12 Kyle J. Olsen總編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77600 Give me five(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77617 Give me five(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77624 Give me five(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77631 Give me five(student book) 朱育瑩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777648 國民小學英語. student book 楊貽惠, 張曉莉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77655 國民小學英語. student book 楊貽惠, 張曉莉主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777662 Kids world(student book). 3 Kelth A. Beckett, Vicki Huang, Angela Yeh[作] 2013-06-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7686 Kids world(student book). 4 Kelth A. Beckett, Vicki Huang, Angela Yeh[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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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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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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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8837 佛門達摩十八式 廖炳榮原著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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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99318 女中醫寫給女人的保健書 莊雅惠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325 麵攤仔賺大錢 柚子著 2012-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332 賺錢咖啡館 楊海銓作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99349 豬肉的100個料理關鍵 洪明照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356 手作天然酵母包子饅頭 謝煒貞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363 超省錢廚房: 39元出好菜 溫國智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370 莊雅惠好好照顧你的肝 莊雅惠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31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燈傳播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邦聯文化



9789866199387 糕與粿 顏金滿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99394 美慧老師的快手電鍋菜120 林美慧著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400 快手套餐 林美慧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417 好孕280天 郭玉芳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6199424 4-12個月健康寶寶副食品 黃筱蓁食譜作者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431 花漾冰心蛋糕卷 李湘庭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448 0-6歲幼兒飲食指南 郭玉芳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455 百搭醬料理 邦聯文化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462 1-3歲小朋友健康成長料理 黃筱蓁食譜作者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479 中秋&端午&春節: 幸福應景的中式糕餅點心 顏金滿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486 親手為孩子做早餐 辜惠雪食譜作者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6199509 專挑好食材 林姿佑, 許若薇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516 好吃又好做的異國料理 林美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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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9503 熔古薪藝: 吳明儀-柴燒陶不只是柴燒 吳明儀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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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3006 高島斷易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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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9449 社企力!: 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用愛創業,做好事又能獲利!社企流Socail Enterprise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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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2328 風險證券化之探討: 以另類思維分析溫度選擇權在臺灣發行之可能性王言等作 2014-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壯觀天行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吳藝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0909 哲學十大問題 鄔昆如著 2014-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0947 魏晉史學及其他 逯耀東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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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75755 明日之星舞蹈教育團隊閃亮公演. 2013第十八屆: 千里眼與順風耳的護主奇航民俗動畫舞劇典藏劇冊明日之星舞蹈教育團隊圖.文; 蔣政堯總策劃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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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00195 我們都是死人 綺羅原作; 古學勤翻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2687 加奈日記 石見翔子原作; 曾憲章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2960 海貓嗚泣時episode1: legend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 夏海ケイ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523 神兵啟示錄 常闇大地 浅見よう作; Rui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3745 破妖之劍 前田珠子原作; 松元陽漫畫; 陳釣然翻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4667 便當. 8, 超大號精力便當聖誕節特別版1250圓 朝浦作; 許國煌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4759 水乳交揉! 鏡裕之作; 葉廷昭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5787 魔物獵人短篇漫畫 布施龍太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6494 下一個舞台 安達充原作; 張勝昌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026 小說名偵探柯南特別篇: 給工藤新一的挑戰書: 對決!!工藤新一VS服部平次青山剛昌原著; 平良隆久小說; 龔亭芬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156 哆啦A夢電影改編漫畫版: 大雄的秘密道具博物館藤子.F.不二雄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163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3107170 銀狐 落合小夜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7279 少女與戰車 響遊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637 BEAN BALL爆球 市田実原作; 波多野秀行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644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7651 MIX 安達充原作; AKIRA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668 要聽爸爸的話: 小兔兔圖案 松智洋原作; MATSUDA98漫畫; NAO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729 志水雪全集LOVE MODE 志水雪原作; ALATA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7736 百發百中! 林佑樹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日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文



9789863107743 銀狐 落合小夜里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07750 美少女棒球教練長谷部 上野祥吾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767 志村貴子作品集: 可愛的惡魔 志村貴子原作; Reigi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811 冰之國的王子殿下 小野ハル力原作; 林佩瑾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828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1, 植物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835 牙之旅商人 七月鏡一原作; 梟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7842 百合學園: 百合香的女子大學生活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孝宏漫畫; 逝人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7859 武勇傳 滿田拓也原作; 陳均然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7866 除魔巫女. 總務2課 光永康則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7873 無常之物 山本久美子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880 戀愛與感情主義 橋本あおぃ原作; 大和腐子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897 戰國BASARA. 3, Tiger's Blood 伊藤龍原作; 弁天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903 素人AV女優 川本貴裕原作; 逝人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910 市場鐵好想賺大錢! 梧桐怔木原作; 謝政儒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927 喬巴超人 衝啊!大家的喬巴老師 尾田榮一郎原作; 武井宏文漫畫; 周芷伊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934 森田同學很沉默 佐野妙原作; 逝人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7965 未完的少女傳說 彌生志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7972 ROBOTICS;NOTES機械學報告 Foca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009 GA藝術科美術設計班 きゆづきさとこ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8016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T.P時光特警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023 A頻道 黑田bb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8030 閒來無事的戀愛 左京亞也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047 鄰家小蘿莉 宮下未紀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054 藝術搜查班 中島豐作; 古學勤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061 迷糊公務員SERVANTxSERVICE 高津カりノ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078 拳願阿修羅 山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砂輪忍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085 享樂生活 春輝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8092 妹控Plus 勇人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8108 千歲Get you!! 真島悅也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8115 甜蜜生活2nd season 弓月光原作; 捲毛太郎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122 14歲之戀 水谷フーカ作; HARU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139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麥茶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08146 楚楚可憐超能少女組 椎名高志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08153 織田信奈的野望: 與公主在一起 春日みかげ原作; みなづきふたご漫畫; 弁天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160 不小心看見淫魔了. Series 2 松雪奈奈作; Kei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177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鱗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8184 很愛很愛你 高遠琉加作; 林彣馡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191 中嚴寺家的隱密 片桐了原作; 黃增欽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207 魔法師的好友 香魚子原作; 游若琪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214 我家是賣A書的 橫山知生原作; 小天野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221 我們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見的花名 超平和バスターズ原作; 泉光漫畫; 李妮萱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467 我們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見的花名 超平和バスターズ原作; 泉光漫畫; 李妮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238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作; 青刃時雨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245 屍姬 赤人義一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08252 戀曲寫真: 美少女圖鑑 Enterbrain[作];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269 惡靈古堡. 6: 劇情全書 Enterbrain[作]; 林耿生內文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276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8283 櫻花大戰15th Anniversary太正浪漫畫報 Enterbrain[作]; 可倫內文翻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08290 蒼翼默示錄PHASE SHIFT 駒尾真子作; TKB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306 16:00的召喚魔法 木緒なち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313 逆天傳說 深山ユーキ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320 逆天傳說 深山ユーキ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33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是否搞錯了什麼大森藤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344 Xtreme極限藝能. 世界種子篇 陳志隆漫畫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351 STEINS;GATE: 蝶翼的Divergence: reverse 5pb, x nitro+原作; 三輪清宗著; 可倫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368 內有隱情 中原一也作; Mike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375 影子情人 松幸かほ作; niwa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382 Campione: 弒神者!. XIII, 南洋的姬神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399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08405 聖鬪士星矢NEXT DIMENSION冥王神話 車田正美原作; R.O.N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8412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08429 志水雪全集LOVE MODE 志水雪原作; ALATA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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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8443 六花的勇者 戶流ケイ作; krpt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450 紙箱戰機 Level-5 Inc.原作; 藤異秀明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8474 電波教師 東毅原作; 地區B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8481 甜蜜魅惑 ふるかあしおリ作; 地區B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498 綺糸屋異聞 坂野睦作; 陳鈞然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504 妄想老師 春輝原作; 地區B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8511 要聽爸爸的話: 空色之響 松智洋原作; 江尻立真漫畫; yoshiki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528 JESUS砂塵航路 七月鏡一原作; 藤原芳秀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8535 500年的依戀 山中ヒコ作; niwa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542 少男身少女心 原田重光原作; 瀨口たかひろ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559 九道謎題與魔法使 三浦純原作; 謝政儒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566 世界鬼 岡部閏原作; 鄭世彬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573 少女戀愛變異 大月悠祐子原作; 香草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580 恐怖物語 楠桂作; yoshiki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597 肉食動物的餐桌禮儀 草間さかえ作; 大和腐子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603 杰克雷亞托爾: 神漫畫戰記 阿久井真, 戶塚たくす原作; 如糸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610 殺戮箴言 宮条カルナ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08627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2, 昆蟲的祕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634 萌!妖精全書 TEAS事務所[作];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641 龍族教義: 黑暗覺者: 黑咒島官方攻略本 CAPCOM[作];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658 STEINS;GATE星塵的Duplet たのかみはすく[作];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665 伊蘇25週年美術大全 SoftBank[作];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108672 STEINS;GATE 比翼連理的非戀人 5pb. x nitro+原作; 海羽超史郎著; 譚志瑋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689 野本憲一模型技術研究所: 一起來做塑膠模型吧!野本憲一作; SR2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696 Owa rande!夢魔召喚!. 1, 攻略難搞貴族的方法 神秋昌史作; Kei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702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麥茶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08719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3108726 弒神者 坂本次郎原作; 麥盧寶全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733 神奇寶貝特別篇 日下秀憲原作; 山本智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108740 閃電11人GO Level-5 Inc.原作.監修; 藪野展也漫畫; 霖之助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8757 Owa rande!夢魔召喚! ネツマイ力漫畫; 逝人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764 最終護花使者: 貓之俱樂部: Last Escort: Club Katze吉祥りら原作; 伶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788 坎特雷拉 坂本あきら原作; 佐加奈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08795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椿いづみ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801 占卜姊妹: 沙彌沙遊大作戰 Kei原作; 麥茶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818 日波里的清晨 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8825 夫妻甜蜜物語 克.亞樹作; 捲毛太郎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108832 享樂生活 春輝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8849 尋因異聞錄.椿 川下寬次作; 地區B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8856 戰國BASARA 3, 宛如鬼神 樋口大輔原作; 弁天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863 冰之國的王子殿下 小野ハル力原作; 麥茶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870 我與魔女的實驗時間 アラカワシン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8894 石影妖漫畫譚 河合孝典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8900 Smoking gun民間科搜研調查員: 流田緣 橫幕智裕原作; 竹谷州史漫畫; 麥盧寶全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917 Pokemon X.Y: 最速攻略本 小学館作;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924 魔物獵人EPIC 布施龍太漫畫; 林珉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931 來來貓 來來貓大和作; 鄒百蕙內文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8948 惡魔獵人: 3.1.4.2美術資料集 CAPCOM作; 黃盈琪內文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955 聖劍與魔龍的世界 サイトウケンヅ作; 溫立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327 聖劍與魔龍的世界 サイトウケンヅ作; 溫立瑜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8962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8979 三百年後依然愛你 海野幸作; 佐加奈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986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 低語、詠唱、祈禱、覺醒吧十字文青作; 羅怡蘋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8993 青之驅魔師: Home sweet home 加藤和惠, 矢島綾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006 背道而馳的愛戀 鈴藤みれ作; Christin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09013 背道而馳的愛戀 鈴藤みれ作; Christine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09020 Candy drops: 梱枝りこ畫集(珍藏版) 梱枝りこ作; 陳冠宇內文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037 織田信奈的野望 春日みかげ原作; 青刃時雨漫畫; 弁天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044 迷糊公務員SERVANTxSERVICE 高津カりノ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051 我們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見的花名 超平和バスターズ原作; 泉光漫畫; 李妮瑄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9068 家庭嬌師 高尾じんぐ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9075 不存在的國度 草間さかえ原作; 大和腐子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082 Steins; gate drops 5pb.X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Carawey漫畫; 林珉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099 妮娜與兔子與魔法戰車 兔月龍之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105 探地潛龍 福地翼原作; 霖之助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112 森田同學很沉默 佐野妙原作; 逝人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129 花鳥風月 志水雪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136 花鳥風月 志水雪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143 青之驅魔師 加藤和惠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9150 魔法師的好友 香魚子原作; 游若琪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167 Cos-chu: 扮演中毒 あずまゆき原作; 小天野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174 美少女棒球教練長谷部 上野祥吾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181 戰國STRAYS: 時空迷遊抄 七海慎吾原作; 弁天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09198 夫妻甜蜜物語精選集 克.亞樹作; 捲毛太郎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204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原作; 地區B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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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09228 摺紙戰士F 周顯宗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235 李洛克的青春全力忍傳 平健史原作; 伶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9242 關根君的戀情 河內遙原作; 如糸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259 愛殺寶貝 カヅホ原作; 地區B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09266 偽惡之王. 1, blade,blaze and sweet ballade 二階堂紘嗣作; 林珉萱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273 武裝中學生2045: 夏 岡本夕クヤ作; 羅怡蘋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280 不推理的名偵探 村田治作; 蔡承胤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297 聖夜 榎田尤利作; niwa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303 心靈偵探八雲: SECRET FILES絆 神永學作; 郭寶雯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310 六花的勇者 山形石雄作; krpt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9334 翠星上的加爾岡緹亞 谷村大四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358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372 鼻血店長就不行嗎? 新木伸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389 森羅萬象統馭者 水月紗鳥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9402 世界的菇菇圖鑑 Enterbrain著; 林珉萱內文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419 百花繚亂: 劍妃: 超百花畫集 Hobby Japan作; 林珉萱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426 水晶之門: 火之馴獸師 翔龍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433 奇人密碼之古國祕神錄 秦儀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440 機甲英雄FIGHT! 鈊象電子原案; 惟丞, 好面漫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457 萌!妖怪全書 TEAS事務所作; 王啟華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464 無聲的世界 杉原理生作; 張勝昌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471 都市榮服CITY SENTRY S 雀形目漫畫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488 國崎出雲軼事 平川彩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9495 因為人家就是喜歡嘛 志連幸枝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501 說謊的天使死了 晴瀨ひろき原作; 葉巡明治作畫; 小天野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518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3, 天氣的秘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525 腦內男友 陽気婢原作; 籃球丸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532 CANIS: 雨天是為了與你相遇 Zakk原作; 游若琪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549 極黑的布倫希爾特 岡本倫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563 海貓鳴泣時episode1: legend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 夏海ケイ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846 海貓鳴泣時episode1: legend of the golden witch 竜騎士07原作; 夏海ケイ漫畫; 小天野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9570 可愛和尚惹人憐 本間アキラ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587 刺青之男 阿仁谷ユイシ原作; niwa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594 達爾文遊戲 FLIPFLOPs原作; 陳鈞然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600 戀愛叛惱 村山涉原作; 麥茶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617 志水雪全集LOVE MODE 志水雪原作; ALATA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09624 斬.赤紅之瞳 タカヒロ原作; 田代哲也作畫; 霖之助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631 電波教師 東毅原作; 地區B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9648 月光條例 藤田和日郎原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09655 我與魔女的實驗時間 アラカワシン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9662 魔王大人的舔舔計畫 松林悟原作; 地區B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679 少女與戰車 才谷屋龍一原作; 地基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686 Campione: 弒神者!. XIV, 第八位弒神者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709 不推理的名偵探 村田治作; 蔡承胤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716 不小心著了淫魔的道. Series 3, 不小心墜入愛河的淫魔松雪奈々作; KEI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723 要聽爸爸的話!: 小兔兔圖案(小說版) ココロ直作; 龔亭芬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64394 名偵探柯南 青山剛昌原作; 陳柏伸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2566435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竹村洋平漫畫; 伊波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09730 侵略!花枝娘 安部真弘原作; 小天野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09747 光之風 渡邊多惠子原作; 葉廷昭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09754 織田信奈的野望: 與公主在一起 春日みかげ原作; みなづきふたご漫畫; 弁天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761 直笛與書包 東屋めめ原作; 和靜清寂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09778 新網球王子 許斐剛原作; 依文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09785 市場鐵好想賺大錢! 梧桐怔木原作; 謝政儒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792 拳願阿修羅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砂輪忍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808 指尖的光路圖 青井秋原作; 通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815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A夢 藤子.F.不二雄原作; 麥茶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09822 中嚴寺家的隱密 片桐了原作; 鄭雅云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839 為什麼?告訴我吧!小學生知識大問答 學研教育出版原作; 葉婉奇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853 惡靈古堡啟示真相: 官方完全攻略本 Enterbrain[作]; 王啟華內文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860 續.世界的菇菇圖鑑 Enterbrain著; 金谷泉原作, 插畫; 林珉萱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877 學校的暗殺社 深見真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09921 再生的思考昇華. 1, Re.union 武葉コウ作; 卒晉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938 無名反叛者. 1, 神聖魔劍永不斷折 草木うしみつ作; 尊師k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945 淫猥的神燈 中原一也作; 佐加奈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952 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榎田尤利作; 林彣馡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969 雖然才高一卻在異世界當起城主 鏡裕之作; 巧克力仙人掌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976 天翔虎軍師 上総朋大作; 林珉萱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09983 妹妹攻略我的路線.愛情喜劇理論 明月千里作; 江采璇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09990 關根君的戀情 河內遙原作; 如糸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0029 路人超能100 One原作; 弁天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0036 名偵探柯南理科檔案. 4, 星星與星座的秘密 青山剛昌原作; 金井正幸漫畫; 陳鈞然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65247 戀姬無雙外傳 紫電一閃!!華蝶假面. 3, 愛我的霸王BaseSon原作; 御門智作; 御門幻流翻譯 2010-10-00 初版 平裝 上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264 蕭順杰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蕭順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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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90405 白話後宮全傳 張志君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390436 白話後宮全傳 張志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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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65563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96557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965594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96560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5965587 AMC listening series Ryan Campbell等[作] 2014-03-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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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0637 歷史檔案館. 2, 惡夢 薇多莉亞.舒瓦著; 林零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651 血戰英雄 喬.艾伯康比(Joe Abercrimbie)著; 王寶翔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226

送存冊數共計：232

拓方印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旺文社



9789865880668 審判者傳奇: 鋼鐵心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王寶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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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8326 文化創意產業與前瞻設計研討會. 2013: 研討會論文集許立杰編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8718326 文化創意產業與前瞻設計研討會. 2013: 研討會論文集許立杰編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8718333 轉介點 顏依容, 彭玉玟, 徐豪廷專刊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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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5333 藝起東方. 2013: 東方設計學院教師藝術創作聯展楊佳廣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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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5357 在地文化特色觀光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4黃建超總編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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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48424 聽語新潮. 10 王克經等編輯 2011-08-00 平裝 3

9789868348448 聽語新潮. 12 王克經等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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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6838 亥子道佛國十三週年慶典紀念特刊 無上聖皇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6838 亥子道佛國十三週年慶典紀念特刊 無上聖皇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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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法王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方設計學院觀光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聽語科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方設計學院



9789861075426 俏妞出招 河原和音作; 張芳馨譯 2011-11-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75457 媚藥咖啡屋 右京礼音作; 翁蛉玲譯 2012-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5464 媚藥咖啡屋 右京礼音作; 翁蛉玲譯 2012-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5471 蜜戀糖果 山森三香作; 賴瑞琴譯 2012-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5488 蜜戀糖果 山森三香作; 賴瑞琴譯 2012-06-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5518 讓你說愛我 永田正実作; 陳雪美譯 2011-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5556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08-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75563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09-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5570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09-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75525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06-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5532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07-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75549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5624 老師聽我說 立花アスカ作; 蔡妃甯譯 2011-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5662 妖怪連絡簿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2011-08-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5686 圖書館戰爭Love & war 弓黃色, 有川浩作; 尤靜慧譯 2011-10-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5730 魔法小惡魔 篠塚廣夢作; 王薇婷譯 2012-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5877 蜜柑次郎 双葉よう作; 陳書萍譯 2011-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5969 蠟筆小新動畫版. 22, 秋天挖地瓜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1076003 乙女王子 888作; 蕭嘉慧譯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1076010 謊言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李文軒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027 謊言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李文軒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034 謊言的誘惑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李文軒譯 2012-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6096 學園奶爸 時計野はり作; 黃依齡譯 2011-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126 八潮與三雲 草川為作; 江荷偲譯 2011-06-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195 多金轉校生 許貴合, 朴璟蘭作; 林建豪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201 多金轉校生 許貴合, 朴璟蘭作; 林建豪譯 2011-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218 多金轉校生 許貴合, 朴璟蘭作; 林建豪譯 2012-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6294 虎與狼 神尾葉子作; 李其馨譯 2011-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300 虎與狼 神尾葉子作; 李其馨譯 2011-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6355 檸檬心星 葉月惠作; 趙秋鳳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362 檸檬心星 葉月惠作; 趙秋鳳譯 2011-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416 月夜草子 姬神尋作; 王靖惠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76423 閃亮新星 森永愛作; 李嘉箴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430 閃亮新星 森永愛作; 李嘉箴譯 2011-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447 白色伊甸園 吉岡李々子作; 吳美嬅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478 極道咖啡店 宮本福助作; 方郁仁譯 2012-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577 愛神來搞怪 保志廉二作; 李文軒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614 陣取合戰 押上美猫作; 光依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683 魔法萌美眉 井上和郎作; 鄭啟旭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6690 魔法萌美眉 井上和郎作; 鄭啟旭譯 2011-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6843 不良仔與眼鏡妹 吉河美希作; 陳書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1076928 BLACK BIRD黑鳥戀人 桜小路鹿乃子作; 尤靜慧譯 2012-03-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77017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愛藏版). 7, 異人館殺人事件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作; 佐藤文也漫畫; 錢亞東譯2011-06-00 平裝 1

9789861077048 天然王子的寶石箱 木々作; 莊麗玲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062 花園館的秘密 上森優作; 林琬清譯 2011-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7208 幻人異種奇譚 林崎文博作; 李文軒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239 可愛緣結神 森生真実作; 張芳馨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284 再見&哈囉 和田尚子作; 王薇婷譯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1077307 Hot Milk熱牛奶 小村鮎海作; 王薇婷譯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1077314 卡布奇諾 吉住涉作; 黃欣瑩譯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1077321 流羽的樂園 月島珊瑚作; 翁蛉蛉譯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1077345 金光閃閃的天使 工藤郁弥作; 吳美嬅譯 2011-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352 金光閃閃的天使 工藤郁弥作; 吳美嬅譯 2011-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7383 夏日前夕 吉田基已作; 蔡妃甯譯 2011-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390 夏日前夕 吉田基已作; 蔡妃甯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7512 愛情賓館實習生 森下溫作; 林琪禎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077529 調教男友 三郎太作; 朝日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543 第7年的赤裸裸結婚生活 けらえいこ作; 蔡夢芳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77666 Baby steps: 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2011-09-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77741 極道咖啡店 宮本福助作; 方郁仁譯 2012-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7772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張益豐譯 2012-1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7802 朝5晚9 相原実貴作; 王靖惠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7819 朝5晚9 相原実貴作; 王靖惠譯 2011-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7871 打結不打解 水瀬マユ作; 莊麗玲譯 2012-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7918 完美小姐進化論 早川智子作; 柯明鈺譯 2011-07-00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1077963 鄰居*同居 渡辺鮎作; 蔡夢芳譯 2012-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7970 閃亮新星 森永愛作; 李嘉箴譯 2011-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8304 Switch Girl變身指令 逢田夏坡作; 張芳馨譯 2012-04-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78311 愛說謊的莉莉 小村鲇海作; 趙秋鳳譯 2012-06-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8403 男子宿舍症候群 沖麻実也作; 林捷瑜譯 2013-0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8410 學園奶爸 時計野はり作; 李嘉箴譯 2012-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8427 星歌戀曲 高屋奈月作; 趙秋鳳譯 2012-0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8434 黑白少年少女 福山遼子作; 江荷偲譯 2012-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8489 第101位愛麗絲 かわい千草作; 猴譯 2011-06-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8496 快樂婚禮 円城寺真紀作; 吳美華譯 2012-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78632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1-07-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78724 蠟筆小新動畫版. 23, 仇人見面: 小新V.S風間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78915 苦中帶甜的滋味 小林ユミヲ作; 張惠真譯 2011-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78991 眾神中的神捕 みもり, 畠中惠作; 張芳馨譯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1079059 百年戀慕 真柴奈央作; 尤靜慧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110 18X10的同居生活 佐伯イチ作; 游若琪譯 2011-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219 家有怪獸 遠藤弘昭作; 鄭啟旭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079264 R中學生 後藤雪子作; 王薇婷譯 2011-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79370 聖堂風雲 史村翔, 武論遵, 池上遼一作; Asma譯 2011-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79387 聖堂風雲 史村翔, 武論遵, 池上遼一作; Asma譯 2011-10-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79424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79431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10-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79448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10-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79455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79462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1079479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1-11-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1079486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2-01-00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1079493 棋魂完全版 堀田由美, 小畑健, 梅澤由香里作; 莊湘萍譯 2012-01-00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1079516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愛藏版). 10, 金田一少年的殺人事件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玉盛譯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079578 火影忍者十年百忍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079592 家庭教師HITMAN REBORN!公式視覺書REBORN COLORE!天野明作; 周福泉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079783 鄰座的怪同學 Robico作; 張惠真譯 2011-1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79790 薔薇色聖戰 小山由雅利作; 黃依齡譯 2011-1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79820 桃色天堂 吉野瑪莉作; 翁蛉玲譯 2011-1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79875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2012-02-00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1079998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07-00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1080024 爆漫王 大場鶇, 小畑健作; 蔡夢芳譯 2011-07-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80048 虎與狼 神尾葉子作; 李其馨譯 2011-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0130 友情家家酒 竹內文香作; 賴瑞琴譯 2012-09-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80246 Love so life溫馨的愛 Kaede Kouchi作; 郝致均譯 2012-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0260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2011-07-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0291 豔漢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2012-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0512 小孟 火鳳燎原 外傳小說. 伍 王貽興作; 陳某原作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80543 無賴勇者的鬼畜美學 上栖綴人作; 何宜叡譯 2011-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0581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9,邪宗館殺人事件 天樹征丸作; 林憲權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80598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1, 歌劇院新殺人事件 天樹征丸作; 陳惠莉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80673 怪.刺繪本 木原浩勝話刺; 江荷偲譯 2011-07-00 平裝 1

9789861080734 宅男催眠曲 曉君[作] 2011-10-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0819 妹妹是我的! 神田はるか作; 王靖惠譯 2011-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0895 緋紅帝國 双葉はづき作; 李妮瑄譯 2011-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0970 逆擊!轟天突擊隊 松沢夏樹作; aitsae譯 2013-09-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0987 逆擊!轟天突擊隊 松沢夏樹作; aitsae譯 2013-09-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81007 戀愛童話. I, Toy Box 藤丸豆の介作; 光依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1021 白兔玩偶 宇仁田由美作; 林杏芳譯 2011-10-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1090 Love Heart 戀之心 Kuku作; 吳美嬅譯 2011-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1106 Love Heart 戀之心 Kuku作; 吳美嬅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1120 緋色之花 庵原 美亞原作; 惠比寿華子作畫; 游若琪譯 2011-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1137 緋色之花 庵原 美亞原作; 惠比寿華子作畫; 游若琪譯 2011-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1168 如織似錦. 華麗回歸 冰川良子作; 翁蛉玲譯 2011-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1175 如織似錦. 華麗回歸 冰川良子作; 翁蛉玲譯 2012-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1205 阿宅之戀 韓松彛作; 葛增娜譯 2011-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1458 巧克力女孩 吉原由起作; 王郁雯譯 2011-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1502 蠟筆小新DX版 臼井儀人作; 何力譯 2012-05-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81540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夢馬工作室漫畫 2011-07-00 平裝 第2集 1

9789861082578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夢馬工作室漫畫 2011-07-00 平裝 第3集 1

9789861081625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鄭啟旭譯 2012-03-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81700 7SEEDS: 幻海奇情 田村由美作; 蔡妃甯譯 2012-09-00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1081731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2011-09-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1786 百鬼夜行抄 今市子作; 尤靜慧譯 2011-12-00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1082004 花牌情緣 末次由紀作; 尤靜慧譯 2012-02-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82035 東京愛麗絲 稚野鳥子作; 風間鈴譯 2012-07-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2110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2012-04-00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1082196 萌少女的戀愛時光 私屋カヲル作; 李芝慧譯 2012-05-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82202 西瓜皮先生 植田正志作; 方郁仁譯 2012-05-00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1082240 千金小姐新嫁娘 葉月惠作; 尤靜慧譯 2012-02-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2257 非你莫屬 田島美美作; 陳雪美譯 2012-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2301 天狗的女兒 円城寺真紀作; 趙秋鳳譯 2011-08-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82332 武藝學苑 柏葉尋作; 李芝慧譯 2011-08-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2349 黎明的阿爾卡納 藤間麗作; 朝日譯 2011-08-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2516 蠟筆小新動畫版. 24, 妄想妮妮大暴走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1082691 屍體派對Blood Covered 祁答院慎原作; 篠宮トシミ作畫; 王薇婷譯 2012-07-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82745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2012-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2790 保健室的死神 藍本松作; 李妮瑄譯 2011-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3322 火影忍者 岸本齊史作; 方郁仁譯 2011-09-00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1083339 爆漫王 大場鶇, 小畑健作; 蔡夢芳譯 2011-09-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83384 快樂婚禮 円城寺真紀作; 亞奇譯 2012-08-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3414 BLACK BIRD黑鳥戀人 桜小路鹿乃子作; 尤靜慧譯 2011-06-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83551 終極感應 高樹宙原作; DOUBLE-S畫; 江荷偲譯 2011-12-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83568 終極感應 高樹宙原作; DOUBLE-S畫; 江荷偲譯 2012-02-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83919 只要妳說妳愛我 葉月鼎作; 吳美嬅譯 2012-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3940 小亂之魔法家族 入江亞季作; 張益豐譯 2012-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4022 影子籃球員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2011-09-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84077 新娘16歲 田中機械作; 林琬清譯 2012-10-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84176 晨光中的詠歎調 赤石路代作; 張芳馨譯 2012-08-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4336 武道服少女 崔鳳修, 元智載作; 林建豪譯 2014-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4428 多金轉校生 許貴合, 朴璟蘭作; 林建豪譯 2012-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4503 蠟筆小新漫畫版: 原來如此.自然觀察手冊 臼井儀人原作; 造事務所編集; 蔡夢芳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084534 金色騎士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4725 戰國美姬傳花修羅 山田圭子作; 猴譯 2012-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4756 出世花 高田郁原作; 黑沢明世漫畫; 林琬清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1084824 華陀風來傳 秋乃茉莉作; 楊素宜譯 2012-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4909 請好好愛我 ささきゆきえ原作; 優作畫; 王郁雯譯 2011-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4916 請好好愛我 ささきゆきえ原作; 優作畫; 王郁雯譯 2012-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4985 親愛的伊達政宗大人 中島翼作; 李妮瑄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012 她們的情事 小藤松作; 賴芯葳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5043 魔法少年賈修(文庫版) 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2011-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104 戀之星 たかせシホ作; 李妮瑄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111 戀之星 たかせシホ作; 李妮瑄譯 2012-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142 匠三代 倉科遼原作; 佐藤智一作畫; 鄭啟旭譯 2012-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173 蠟筆小新(DX版) 臼井儀人作; 何力譯 2012-06-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85197 新.再生緣: 明王朝宮廷物語 滝口琳々作; 鄭聿衷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203 新.再生緣: 明王朝宮廷物語 滝口琳々作; 鄭聿衷譯 2012-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296 玲瓏館營業中 富明仁作; 林琬清譯 2012-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302 他和她的秘密 倉持真里作; 王薇婷譯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1085340 闇色3姊妹 永瀬洋介作; 王郁雯譯 2012-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357 闇色3姊妹 永瀬洋介作; 王郁雯譯 2012-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470 酷酷貓 大竹とも作; 張芳馨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487 酷酷貓 大竹とも作; 張芳馨譯 2012-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586 KISS與從屬 池美留奈作; 江荷偲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5609 桃山家的雙胞胎 ふじつか雪作; 陳書萍譯 2012-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5616 桃山家的雙胞胎 ふじつか雪作; 陳書萍譯 2012-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5623 我家幫傭是大哥 林絵里加作; 賴芯葳譯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1085630 愛的骨牌 山口泉作; 吳美嬅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1085777 麻辣教師GTO: 湘南14日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2011-1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5791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2012-02-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1085852 新恐怖寵物店 秋乃茉莉作; 猴譯 2012-05-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86019 待嫁熟女 米沢理香作; 江荷偲譯 2012-04-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86033 鄰居*同居 渡辺鮎作; 蔡夢芳譯 2012-04-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6149 驚異死亡線之冥界巡禮篇 川口魔瞳香作; 張益豐譯 2012-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6170 他是惡魔! 霜月加代子作; 王郁雯譯 2012-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6231 愛說謊的莉莉 小村鲇海作; 趙秋鳳譯 2012-07-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6279 火鳳燎原 陳某作 2011-09-00 平裝 第43集 1

9789861086309 出包王女公式角色設定集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6606 完美小姐進化論 はやかわともこ作; 柯明鈺譯 2012-03-00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1086620 花牌情緣 末次由紀作; 尤靜慧譯 2012-06-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86750 戰極姬 SystemSoft Alpha原作; 神吉作畫; 廖晟翔譯 2013-11-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6767 漫畫家族一家四口都是漫畫家 大島永遠做; 猴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6798 可愛女僕 綺条有郁作; 王薇婷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1087047 蠟筆小新動畫版. 26, 松坂老師的命運之日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1087153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3-01-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87160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02-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087177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3-03-00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087184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3-04-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087191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3-04-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087207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3-06-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1087061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078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085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06-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87092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07-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7108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10-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7115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10-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87122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1-11-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7139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2-12-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87146 幽遊白書完全版 富樫義博作; 鄭禎姝, 余思霈譯 2013-01-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87238 妖狐X僕SS 藤原ここあ作; 郝致均譯 2012-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269 妖狐X僕SS 藤原ここあ作; 郝致均譯 2012-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7276 晴空雷神 秋乃茉莉作; 郝致均譯 2012-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283 晴空雷神 秋乃茉莉作; 郝致均譯 2012-08-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337 魔戀咒語 綾瀬アナ作; 陳姿君譯 2012-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351 蜜戀的滋味 菊屋きく子作; 曾瀞玉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7368 青澀戀物女 亞樹新作; 賴芯葳譯 2012-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399 幸福光暈 佐藤順一作; 楊素宜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7443 椿色夢想 皇ハマオ作; 郝致均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467 酒店刑事 宮下依也作; 謝子庭譯 2012-04-0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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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087511 明星宅男 さとがねしょう作; 王薇婷譯 2012-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610 今天開始一家人 藤こよみ作; 吳美嬅譯 2012-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7627 今天開始一家人 藤こよみ作; 吳美嬅譯 2012-09-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87672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II, 微笑貓與華爾滋 藤丸豆ノ介作; 光依譯 2012-1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87689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II, 微笑貓與華爾滋 藤丸豆ノ介作; 光依譯 2013-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087702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II, 微笑貓與華爾滋 藤丸豆ノ介作; 光依譯 2014-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87719 戀愛童話. III, 香檳嘉年華 S. 濃すぎ; 光依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7733 夢幻戀奇譚 かまたきみこ作; 賴瑞琴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087757 戀愛開始的距離 善生茉由佳原作; 水玉ぺり作畫; 黃依齡譯 2012-02-00 平裝 1

9789861087795 共鳴的回音 きぎたつみ作; 楊素宜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087993 尾田栄一郎畫集ONE PIECE COLOR WALK. 5, SHARK尾田栄一郎作; 方郁仁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1089355 不思議幸運草紙 夏目維朔作; 江荷思譯 2011-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9492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 鳥山亂譯 2012-04-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1089584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IV, 白兔與時計的陷阱 木崎ナユ作; 光依譯 2012-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9638 SKIP.BEAT!: 華麗的挑戰 仲村佳樹作; 江荷偲譯 2012-04-00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1089652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III, 紅心騎士 藤丸豆ノ介作; 光依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089669 擁在懷中的體溫 香鳴タヒト作; 曾瀞玉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090504 保健室的死神 藍本松作; 李妮瑄譯 2014-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091020 鬼姬 矢口岳作; 吳傳賢譯 2012-03-00 平裝 1

9789861091266 河豚先生 徳弘正也作; 張益豐譯 2014-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91280 撞到笨蛋的天使 こばやしひよこ作; 張益豐譯 2014-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2485 Real: Chang Sheng's illustratced collect. 2004-2011 常勝作 2012-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092928 B型男友的戀愛法則 漣羅唯華作; 李慧婷譯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1092935 閣樓上的魔女 磯谷友紀作; 光依譯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1093185 綺墨韶華: 依歡彩繪精選集 依歡[作] 2012-02-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1093611 櫻桃老師 天城れの作; 李慧婷譯 2012-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4069 西瓜皮先生 植田正志作; 方郁仁譯 2012-10-00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1094366 神樣拼圖 機本伸司原作; 賴思宇譯 2014-06-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94380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V, 蜥蜴輔佐官 よぶ作; 光依譯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1095042 最強轉校生 市川マサ作;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095059 最強轉校生 市川マサ作;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95073 最強轉校生 市川マサ作; 張益豐譯 2014-05-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95141 暗戀妳的秘密 大朋めがね作; 陳書萍譯 2012-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5165 學長是笨蛋嗎? 後藤ユキ作; alata譯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1095301 百姓貴族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2012-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5608 美女作家截稿前! 王嶋環作; 莊麗玲譯 2012-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6551 限定戀人 百乃モト作; 陳書萍譯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1096681 KLAN: 復仇之虎 田中芳樹原作; アカキショウコ漫畫; 游若琪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97336 SKIP.BEAT!: 華麗的挑戰 仲村佳樹作; 江荷偲譯 2012-07-00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1097428 DORIKEI狂熱理科部女子高生 青木潤太郎原作腳本; WADAPEN漫畫;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7503 蠟筆小新趣味百科叢書. 16, 數字單位圖鑑(漫畫版)臼井儀人角色原作; kinnsan譯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1098173 Never Complex あおいれびん作; 蔡夢芳譯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1098296 無禁忌校醫 円真知子作; 方郁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9347 黑之夜魔 十文字青作; 林憲權譯 2012-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9354 我的妹妹會讀漢字 かじいたかし作; 許昆暉譯 2012-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9408 我與她的絕對領域 鷹山誠一作; 杜信彰譯 2012-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0204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2014-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70891 百合戀的歎息 田中琳作; 吳傳賢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0969 化身美眉 おおた淩乃作; 許任駒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1508 鬼宿之庭 佐野未央子作; 尤靜慧譯 2012-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1515 鬼宿之庭 佐野未央子作; 尤靜慧譯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1522 鬼宿之庭 佐野未央子作; 尤靜慧譯 2013-07-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1614 新蠟筆小新 臼井儀人, UYスタジオ作; 蔡夢芳譯 2012-07-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1621 新蠟筆小新 臼井儀人, UYスタジオ作; 蔡夢芳譯 2013-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1676 野菜男友: 各有所好不行嗎? 深瀨アカネ作; 尤靜慧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1683 我們這一家電影版: 媽媽變橘子 橘子變媽媽 けらえいこ原作; 蔡夢芳譯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172116 不是人(珍藏版) 陳某編.繪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2246 魔界公主路西雅 瀨尾公治作; 方郁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2413 格林豔童話 松苗明美作; 黃依齡譯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172420 獨占男友 ありいめめこ作; 張芳馨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2437 把愛留在那個世界 殺生ョネ作; 張芳馨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2482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VII: 三月兔 岩城そよご作; 多鳴譯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3172550 不可靠的我們 さがのひを作; 吳美嬅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2567 甜蜜之罪與刺激之愛 天野しゅにんた作; 門音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2581 我們不懂愛是什麼 恋煩シビト作; 吳美嬅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3472 百花春風抄: 花之章 朔田浩美作; 賴思宇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3489 見過的那片藍天 りさり作; 郭名珊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3496 Cafe吉祥寺: 歡迎續杯 ねぎしきょうこ作; 江荷偲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3502 蠟筆小新大全 大山くまお, 林信行, Libero Style 編著; 蔡夢芳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3816 幸運不幸運!? 平つくね作; 蔡妃甯譯 2012-07-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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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4837 飛空幻想Lindbergh Ahn Dongshik作; 游若琪譯 2014-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5247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游若琪譯 2014-02-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75377 魔法少年賈修(文庫版) 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2014-02-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75490 喜不喜歡咧? かがみふみを作; 蔡妃甯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5506 各行各業打拼中 丸山薰作; 江昱霖譯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175742 閃爍的青春 咲坂伊緒作; 陳姿君譯 2013-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5780 初戀的構造 かもたま作; 黃依齡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5940 電影浮沉錄 星野泰視作; 許任駒譯 2014-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6206 君之刃 小手川瑜亞作; 賴瑞琴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6251 我與男孩的戀愛 雲之助作; 尤靜慧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6275 青蛙的王子 ぱんこ作; 蔡夢芳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6282 刺激的關係 やまかみ梨由作; 蘇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6633 就是要和你相思相愛 山田パピコ作; 郭名珊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6749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6787 蠟筆小新動畫版. 30, 我們幫發燒的爸爸看病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177067 先咬一口再說 元ハルヒラ作; 王薇婷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7074 攻略你的心 コザキヨネ作; 王薇婷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7180 死生獄門 琥狗ハヤテ作; 翁蛉玲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7197 料理男子 文月あつよ作; 陳書萍譯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3177203 不能說愛你的理由 日向せいりょう作; 江荷偲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7227 戀獸 梅沢はな作;多鳴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177234 蕃茄收成時 あおいれびん作; 尤靜慧譯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3177241 不協調的戀人 三池ろむこ作; 尤靜慧譯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3177258 離愛情只差一步 まさお三月作; 張惠真譯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3177333 OL進化論 秋月理翠作; 莊湘萍譯 2013-06-00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77692 海獸之子 五十嵐大介作; 朝日譯 2014-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7906 尚月地第二畫集 極彩少年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2012-08-00 精裝 1

9789863177937 我和花君的戀愛 熊岡冬夕作; 郭名珊譯 2013-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0013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0068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0075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0358 決戰伸展台 新井清子作; 王薇婷譯 2012-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0655 鬼狩之森林 宮本佳野作; 陳姿君譯 2014-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0761 隱藏的另一面 峰浪了作; 吳傳賢譯 2014-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1324 美味大挑戰 雁屋哲, 花咲アキラ作; 張芳馨譯 2014-03-00 平裝 第109冊 1

9789863241348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2012-11-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41409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1997 熱血江湖 全克瑨, 梁載賢作; 黃昱霖譯 2014-02-00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3242017 東京闇虫 本田優貴作; 吳傳賢譯 2014-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2437 NOBLE LIGE!貴族少女的使命! Tamami作; 何宜叡譯 2012-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2840 回憶愛瑪儂 梶尾真治, 鶴田謙二作; 李文軒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243656 幻海奇情 田村由美作; 蔡妃甯譯 2014-04-00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43670 鋼鐵貴公子 西森博之作; 張芳馨譯 2014-03-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44196 Fantasia: FAIRY TAIL魔導少年畫集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244288 Crimsons: 紅色的航海者 菅野孝典作; 方郁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4790 Again!再一次 久保美津郎作; 林佳祥譯 2014-01-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4806 變研會 Tagro作; 方郁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4882 千金小姐新嫁娘 葉月惠作; 尤靜慧譯 2013-11-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44899 愛說謊的莉莉 小村鮎海作; 趙秋鳳譯 2013-06-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45001 虛實少年.空 飯沼勇氣作; 黃依齡譯 2014-06-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45049 漫研美眉 加瀨大輝作; 吳勵誠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5056 老爸的第二春 阿部潤作; 李妮瑄譯 2014-05-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5070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45162 寂寞的人魚姬 林崎文博作; 涂祐庭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5643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2013-03-00 平裝 第133冊 1

9789863245797 憂國的拉斯普金 佐藤優原作; 伊藤潤二作畫; 林佳祥譯 2014-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5803 花魁少女 響涉作; 王郁雯譯 2013-1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5827 王様老師 椿泉作; 張芳馨譯 2013-10-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46008 幻獸學園 東なゆみ作; 游若琪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6251 青空吶喊 河原和音作; 江荷偲譯 2014-04-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48286 東方眾神來我家 吉川転作; 陳姿君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848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2013-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862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2013-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978 保健室女友 日坂水柯作; 季上元譯 2013-10-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6985 保健室女友 日坂水柯作; 季上元譯 2013-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7029 當外科醫生遇上內科醫生 立野真琴作; 陳姿君譯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247036 彩虹上的熱吻 カキネ作; 黃依齡譯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247043 甜蜜手機戀人 秋葉東子作; 黃依齡譯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247050 空中懷古城市 石据花散作; 江荷偲譯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7074 刑警的私密情事 岡田冴世作; 陳姿君譯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247081 戀人摩卡 嶋二作; 多鳴譯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247098 跟你一起吃早餐 桑原祐子作; 黃依齡譯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247104 少爺的S情人 千歳ぴよこ作; 陳姿君譯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247111 超S的全身美容師 青山アルト作; 黃依齡譯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247388 超完美貧民? 金野斗飛呂作; 陳姿君譯 2014-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8316 超完美貧民? 金野斗飛呂作; 陳姿君譯 2014-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7838 CUTEG畫集: 其中1個是妹妹 Cuteg作; 許任駒譯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248057 動畫版我們這一家. 2, 熱情如火的花媽 けらえいこ原作; 蔡夢芳譯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3248064 動畫版我們這一家. 3, 呀!呀!呀!立花家來了! けらえいこ原作;張益豐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248071 動畫版我們這一家. 4,1萬元的巴士旅行大騷動 けらえいこ原作; 張益豐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3248422 在宇田川町等我喔 秀良子作; 陳姿君譯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3248460 瀬尾公治畫集: Princess memories 瀬尾公治作; 陳姿君譯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3249061 蠟筆小新搞笑精華版. 4, 新之助與伙伴們!重要人物大集合篇臼井儀人作; 何力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249108 無聲的吶喊 九重シャム作;蔡妃甯譯 2014-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49139 幸運好球 乾良彥作;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191 鬼牌之國的愛麗絲: 馬戲團與謊言遊戲 QuinRose原作; 藤丸豆ノ介作; 多鳴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9337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412 天啟之砦 蔵石悠原作; 鋳鍋和漫畫; 林志昌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9443 巴爾札的軍靴 中島三千恒作; 方郁仁譯 2014-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9450 戰國妖狐 水上悟志作; 鄭啟旭譯 2014-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49498 闇色3姊妹 永瀬洋介作; 吳勵誠譯 2013-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49665 西瓜皮先生 植田正志作; 方郁仁譯 2014-05-00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3249672 SKET DANCE學園救援團 篠原健太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49764 熱血江湖 全克珀, 梁載賢作; 廖桂玉譯 2014-03-00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249856 天狗的女兒 岩本奈緒作; 趙秋鳳譯 2013-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49962 喜歡妹妹有什麼不對? 福田晋一作; 鄭啟旭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425 草字頭 竹村泉作;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456 兵馬之旗 川口開治作; 方郁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517 Second Target 次級目標 九州男兒作; 蔡妃甯譯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3320562 誘爆發作 岡村星作; 江昱霖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593 土木女! 松本小夢作; 賴瑞琴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708 偵探犬夏多克 安童夕馬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吳勵誠譯 2013-08-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0722 極速方程式 曾田正人作; 杜信彰譯 2014-04-00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320807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2013-04-00 平裝 第134冊 1

9789863320883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2559 常住戰陣!蟲奉行 福田宏作; 李芝慧譯 2014-04-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1095 偷窺孔 本名和幸作; 張益豐譯 2014-02-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21125 朝霧的巫女 宇河宏樹作; 方郁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1439 侍酒師 城Akira, 松井勝法, 堀賢一作; 李芝慧譯 2014-04-00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21453 天才野球少年. II 岩澤正泰作; 許任駒譯 2014-04-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1507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鍋島雅治, 橋本光男作; 吳傳賢譯 2014-03-00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21620 孔子與論語 豬原賽原作; 李志清漫畫; 鄭啟旭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1712 永遠的0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壮一作畫;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030 真白之音 羅川真里茂作; 光依譯 2014-02-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2207 琴浦小姐 えのきづ作; 郭名珊譯 2013-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2412 帝一之國 古屋兎丸作; 江昱霖譯 2014-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2436 生存遊戲社 松本英吉作; 方郁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2443 戰國兄弟 東鄉隆原作; 細川忠孝漫畫; 吳傳賢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2504 時間暫停 堀尾省太作; 張紹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2511 破壞獸 本田真吾作; 杜信彰譯 2014-06-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2566 甜蜜聲優 花見沢Q太郎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2719 水唱石的眠姬 霜月はるか, 日山尚原作; 藤村あゆみ漫畫; 方郁仁譯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863 爆漫王。漫迷手冊PCP 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蔡夢芳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323310 超異能學姐 ゆーじ作; 方郁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570 特甲少女: 惡戲之猋 冲方丁原作; 二階堂輝漫畫; 尤靜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3709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作; 林意凱譯 2013-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3792 謊言X謊言 金田一蓮十郎作; 吳美嬅譯 2014-01-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3822 傲嬌少女大騷動 篠房六郎作; 鳥山亂譯 2014-05-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3938 極速爆走 山田一喜作; 江昱霖譯 2014-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3990 在地球毀滅之前 合歓陽子作; 翁蛉蛉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4065 勢均力敵的遊戲 カシオ作; 張芳馨譯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24102 最佳愛情 Lee Jae Eun作; 葛增娜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4119 最佳愛情 Lee Jae Eun作; 葛增娜譯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4515 地雷震diablo 高橋努作;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4522 地雷震diablo 高橋努作; 吳傳賢譯 2013-1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4638 出勤!!市役所第5班 稻田恭明作; 黃依齡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4768 花嫁研習社 未影作; 黎蕙慈譯 2013-1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4928 築地魚河岸三代目 鍋島雅治, はしもとみつお作; 吳侍賢譯 2014-04-00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324935 我家波奇這麼說 橘裕作; 光依譯 2014-06-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4959 伊藤潤二愛藏版 伊藤潤二作; 合力譯 2014-06-00 平裝 第7集 1

9789863325215 Bronze: 絕愛(最終章) 尾崎南作; 陳姿君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325307 出包王女Darkness little sisters 若月光, 矢吹健太朗, 長谷川沙貴作; 林憲權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3325314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夢馬工作室漫畫 2013-05-00 平裝 第10集 1

9789863325628 87超頻者 二ノ宮知子作; 方郁仁譯 2014-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635 通靈童子FLOWERS 武井宏之作; 許任駒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5772 椎名君的鳥獸百科 十月士也作; 林佳祥譯 2014-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5833 幽麗塔 乃木坂太郎作; 江昱霖譯 2014-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5888 ONE PIECE STRONG WORDS: 航海王經典名言集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2013-06-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25925 天然格鬥少女千尋 森尾正博作; 方郁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5932 天然格鬥少女千尋 森尾正博作; 方郁仁譯 2014-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212 冥黑的奏音 秋乃茉莉作; 游若琪譯 2014-01-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6274 戀檢 中島零作; 方郁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6281 戀檢 中島零作; 方郁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6335 長髮公主與5位王子 箱知子作; 王薇婷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326564 天體戰士 くぼたまこと作; 李韋呈譯 2014-04-00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26632 大使館的工作守則 西山優里子作; 光依譯 2014-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6670 靈媒老師在身邊 松本英吉作; 李芝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26687 我們都是超能者! 若杉公德作; 李文軒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779 閃爍的青春 咲坂伊緒作; 陳姿君譯 2014-06-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6809 NG妹大改造 佐藤Zakuri作; 王薇婷譯 2014-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6816 臏: 孫子異傳 星野浩字作; 吳勵誠譯 2014-05-00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26892 山賊日記: 真實的獵師奮鬥記 岡本健太郎作; 謝子庭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6908 人魚又上鈎 名島啟二作; 江荷偲譯 2014-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6915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巫文嘉譯 2013-05-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6946 學園爆笑王 森田真法作; 尤靜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7035 大笨貓日記 湖南彼方作; 蔡夢芳譯 2014-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7103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172 夢幻轉生: 龍希、小虎與戰國殭屍 ヒロモト森一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7189 男生女生都可以 すえみつぢっか作; 吳傳賢譯 2013-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7738 蠟筆小新電影完全漫畫版. 8, 我和我的宇宙公主臼井儀人原作; 高田未玲作畫;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327745 月神來我家!Illustrations 梱枝りこ作; 陳書萍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327752 航海王的海賊食譜 海的一流料理人: 香吉士的滿腹餐點Sanji作; 張紹仁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327769 SOUL真三國志. 第2章, 霸 武論尊作; 池上遼一畫; 林志昌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7790 戀戀 山川愛兒作; 王郁雯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27806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327905 秋葉原超偶 萩尾信人作; 許任駒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327974 Oldman奧德曼 常勝作 2013-08-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7998 東京美眉大逃殺 別天荒人作;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8001 東京美眉大逃殺 別天荒人作;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117 勇者淨化之劍 瀨田青丸作; 許任駒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162 就這樣畫漫畫 平尾アウリ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629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游若琪譯 2014-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9015 新星輝映我心 松葉博作; 蔡夢芳譯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053 傭兵 金成載, 金炳進作; 黃昱霖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084 KATO貓與KEN貓. 特別篇 田辺真由美作; 多鳴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152 奇怪譚: 花咲一休 小宮山健太原作; 河田悠治漫畫; 吳傳賢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169 奇怪譚: 花咲一休 小宮山健太原作; 河田悠治漫畫; 吳傳賢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183 搞怪美眉入侵 佐々木実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206 KEY MAN關鍵超人 わらいなく作; 張益豐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220 殘酷的浪漫 高槻ナギ一作; 季上元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237 殘酷的浪漫 高槻ナギ一作; 季上元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244 幸運草國的愛麗絲. X: 三月兔的革命 架月リョウ作; 光依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329275 甜蜜☆魔法少女 SAA作; 江昱霖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29282 闇黑網站的遊戲 亞月亮作; 蔡妃甯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329398 女帝由奈 倉科遼原作; 黑川梓漫畫; 張益豐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404 女帝由奈 倉科遼原作; 黑川梓漫畫; 張益豐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9480 戰國ARMORS 榊正太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497 戰國ARMORS 榊正太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596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原作; 西川彰作畫; 陳姿君譯 2013-12-25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9831 執業魔女Pico Pico 致怡+Zei+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9862 尼特女與小2生 志水アキ作; 吳傳賢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329923 九州漫畫導覽!!福岡侍 瀨口和宏作; 江昱霖譯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3370048 惜兒: 青葉兒童相談所物語 夾竹桃仁作; 鄭啟旭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0116 後遺症無線電 中山昌亮作; 蔡妃甯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130 啊!阿姨是同學 いづみかつき作; 楊永婷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147 啊!阿姨是同學 いづみかつき作; 楊永婷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0260 進擊的巨人INSIDE抗 鍊山創作; 林志昌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3370291 年下彼氏的戀愛管理癖 桜日梯子作; 郭名珊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3370307 大海的戰士鮪魚MAN 松平鶴次郎侍作; 季上元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370369 Are you Alice?: 你是愛麗絲? 二宮愛原作; 片桐いくみ作; 李芝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0758 井之頭石像鬼 藤沢亨作; 張芳馨譯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0765 無節操的年上男子 楢崎壮太作; aitsae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370840 革命戰士犬童貞男 佐々木昇平作; 鄭啟旭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871 件、彼女與未來交歡 山田牛午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410 侍道SUNRISE 高橋努作; 磊正傑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371540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1564 飢餓小丑 田畠裕基作; 蔡夢芳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1687 ONE PIECE航海王(電影版): 強者天下設定畫集 尾田榮一郎作; 許任駒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371755 如果折斷她的旗 竹井10日原作; 凪庵漫畫;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2080 蠟筆小新SHIN-MEN 臼井儀人原作; 相庭健太作畫; 蔡夢芳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4350 史上最強弟子兼一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2014-04-00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372165 宇宙爐心MOOMO むねきち作; 賴思宇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189 無賴勇者的鬼畜美學 上栖綴人原作; 中曾根ハイジ漫畫; 張益豐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2264 二合一漫畫家 山口舞子作; 陳姿君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372349 黑鐵 池沢春人作; 林佳祥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660 6重狙擊手 TALI作; 張紹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691 戀愛咖啡因 宮園和泉作; 張紹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2783 王牌的假期 西田東作; 陳姿君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372929 變愛研究室 宮原るり作; 趙秋鳳譯 2014-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384 保護偶像的簡單工作 甘夏作; 季上元譯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3490 GT-R: 爆彈龍二的災難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3650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2014-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4244 我妻同學是我老婆 藏石悠原作; 西木田景志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4374 銀魂角色書: 凸本 空知英秋原作; 許任駒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74428 JOJO的奇妙冒險名言集. part4-8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374442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森みさき作畫; 翁蛉玲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4534 東立原創大賽作品集. 2013: 漫畫X輕小說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3374657 獵魔師養成班 ねこねこ作; 鄭啟旭譯 2014-04-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5432 司書員的未解決事件錄 木梨るなむ作; 光依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5449 司書員的未解決事件錄 木梨るなむ作; 光依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586 甜甜圈貓 コザキユ一スケ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593 甜甜圈貓 コザキユ一スケ作; 張紹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739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翁蛉玲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906 赤與燈皆有詭異 Haccaworks*原作; 七生漫畫; 翁蛉玲譯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6460 黃昏乙女X失憶幽靈 めいびい作; 尤靜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76606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4-02-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6637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2014-04-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77504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2014-02-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7689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張家銘譯 2014-03-00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77719 ACMA: GAME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7801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カヤド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7825 童話魔女之森 高屋奈月作; 陳姿君譯 2014-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8310 萌電少女 よしづきくみち作; 趙秋鳳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9300 Marriage black黑色婚禮 速瀨羽柴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379911 喜歡妳的冰冷視線 田仲みのる作; 張紹仁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80174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2014-03-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0181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2014-02-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0198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趙秋鳳譯 2014-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0211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2014-02-00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480228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480259 進擊!巨人中學校 諫山創原作; 中川沙樹漫畫; 林志昌譯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0341 小初音 みなみ作;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0365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0792 REPLAY 祐也作; 趙秋鳳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480822 七龍珠SD 鳥山明原作; オオイシナホ漫畫; 吳勵誠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133 創聖的大天使EVOL あおぎリ作畫; 河森正治, サテライト原作; 賴思宇譯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201 吸血鬼同盟之斯萊基漢默的追憶 環望作; 江荷偲譯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447 星川銀座四丁目 玄鉄絢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1454 星川銀座四丁目 玄鉄絢作; 張紹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208 殭屍哪有那麼萌? 服部充作; 賴瑞琴譯 2014-03-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2215 重生!蜥蜴超人 艾雷迪原作; Amuro作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253 小鎮有你 瀨尾公治作; 方郁仁譯 2014-03-00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482284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2291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2014-03-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2307 美食獵人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2014-03-00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482314 惡魔奶爸 田村隆平作; 蔡夢芳譯 2014-03-00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482413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482420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吳勵誠譯 2014-04-00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482468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2482 BLEACH死神Spirits Are Forever With You 成田良悟, 久保帶人作; 微笑皮耶羅譯 2014-0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2499 大短篇惡魔奶爸: 卜寶☆校外亂鬥!!石矢魔混混列傳田村隆平, SOW作; 羅怡蘋譯 2014-02-0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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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82611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周若珍譯 2014-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2628 RISINGXRYDEEN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作; 林憲權譯 2014-02-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2826 富士山同學正值思春期 オジロマコト作; 賴思宇譯 2014-0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2932 福禍少年 岳印作 2014-03-00 平裝 第2集 1

9789863484615 檸檬的滋味 しおやてるこ作; 許任駒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84646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2014-04-00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3484653 修羅場戀人! 岸杯也作; 周庭旭譯 2014-03-00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4660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I, 龍之樂園 ツカサ作; 林憲權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660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I, 龍之樂園 ツカサ作; 林憲權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677 愛玩王子. 8, 飛往未來的羽翼 片瀬由良作; 陳姿瑄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684 巴洛克騎士#2Fallen Angel: 歪曲天使 葉村哲作; 林意凱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684 巴洛克騎士#2Fallen Angel: 歪曲天使 葉村哲作; 林意凱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691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2, 魔女爭奪戰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707 東京闇鴉. 7, darkness emerge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806 輝夜魔王式!. 第7式 月見草平作; 石學昌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820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許昆暉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837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IV, 六分之一的奇蹟 藤卷忠俊, 平林佐知子作; 梅應琪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84844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4912 舞風的鎧姬 小山タケル作; 許奕璿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929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文渠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929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文渠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4936 就算是哥哥,有愛就沒問題了,對吧 鈴木大輔作; 露露譯 2014-03-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84943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作; 林意凱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4981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484998 灌籃少年. III 八神浩樹作; 方郁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485032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2014-04-00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3485766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周若珍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5766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周若珍譯 2014-03-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5773 月花歌姬與魔技之王 翅田大介作; 何宜叡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5780 血黑犬 鮭魚仔, 小鯊龍作 2014-04-00 平裝 第13集 1

9789863486695 THE ONE獨領風騷 李崇萍[作] 2014-03-00 平裝 第18集 1

9789863487081 排球少年!!小說版!!. I, 烏野強化合宿 古館春一, 星希代子作; 曾鳳儀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87098 魔王的我與不死公主的戒指 柑橘ゆすら作; 微笑皮耶羅譯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7135 精靈使的劍舞. 12, 封劍解放 志瑞祐作; 許國煌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87340 影執事馬克的秘密 手島史詞作; 絕影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87357 銀魂: 回來的3年Z班銀八老師FOREVER再會,我心愛的3Z學生們!空知英秋, 大崎知仁作; 杜信彰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87364 椎名町學姊的安全日 サイトウケンジ作; 羅怡蘋譯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7753 我的現實與網遊被戀愛喜劇侵蝕了 藤谷ある作; 露露譯 2014-04-00 平裝 第5冊 1

9789573495802 一個人不寂寞 藤村真理作; 張秋華譯 2000-09-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16818 MILKMAN: 牛奶屋 南國ばなな作; 李芝慧譯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61979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鄭啟旭譯 201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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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7665 新多益文法考試技巧大公開 夏穎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7672 新多益閱讀考試技巧大公開 夏穎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626 圖解國家考試上榜好容易 王寶鑑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633 新多益重量級單字&片語大公開 夏穎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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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6104 強納森和藍色的大船 菲立普.史戴(Philip C. Stead)文.圖; 郭妙芳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111 睡美人 荒井良二文.圖; 林真美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128 富貓.窮貓 伯納.韋柏(Bernard Waber)文.圖; 黃又青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135 我要吃小孩 希薇安.東尼歐文; 多蘿特.蒙弗列特圖; 蘇懿禎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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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3525 你所不知道的雍正後宮 金恆源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23532 錦灰堆裡的尷尬人物 諸榮會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知本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39

送存冊數共計：624

芳立者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阿布拉教育文化



9789866223549 滄海笑裡的過場人生 諸榮會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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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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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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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4672 把幸福帶給全家の46種手作餅乾: 自己製作簡單又安全的獨一無二美味小點心國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696 一生必去の美學之旅: 來去歐洲,逛逛博物館 周至禹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94726 今生必去的50個親子遊樂天堂 林耀煌, 林伶伊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33 超級動漫繪製技法大圖鑑. 超萌Q版篇 C.C動漫社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40 萌彩繪: 一週學會漂亮鋼珠筆簡易繪圖技巧 飛樂鳥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57 今生的100個完美假期. 中國篇 圖說天下編委會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64 這些餐徹底改變了我 廖欣儀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71 生化博士教你看懂食品標示: 揪出潛藏地雷成分、化學添加物、反式脂肪的實戰筆記鄺易行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88 今生必去的100個中國最美天堂 國家地理編委會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795 世界輕武器圖鑑: 突擊步槍 Philippe Poulet, Jean-Paul Ney著; 立亞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818 享受吧!一個人的環遊世界 陳靖婕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832 今生必去的50個夢想家的美麗天堂. 世界篇 圖說天下編委會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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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2800 我的故鄉 我的夢 陳長安詩文創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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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0945 Lucky Peach飲食生活誌. Issue 1, 拉麵 應德剛(Chris Ying), 彼得.米漢(Peter Meehan), 大衛張(David Chang)著; 潘昱均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952 好創意!文化才是王道: 150則成功溝通直達人心的創意思考術萊恩.休斯(Rian Hughes)著; 顏和正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969 尋味世界餐桌: 從歐美到亞洲,走進主廚、釀酒人、烘焙師、乳酪師、採食者、咖啡師、餐廳老闆、農漁牧業者、食物實驗者的美味人生陶德.塞爾比(Todd Selby)著; 潘昱均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976 Lucky Peach飲食生活誌. Issue 2, 甜蜜點 應德剛(Chris Ying), 彼得.米漢(Peter Meehan), 大衛張(David Chang)著; 潘昱均譯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阿米巴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5709 孕兒育音九招: 給新手爸媽與胎兒輕鬆溝通的私密撇步馮瓊慧著 20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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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60135 無上皇極秘妙真經註解 武學書館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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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68336 會通與轉化: 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林伯謙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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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96409 顧好脊椎,等於顧好一生的健康 陳進成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416 改盡江山舊 青垚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423 改盡江山舊 青垚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6430 盛世清夢 水未遙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447 盛世清夢 水未遙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6454 東亞細亞非自動地帶: 消失中的號誌機與路牌 伊藤一己著 2011-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96461 總經理的千萬床伴 桂小雯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478 拈花 妍情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485 芍藥妖無格 律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492 江山如畫. 卷一, 逃婚在外 四葉鈴蘭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508 江山如畫. 卷二, 闖蕩江湖 四葉鈴蘭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515 總監的千萬嫩妻 桂小雯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522 江山如畫. 卷三, 意亂情迷 四葉鈴蘭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539 牡丹真國色 律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546 江山如畫. 卷四, 摒棄天下 四葉鈴蘭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553 帝臺嬌. 壹, 黥面絕色 沐非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577 娶夫小侯爺 律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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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佑文化

金色博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自然養生文化



9789866196584 玉碎: 迫嫁深宮 朱妍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607 玉碎: 迫嫁深宮 朱妍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6591 帝臺嬌. 貳, 獻策佈局 沐非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614 黑堂主的好色妻 席雪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621 親愛的,謝謝妳 桂小雯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638 帝臺嬌. 參, 禍福與共 沐非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645 帝臺嬌. 肆, 鎮國神妃 沐非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652 棄妃不承歡 風宸雪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96669 帝姬 寂月皎皎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676 棄妃不承歡. 2, 鳳臺兩心繫 風宸雪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683 帝姬. 中, 驚世公主 寂月皎皎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690 惡魔的疼寵 季綾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06 惡男惹不起 妍情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13 棄妃不承歡. 3, 情絕芳魂渺 風宸雪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20 帝姬. 下, 逍遙俠客 寂月皎皎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37 棄妃不承歡. 四, 血祭陰謀現 風宸雪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44 棄妃不承歡. 五, 誓不負妾心 風宸雪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51 黑少的秘密情人 席雪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68 千年情緣 妍情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775 寡人有疾 隨宇而安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782 寡人有疾 隨宇而安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6799 小三老公 妍情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805 黑玫瑰的假婚禮 席雪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812 天使的誘惑 季綾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6829 關情 千歲憂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6836 關情 千歲憂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6843 美人天下之囚宮 瞬間傾城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96850 大宮.玉蘭曲 秋姬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96874 大宮.玉蘭曲 秋姬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96904 大宮.玉蘭曲 秋姬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96928 大宮.玉蘭曲 秋姬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96867 美人天下之囚宮 瞬間傾城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96881 美人天下之囚宮 瞬間傾城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96911 美人天下之囚宮 瞬間傾城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96898 11處特工皇妃 瀟湘冬兒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96935 11處特工皇妃 瀟湘冬兒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96942 和月折梨花 寂月皎皎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96959 和月折梨花 寂月皎皎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96973 和月折梨花 寂月皎皎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96980 和月折梨花 寂月皎皎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196966 11處特工皇妃 瀟湘冬兒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196997 11處特工皇妃 瀟湘冬兒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933 11處特工皇妃 瀟湘冬兒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964 11處特工皇妃 瀟湘冬兒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4902 天配良緣之陌香 淺綠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04926 天配良緣之陌香 淺綠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04919 天配良緣之陌香 淺綠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004940 宮錦 聞情解佩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04957 宮錦 聞情解佩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04971 扶搖皇后. 首部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988 扶搖皇后. 首部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995 扶搖皇后. 首部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002 扶搖皇后. 首部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019 拒做帝妃 呂丹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026 拒做帝妃 呂丹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064 暴君,我來自軍情9處 瀟湘冬兒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101 暴君,我來自軍情9處 瀟湘冬兒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071 扶搖皇后.終結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118 扶搖皇后.終結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088 拒做帝妃 呂丹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095 拒做帝妃 呂丹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125 暴君,我來自軍情9處 瀟湘冬兒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149 暴君,我來自軍情9處 瀟湘冬兒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163 暴君,我來自軍情9處 瀟湘冬兒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92170 暴君,我來自軍情9處 瀟湘冬兒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92132 扶搖皇后.終結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156 扶搖皇后.終結曲 天下歸元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187 身體到底需要什麼: 人體能量完全攝取秘笈 劉納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2194 天上有棵愛情樹 桩桩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2217 天上有棵愛情樹 桩桩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2200 天上有棵愛情樹 桩桩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992224 一斛珠 朵朵舞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2248 一斛珠 朵朵舞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2231 一斛珠 朵朵舞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992255 筋柔百病消: 百病由筋治,現代版易筋經 胥榮東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2262 不良少夫. 一, 天啊!竟嫁了個惡夫 圓不破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279 誅心皇妃 孤缽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316 誅心皇妃 孤缽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354 誅心皇妃 孤缽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361 誅心皇妃 孤缽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286 唐宮美人天下 于正著; 燈火闌珊改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293 唐宮美人天下 于正著; 燈火闌珊改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309 唐宮美人天下 于正著; 燈火闌珊改編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323 不良少夫. 二, 媽呀!這家人好陰險 圓不破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330 不良少夫. 三, 站好!瞧我如何當家 圓不破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347 不良少夫. 四, 哎呀!終於苦盡甘來 圓不破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2378 盜妃天下 月出雲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392 盜妃天下 月出雲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415 盜妃天下 月出雲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422 盜妃天下 月出雲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439 鳳棲宸宮 轉身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446 鳳棲宸宮 轉身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453 鳳棲宸宮 轉身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460 鳳棲宸宮 轉身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491 燕傾天下 天下歸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507 燕傾天下 天下歸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514 燕傾天下 天下歸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521 燕傾天下 天下歸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538 一品廢妻 月出雲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545 一品廢妻 月出雲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552 一品廢妻 月出雲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569 一品廢妻 月出雲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576 血嫁 遠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583 血嫁 遠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590 血嫁 遠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606 血嫁 遠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613 公子別急 圓不破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620 公子別急 圓不破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637 公子別急 圓不破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644 公子別急 圓不破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651 公子別急 圓不破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92668 欽差相公仵作妻 陌上柳絮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2675 欽差相公仵作妻 陌上柳絮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2682 錯妃誘情 月出雲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699 錯妃誘情 月出雲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705 錯妃誘情 月出雲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712 錯妃誘情 月出雲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729 帝凰 天下歸元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736 帝凰 天下歸元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743 帝凰 天下歸元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750 帝凰 天下歸元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767 帝凰 天下歸元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92774 帝凰 天下歸元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92781 宮諜 瀟湘冬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798 宮諜 瀟湘冬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804 宮諜 瀟湘冬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811 宮諜 瀟湘冬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828 六宮無妃 轉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2835 六宮無妃 轉身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2842 娘子你別太囂張 夜初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2866 娘子你別太囂張 夜初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2859 娘子你別太囂張 夜初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992873 我的溫柔暴君 墨舞碧歌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880 我的溫柔暴君 墨舞碧歌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897 我的溫柔暴君 墨舞碧歌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903 我的溫柔暴君 墨舞碧歌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910 我的溫柔暴君 墨舞碧歌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92927 我的溫柔暴君 墨舞碧歌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92934 萌后駕到 圓不破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941 萌后駕到 圓不破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965 萌后駕到 圓不破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2972 萌后駕到 圓不破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92958 盛世茶香 十三春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2989 盛世茶香 十三春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2996 盛世茶香 十三春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001 盛世茶香 十三春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018 盛世茶香 十三春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025 盛世茶香 十三春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4032 小妾求下堂 轉身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049 小妾求下堂 轉身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056 小妾求下堂 轉身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063 小妾求下堂 轉身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070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100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087 喋血王妃 納蘭靜語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094 喋血王妃 納蘭靜語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117 喋血王妃 納蘭靜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131 喋血王妃 納蘭靜語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124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148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155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162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4179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04186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04193 妾本驚華 西子情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004216 落月迷香 四葉鈴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04230 落月迷香 四葉鈴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04223 落月迷香 四葉鈴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004247 天配良緣之西烈月 淺綠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04254 杏福滿門 十三春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261 杏福滿門 十三春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278 杏福滿門 十三春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292 杏福滿門 十三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4308 杏福滿門 十三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4315 杏福滿門 十三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04285 天配良緣之西烈月 淺綠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04322 旺宅錯妻 夜纖雪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4339 旺宅錯妻 夜纖雪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4346 旺宅錯妻 夜纖雪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4353 旺宅錯妻 夜纖雪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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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7629 心靈寫真館. I Ruowen Huang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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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14925 午后: 劉立芩鋼琴創作曲集. II 劉立芩作曲; 劉立芩, 劉立芯製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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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2332 姚觀順將軍傳: 孫中山先生衛士隊長的傳奇人生黃健敏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12332 姚觀順將軍傳: 孫中山先生衛士隊長的傳奇人生黃健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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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2141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六屆: 瑰穎集 林美清主編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8872141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六屆: 瑰穎集 林美清主編 2014-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1

送存冊數共計：197

侖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延伸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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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兵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0777 7名獨一無二的廚師 日本兒童文藝家協會編; 胡慧文譯 2011-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027 7個與眾不同的魔女 日本兒童文藝家協會編著; 胡慧文譯 2012-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164 髒小弟. 1, 蟲蟲好朋友 艾倫.麥當勞著; 大衛.羅伯茲繪; 艾瑪小姐譯 2012-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195 髒小弟. 2, 我的寵物是跳蚤! 艾倫.麥當勞(Alan Macdonald)著;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繪; 艾瑪小姐譯2012-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393 髒小弟. 3, 我是內褲大王 艾倫.麥當勞(Alan Macdonald)作;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繪; 艾瑪小姐譯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430 髒小弟. 4, 搶救午餐大作戰 艾倫.麥當勞(Alan Macdonald)作;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繪; 艾瑪小姐譯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454 空氣精靈歷險記 申政民作; 柳基勳繪; 熊懿樺譯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461 土壤精靈找新家 李美愛作; 李昇圭繪; 熊懿樺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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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5508 7名忍不住的忍者 日本兒童文藝家協會編; 胡慧文譯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90395 瘋狂園遊會 艾倫.麥當勞(Alan Macdonald)作;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繪; 艾瑪小姐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560 新兒童律動英語字典 楊淑如作; 陳孝貞, Allen蔡繪 2014-02-00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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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5645 香水的魔法咒語 安晝安子文.圖; 胡慧文譯 2014-0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95652 露露菈菈的微笑奶油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669 狼公主 凱薩琳.康絲特博(Cathryn Constable)作; 陳思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1705 失去聲音的小公主 凱特.潔絲文; 泉璃莉花圖; 陳思因譯 2009-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01859 保護噴火龍的小公主 凱特.潔絲文; 泉璃莉花圖 2009-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90074 隱形的桃花公主 凱特.潔絲文; 泉璃莉花圖; 陳思因譯 2009-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90357 非洲的祈雨公主 凱特.潔絲文; 泉璃莉花圖; 胡慧文譯 2010-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90470 7位與眾不同的公主 日本兒童文藝家協會作; 黃淳靖譯 2010-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327092 7隻與眾不同的精靈 日本兒童文藝家協會編; 黃淳靖譯 20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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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9009 I'm Model 模特兒養成 基礎版 陳怡君, 葉芳妤, 洪慶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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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60240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研究社1022期社區化成果展刊陳仲中總編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易林文創開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1031 TQM實踐法 鍾朝嵩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1048 新產品開發: 應用行銷工程的新產品開發 朝野熙彥, 山中正彥著; 先鋒委外採購小組譯 2010-07-00 修訂第1版 平裝 1

9789866311055 超愉快學懂會計秘訣 近藤學著; 先鋒財會小組譯 2010-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1062 QMU實踐法: 部門管理的有效體系 鍾朝嵩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1079 5S技巧: 整理.整頓.清掃.清潔.教養 工廠管理編輯部編; 先鋒5S研究小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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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5614 臺北國際鋼琴學術研討會暨碩士生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第五屆: 貝多芬鋼琴作品之理論與實務=The fifth Taipei international Piano Symposium for Faculty and Graduate StudentsAquiles Delle Vigne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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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209955 好奇寶寶動動腦: 海盜 安.蘇菲.波曼文; 邁克爾.維勒琵, 奧立維耶.馬克.納德爾插圖; 簡薇倫翻譯2014-04-00 精裝 1

9789577209962 好奇寶寶動動腦: 動物寶寶 維吉妮.阿拉吉迪文; 瑪賽兒.吉尼斯特插圖; 簡薇倫翻譯2014-02-00 精裝 1

9789577209979 好奇寶寶動動腦: 交通工具 珍.蜜雪兒.畢魯德文; 奧立維耶.馬克.納德爾插圖; 簡薇倫翻譯2014-02-00 精裝 1

9789577209986 好奇寶寶動動腦: 人體 艾格尼絲.馮德威爾文; 文森特.帝普拉徐插圖; 張慧卿翻譯2014-02-00 精裝 1

9789577209993 好奇寶寶動動腦: 太空 黛菲娜.葛函堡文; 珍.馮索.潘尼舒插圖; 簡薇倫翻譯2014-02-00 精裝 1

9789865900014 好奇寶寶動動腦: 地球 安.蘇菲.波曼文; 珍.馮索.潘尼舒插圖; 張慧卿翻譯 2014-02-00 精裝 1

9789865900021 好奇寶寶動動腦: 東西是怎麼來的? 伊莎貝兒.米那哈, 瑪麗.巴哈德文; 丹尼爾.史勒爾思插圖; 邱瑞鑾翻譯2014-02-00 精裝 1

9789865900038 好奇寶寶動動腦: 野生動物 艾格尼絲.馮德威爾文; 艾曼紐艾樂.艾田插圖; 邱瑞鑾翻譯2014-02-00 精裝 1

9789865900045 好奇寶寶動動腦: 農場 艾格尼絲.馮德威爾文; 瑪賽兒.吉尼斯特插圖; 簡薇倫翻譯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900052 好奇寶寶動動腦: 恐龍 安.蘇菲.波曼文; 珍.瑪麗.波司諾插圖; 邱瑞鑾翻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5847999 好奇寶寶動動腦: 海洋 珍.蜜雪兒.畢魯德作; 皮耶.卡悠插畫; 簡薇倫翻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5704001 古埃及 希維.波西耶作; 文森特.杜特赫插畫; 彭欣喬翻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5704018 好奇寶寶動動腦: 建築工地 珍.蜜雪兒.畢魯德作; 皮耶.卡悠插畫; 陳羚芝翻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5704025 好奇寶寶動動腦: 消防員 克思黛勒.沙黛兒作; 海倫.康維特插畫; 簡薇倫翻譯2014-04-00 精裝 1

9789865704032 好奇寶寶動動腦: 史前人類 瑟希兒.祖格拉作; 羅柏特.巴波里尼插畫; 彭欣喬翻譯2014-04-00 精裝 1

9789865704049 好奇寶寶動動腦: 寵物 珍.蜜雪兒.畢魯德作; 艾曼紐.希斯多插畫; 曾閒翻譯2014-04-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和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泛亞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1283 針子的新衣 中屋美和文.圖; 米雅翻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06 大小一起玩: 顏色遊戲 赫威.托雷作; 莫凡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13 大小一起玩: 造型遊戲 赫威.托雷作; 莫凡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20 大小一起玩: 哪裡不一樣? 赫威.托雷作; 莫凡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37 好長好長的蛇 風木一人文; 高畠純圖; 游珮芸翻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44 香蕉的祕密 許玲慧文; 鄭淑芬圖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68 刷牙的遊戲真好玩 木村裕一原著; 莫凡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75 換衣服的遊戲真好玩 木村裕一原著; 莫凡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82 我會跟朋友說再見 木村裕一原著; 莫凡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399 大家一起來搔癢 木村裕一原著; 莫凡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405 我最喜歡抱在一起 木村裕一原著; 莫凡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412 哈倫與故事之海 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文; 蔡宜容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1429 阿布玩捉迷藏 福澤由美子文.圖; 米雅翻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436 誰在敲門啊 筒井賴子文; 林明子繪圖; 莫凡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443 霍爾頓的神奇魔法機 麗莎.艾凡斯(Lissa Evans)文; 黃筱茵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2741450 動物的媽媽 小森厚文; 藪內正幸圖; 鄭明進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467 富士山之歌 俵万智文; U.G.佐藤繪圖; 林水福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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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9538 趨勢基因: 瞭解顧客,比顧客更瞭解他們自己 Darrell Mann, Yekta Ozozer作; 林家薇, 許棟樑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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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1551 糖尿病氣功療法 徐華佗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亞卓國際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6752 金門縣美術家聯展. 2012 吳鼎仁等執行編輯 2012-05-00 平裝 1

9789572816769 金門縣美術家聯展. 2013 吳鼎仁等執行編輯 2013-05-00 平裝 1

9789572816776 金門縣美術家聯展. 2014 吳鼎仁等執行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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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95499 生命交響曲: 文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王晴慧等合著; 黃淑貞, 陳正平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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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94012 TOEFL-iBT高分托福120高階字彙 Rick Crooks, 林神龍合著 2014-04-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029 TOEFL-iBT高分托福120基礎字彙 Rick Crooks, 林神龍作 2014-04-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036 New TOEIC新多益閱讀入門 鄭然澤著; 張琪惠譯 2014-04-00 增訂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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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08353 永遠愛你 羅伯特.蒙施(Robert Munsch)文; 陳致元圖; 林芳萍譯2011-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6608353 永遠愛你 羅伯特.蒙施(Robert Munsch)文; 陳致元圖; 林芳萍譯2011-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6608735 永遠的楊喚: 春天在哪兒呀? 楊喚詩; 黃小燕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8742 夏夜 楊喚詩; 黃本蕊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8759 永遠的楊喚: 水果們的晚會 楊喚詩; 黃本蕊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8766 永遠的楊喚: 家　 楊喚詩; 黃小燕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8773 永遠的楊喚: 森林的詩 楊喚詩; 陸琦等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8780 小紙船 楊喚詩; 鄭淑芬等圖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8797 永遠的楊喚 楊喚詩; 黃小燕等圖 2013-08-00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6608810 家族相簿 席薇亞.戴娜, 提娜.克莉格文; 烏麗可.柏楊圖; 洪翠娥譯2013-10-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6608889 米米吸奶嘴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和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8398 好好愛阿迪 維吉尼亞.芙藍明文; 福洛得.庫柏圖; 宋珮譯 20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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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984617 磁場療法 藤本憲幸著; 廖梅珠譯 200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201 水溶性核酸的神秘力量 松永政司, 宇住晃治監修; 廖梅珠譯 2004-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201 水溶性核酸的神秘力量 松永政司, 宇住晃治監修; 廖梅珠譯 200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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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05345 錯過 董妮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06649 腹黑笑面虎 慕容雪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08261 結緣. 二之二, 愛恨難了 雪靈之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08278 明冬仍有雪 雪靈之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408285 明冬仍有雪 雪靈之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407899 愛上喵小姐 子澄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08377 彼翼雙飛 沈韋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408384 彼翼雙飛 沈韋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408513 不要、不要忘記你 路可可著 2012-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408698 說好今生要相愛 季可薔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068 調教富家女 香朵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075 神醫病殃殃 雨久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082 神醫病殃殃 雨久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099 舉案齊眉 蘇月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105 舉案齊眉 蘇月影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112 舉案齊眉 蘇月影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129 舉案齊眉 蘇月影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2136 小心!愛情來襲 唐浣紗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167 情人太霸道 煓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174 膽敢不愛我 伍薇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181 面癱總裁別愛我 柚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狗屋



9789863282198 主君的寵兒 宋雨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204 玩咖定了心 沈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211 娶得美男歸 夏喬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228 我的俊娘子 雷恩那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235 美人謀夫婿 莫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2242 美人謀夫婿 莫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2266 正妻不好當 懷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273 正妻不好當 懷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280 正妻不好當 懷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297 正妻不好當 懷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2303 正妻不好當 懷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2310 醜顏夫君 紅景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2327 醜顏夫君 紅景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2334 親親後娘 紅景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341 親親後娘 紅景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358 親親後娘 紅景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365 神醫病殃殃 雨久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372 神醫病殃殃 雨久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2389 神醫病殃殃 雨久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2396 神醫病殃殃 雨久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2518 神醫病殃殃 雨久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82402 寶貝很難追 子澄著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19 寶貝妳不乖 陶樂思著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26 寶貝惹到熊 季葒著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33 小寶貝愛作媒 唐浣紗著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40 老婆親親 米琪著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57 老婆別說不 湛清著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64 老婆不乖 左薇著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71 只想娶妳當老婆 夏洛蔓著 2014-02-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488 獨家愛人 淘淘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495 極品富豪老公 米琪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501 老公, 別想亂來 陶樂思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525 田園閨事 莞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532 田園閨事 莞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549 田園閨事 莞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556 田園閨事 莞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2563 田園閨事 莞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2570 田園閨事 莞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2587 馴愛好男人 柚心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594 敗犬這條路 香朵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600 至尊總裁, 狠狠帥 米琪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617 愛上毒舌男 沈韋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624 完美先生情逢敵手 宋雨桐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631 時尚總監風流假象 夏喬恩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648 雙面男人左擁右抱 佟蜜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655 無敵驕夫下堂秘密 艾蜜莉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2709 重為君婦 花樣年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716 重為君婦 花樣年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723 重為君婦 花樣年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730 嫡妻說了算 東風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747 嫡妻說了算 東風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785 嫡妻說了算 東風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754 閃嫁頂級男神 暖暖歌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2761 閃嫁頂級男神 暖暖歌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2792 嫡女難嫁 蘇小涼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2808 嫡女難嫁 蘇小涼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2815 嫡女難嫁 蘇小涼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2822 嫡女難嫁 蘇小涼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2839 上床不補票 子澄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846 愛的賞味期 淘淘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2853 親愛的Sex Friend 春十三少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3282860 親愛的Sex Friend 春十三少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下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205 歐洲鐵路自由行: 追尋自我與國富之道的心靈震撼之旅吳武明, 余宗珮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83

亞洲巨龍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743 長洪武學縱橫. 第十八期 曾慧美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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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3907 Magic joy Peggy Huang[編] 2014-03-00 其他 第13冊 1

9789574483914 YAYA!Molly&Twix Ariel Pang等[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574483921 YAY!Danny&Toby Ariel Pang等[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574483938 YAY!Mr. Elephant Ariel Pang, Sun Su Pin, Chang Chen Sung[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574483945 YAY!King Lion Yuta Chen, Sun Su Pin, Chang Chen Sung[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574483952 YAY!Amy&Andy Ariel Pang, Sun Su Pin, Chang Chen Sung[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574483969 YAY!Alice&Alex Ariel Pang等[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574483976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2014-03-00 1st ed. 其他 第8冊 1

9789574483983 Shirley goes to school Sophia Yang[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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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4883 犂田望春天 林永樺口述; 許仁圖記錄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4890 問心錄 董華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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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41402 玩攝影教學誌: 將商品變身時尚單品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19 玩攝影教學誌: 性感中的可愛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26 玩攝影教學誌: 讓時間停留在最性感的瞬間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33 玩攝影教學誌: 飾品拍攝. 1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40 玩攝影教學誌: 飾品拍攝. 2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57 玩攝影教學誌: 烏克蘭經典少女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64 玩攝影教學誌: 單燈人像攝影技法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玩美攝影器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河洛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洪武術學會



9789865741471 玩攝影教學誌: 米豆商品攝影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88 玩攝影教學誌: 商品攝影高質感手法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495 玩攝影教學誌: 可愛布娃娃攝影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01 玩攝影教學誌: 性感內衣拍攝: 撫媚眾生的眼神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18 玩攝影教學誌: 愛不視手的夢幻精品拍攝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25 玩攝影教學誌: 商品拍攝: 原來家裡有個攝影棚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32 玩攝影教學誌: 古典與現代交織: 藝術品拍攝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49 玩攝影教學誌: 大男人的玩具櫃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56 玩攝影教學誌: 工業科技產品輕鬆拍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63 玩攝影教學誌: 化妝品網拍絕招大集合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70 玩攝影教學誌: 超鏡化!讓眼鏡成為主角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87 玩攝影教學誌: 晶瑩剔透的拍攝技法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594 玩攝影教學誌: 玩美女人的祕密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00 玩攝影教學誌: 今日你最帥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17 玩攝影教學誌: 舞極限: 攝影無極限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24 玩攝影教學誌: 質感由光線決定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31 玩攝影教學誌: 魔術師的魔樣戲法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48 玩攝影教學誌: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55 玩攝影教學誌: 小寶貝精選系列. 1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62 玩攝影教學誌: 小寶貝精選系列. 2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79 玩攝影教學誌: 小寶貝精選系列. 3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86 玩攝影教學誌: 小寶貝精選系列. 4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693 玩攝影教學誌: 小寶貝精選系列. 5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1709 玩攝影教學誌: 小寶貝精選系列. 6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201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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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133 昨夜星辰昨夜風: 東海大學第六屆校友畢業五十週年文集李南衡等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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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0466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作品集. 97級 東海大學建築97級畢業班作 2014-06-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東海第六屆校友同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建築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473 易經商道. 下經 詹茂焜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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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5870 讀易簡說 徐醒民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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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266475 中國歷代名作家傳: 中學國文課文作者詳傳 陳春城編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9266482 中國詩詞名句析賞辭典(合訂本) 呂自揚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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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2030 碎界 聿暘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047 碎界 聿暘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2054 碎界 聿暘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82061 碎界 聿暘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2078 碎界 聿暘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82085 碎界 聿暘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2092 碎界 聿暘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82108 碎界 聿暘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82146 如果蝸牛有愛情 丁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153 如果蝸牛有愛情 丁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82252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82160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177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2184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中國經典管研中心



9789865782191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2207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82214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2221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82238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82245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82283 名門醫女 希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290 名門醫女 希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2306 名門醫女 希行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82313 名門醫女 希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2320 名門醫女 希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82337 名門醫女 希行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2344 名門醫女 希行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82368 他來了,請閉眼 丁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375 他來了,請閉眼 丁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82399 良婿 意千重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405 良婿 意千重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82412 良婿 意千重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82429 良婿 意千重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82436 良婿 意千重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82443 良婿 意千重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82467 凶宅筆記.詭事錄 貳十三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2474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782481 近戰法師. 第一部 蝴蝶藍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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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514428 斗數論命 紫雲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35 紫微斗數導讀. 星曜篇 陳世興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42 理氣風水大破譯 張建民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59 八斗卦算命法 鄭景峰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66 生基大法全集 余勝唐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73 從斗數談父母情 紫雲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38

武陵



9789573514480 紫微斗數導讀. 複星篇 陳世興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497 初入門紫微斗數 鄭景峰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514503 風水掌故 陳雪濤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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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2729 死神輪迴舞 張藝騰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736 墨龍調戲事典 傀引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750 幻影王 沈默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767 小王子的幸福餐桌 李馥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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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81137 超絕鼓技地獄訓練所. 光榮入伍篇 吳嘉芳翻譯; 簡彙杰總編輯 2011-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144 新琴點撥: 民謠、搖滾、藍調吉他綜合有聲實用教材(創新二版)簡彙杰編著 2011-09-00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6581151 超絕吉他手養成手冊 Kelly Simonz作; 戴佳琦翻譯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168 集中意識!60天精通吉他技巧訓練計畫 海老澤祐也作; 吳嘉芳翻譯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182 365日的鼓技練習計劃 山本雄一作.演奏; 吳嘉芳翻譯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229 新古典金屬吉他奏法解析大全 堀沢俊樹作.演奏; 吳嘉芳, 葉山青子翻譯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427 DVD&CD學習法!吉他速彈入門 河本奏輔作; 王瑋琦, 張庭榮翻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427 DVD&CD學習法!吉他速彈入門 河本奏輔作; 王瑋琦, 張庭榮翻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434 為何速彈總是彈不快? 海老澤祐也著; 王瑋琦譯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090 超絕吉他地獄訓練所. 叛逆入伍篇 小林信一作; 吳嘉芳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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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5651 Painter彩繪技法範例集錦 馬志玲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835668 挑戰AutoCAD 2D平面製圖 廖高德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835675 Android App學習手冊 趙曉楓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835682 快速學會C++程式語言 洪志維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5835699 全方位學習PHP&MySQL 藍易作 2014-02-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易習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典絃音樂文化



9789865835705 Dreamweaver資料庫網站設計for PHP 蔡國強作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5835712 AutoCAD 3D解題技巧範例詳解 廖高德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835729 挑戰AutoCAD 2D解題密技 廖高德作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5835743 Illustrator經典範例集錦 馬志玲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835750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進階 黃瑞祥, 松橋3小組工作室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835767 UML 3函數物件導向視覺化系統分析與設計寶典孫惠民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835774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入門 黃瑞祥, 松橋3小組工作室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835781 Mastercam X4電腦輔助設計與加工 周曉龍作 2014-05-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35804 看圖例學SolidWorks範例錦囊 陳俊鴻作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5828 SolidWorks 2014實戰演練. 基礎篇 陳俊鴻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835835 SolidWorks 2014實戰演練. 進階篇 陳俊鴻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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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4556 圖解定調人類格局的八大文明 鄭伊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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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8129 解深密經冠科 解深密經專案編輯小組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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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0034 Texures Murmuring...娜娜的手機照片碎碎唸 廖又蓉文字.攝影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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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82436 法鼓山僧伽大學年報. 一00-一0一學年度 法鼓山文化中心編輯 2014-04-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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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山僧伽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506 生命意象霍霍湧動 張默作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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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27736 小資鳳凰之貴婦實習生 雲袖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30 插隊新郎 顏依依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47 爭取新娘席 陶葦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54 總裁越過界 沐向陽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61 穿到古代嫁隻狼 簡薰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78 野獸派金夫 凌宓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85 計誘甜心妻 千藍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092 金桃花找上門之偷窺惹的禍 鐘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08 插隊入豪門 金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15 驕女重修中 七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22 棄婦重選夫 簡瓔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39 低調富家女 艾佟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46 賺到金龜婿 唐筠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53 奉旨當夫人 雲袖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60 三選為后 淺草茉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77 富豪遭退貨 凌宓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84 附馬自個找 葉雙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191 回到王朝睡將軍 綠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07 人妻養成術 七巧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14 霸拐冰祕書 陶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21 綁定穿越夫 金萱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38 老公很陌生之一摔騙個妻 簡薰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45 旺家庶女 春野櫻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52 寶貝詐婚 鐘淇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69 便宜老爸 顏依依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76 買妻送子 林曉筠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83 誤嫁成貴婦 唐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290 被迫上花轎 雲袖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9789862428306 大亨勾勾纏 凌宓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313 將就入豪門 綠風箏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320 巧婢上龍床 寄秋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337 醫女成妃 春野櫻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8344 興宅寡婦 金萱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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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8885 破惘: 活出生命的美好 顏國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8892 一本書看透肝病 金瑞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006 帶著畫箱去旅行 洪東標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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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86148 中國佛教研究入門 岡部和雄, 田中良昭編; 辛如意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407 放下禪: 上班族40則放下指引 聖嚴法師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414 靈源夢話 靈源老和尚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421 塑膠袋流浪記 劉如桂圖.文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438 大慧宗杲禪師法語 大慧宗杲禪師著; 中華佛學研究所編註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445 聖嚴研究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5輯 1

9789575986452 巨浪迴瀾: 明清佛門人物群像及其藝文 廖肇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469 禪味點心 陳滿花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476 讀經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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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9235 倫敦地鐵自由旅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79235 倫敦地鐵自由旅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裕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8168 繪圖孝淫果報的故事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1-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78175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譯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1-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78182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淺譯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1-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78199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淺譯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1-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78205 仁慈詩淺譯 淨行社編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212 楞嚴經的故事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578229 楞嚴經的故事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578236 楞嚴經的故事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578243 楞嚴經的故事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578250 腫瘤臨證備要: 詩詞三百首 李岩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267 護生的故事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78274 佛學淺說及佛的故事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2-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78281 中有成就秘笈 元音老人著 2012-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78298 佛說無量壽經的故事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311 金山活佛神異錄 樂觀法師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328 佛化弟子的故事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78335 六祖大師惠能的故事: 六祖壇經白話淺譯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78342 印光法師文鈔 凡夫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578359 印光法師文鈔 凡夫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578366 佛門必備課誦本(綜合注音版)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373 佛的本生故事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78380 地藏王菩薩靈驗事蹟; 地藏菩薩靈感記; 普勸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心然法師編述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403 金剛經持驗錄 許添誠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410 大方廣佛華嚴經<>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等譯 2013-04-00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578427 御製揀魔辨異錄 清世宗御製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78441 虛雲和尚自述年譜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458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圖頌 吳重德圖文改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465 傳家之寶: 怎樣真正改造自己的命運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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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106 放生感應奇蹟記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144 俞淨意遇灶神記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151 壽康寶鑑白話編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496 僧伽吒經 (元魏)月婆首那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557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588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2013-1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632 佛說療痔病經: 癌症患者的福音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78649 佛說療痔病經: 癌症患者的福音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78656 觀音大士白衣神咒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67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宗寶本)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78694 天上聖母經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755 大智度論. 第一冊, 卷一-卷二十 龍樹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762 大智度論. 第二冊, 卷二十一-卷四十 龍樹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779 大智度論. 第三冊, 卷四十一-卷六十 龍樹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786 大智度論. 第四冊, 卷六十一-卷八十 龍樹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793 大智度論. 第五冊, 卷八十一-卷一百 龍樹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823 大佛頂首楞嚴經(全十卷) 2014-01-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6578878 佛說阿彌陀經.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山海慧菩薩經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892 印光法師文鈔 凡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578908 印光法師文鈔 凡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578915 印光法師文鈔 凡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578939 佛說延命地藏菩薩經 不空三藏奉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946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977 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8991 新刪定四分僧戒本淺釋 妙因律師講述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009 大乘妙法蓮華經(大字版)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016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凡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8030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凡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8023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凡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0813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1-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08085 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2014-02-00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708108 金光明懺齋天科儀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115 金剛經講錄 道源長老講述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122 三時繫念佛事 中峯國師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146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2014-03-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70815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宗寶本) 唐釋門人法海錄譯 2014-04-00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0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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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177 佛說阿彌陀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禮佛大懺悔文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184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唐)罽賓國沙門佛陀多羅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221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8191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8207 商主天子所問經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214 大悲心陀羅尼經暨行法懺法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245 保命延壽法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269 佛遺教三經: 佛遺教經、佛說四十二章經、佛說八大人覺經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290 最大的銀行: 探索生命黑箱 [丞捷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30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十二分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313 無量義經 蕭齊天竺三藏曇摩伽陀耶舍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320 佛陀的啟示 Walpola Rahula著; 顧法嚴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8337 占察善惡業報經 (隋)天竺三藏菩提燈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8351 慈悲三昧水懺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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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8759 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八屆 明新科技大學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編著 2014-04-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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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8742 現代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王賢崙等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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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4608 大佛李其展教你看懂8個投資獲利關鍵指標 李其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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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509 易經大義 陳智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經學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80

明新科大服務事業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289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2014 連淑君等合著; 2014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組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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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5612 現代食品蠻悍全襲 曹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629 茶日子: 從入口開始,韻的感知層次、身心,到禪修內觀呼吸的全練習李啟彰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636 看圖做點心: 新手爸媽一試就成功 鍾毓珊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643 臺麵魂: 吸哩呼嚕快嘴吞食,臺灣吃麵學濃縮在一碗拔林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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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79997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0175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0205 艷獸都市 秦守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0212 艷獸都市 秦守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0236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0243 詭刺 紛舞妖姬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0250 最穿越 蕭瑟朗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0267 我最逍遙 michanll, 廖超群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0304 半步多慾望傳說. 第二部 骷髏精靈, 阿苦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0335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0359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0427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0380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0410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0434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0441 劍起雲深 紫屋魔戀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0557 詭刺 紛舞妖姬作 2011-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1110 詭刺 紛舞妖姬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航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河圖文化



9789862930564 最穿越 蕭瑟朗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1127 最穿越 蕭瑟朗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0571 我最逍遙 michanll, 廖超群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0618 金錢美人 八寸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0847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1097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1103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0687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0939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0953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0694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0830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0762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1035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028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059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0816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0878 亡靈沸騰 抱香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1066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1165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2011-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0649 半步多慾望傳說. 第二部 骷髏精靈, 阿苦作 2011-05-00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30793 半步多慾望傳說. 第二部 骷髏精靈, 阿苦作 2011-05-00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930984 半步多慾望傳說. 第二部 骷髏精靈, 阿苦作 2011-06-00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930991 半步多慾望傳說. 第二部 骷髏精靈, 阿苦作 2011-06-00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931226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1233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1240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1257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1349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1356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1424 亡靈沸騰 抱香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1721 亡靈沸騰 抱香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448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1455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1462 詭刺 紛舞妖姬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1486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1639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1585 艷獸都市 秦守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1592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1974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1608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1622 最穿越 蕭瑟朗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1936 最穿越 蕭瑟朗作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1660 半步多慾望傳說. 第二部 骷髏精靈, 阿苦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931738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1745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2148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2155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1776 詭刺 紛舞妖姬作 2010-08-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1783 詭刺 紛舞妖姬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1790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1806 龍血戰士 午夜風流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1813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1820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2087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2094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2100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1912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1943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1950 亡靈沸騰 抱香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1967 艷獸都市 秦守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2315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2322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2346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2452 亡靈沸騰 抱香作 2011-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2902 亡靈沸騰 抱香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2469 翼圖卷宗 天堂裡的土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2483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32551 艷獸都市 秦守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2568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2605 魔尊曲 紅塵笑笑生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2841 春光無限好 老糊塗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2308 春光無限好 老糊塗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2612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2629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2827 艷獸都市 秦守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2858 地獄門 七貝勒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2926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932940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2933053 荒唐大帝 午夜風流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3091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933107 我的天下 michanll, 英雄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2933145 春光無限好 老糊塗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3169 限制級特工 不樂無語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3206 艷獸都市 秦守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3220 獵國 跳舞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2933237 獵國 跳舞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2933244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3251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3268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3275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3282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3299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3305 龍寵 蕭九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3312 龍寵 蕭九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3329 邪器 知樂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3336 邪器 知樂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3343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3350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3367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2933374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2933381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3404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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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33442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3459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3480 獵國 跳舞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2933534 獵國 跳舞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2933497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3633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3503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3572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3510 龍寵 蕭九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3589 龍寵 蕭九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3527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2933541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933558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3565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3596 鄉野痞醫 蘭亭敘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3602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3619 邪器 知樂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3626 邪器 知樂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3640 漁港春夜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3657 流氓大地主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3664 六朝清羽記 弄玉, 龍璇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3695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3763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3701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3718 淫術鍊金士 帥呆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3725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4050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4067 姐夫的榮耀 小手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3756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2934098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2933770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3787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4074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3800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2934005 邪器 知樂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3817 邪器 知樂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3824 邪器 知樂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3992 邪器 知樂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3831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3848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3978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3985 橫行天下 妖精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3855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3862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4012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4029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3879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3886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4036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4043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3916 龍寵 蕭九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3923 龍寵 蕭九作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4081 龍寵 蕭九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3930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3947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4128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3961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4227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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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34135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2934142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4159 美人圖 肆月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4166 美人圖 肆月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4173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4180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4197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4395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4401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3794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4203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4210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4418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4425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4234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4241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4258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4265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4456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4463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4272 邪器 知樂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4470 邪器 知樂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4487 邪器 知樂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4289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4517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4296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2934548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2934319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2934333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2934494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2934500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2934340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4357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4364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4388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4760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4784 仙童下地獄 獵槍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4432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4449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4708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4715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4524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4623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4531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2934616 阿里布達年代祭 弄玉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2934555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4562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4593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4609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4630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4920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4647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2934654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2934906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2934913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2934661 邪器 知樂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4678 邪器 知樂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4883 邪器 知樂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4890 邪器 知樂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4692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4869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4876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4685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4722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4739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4821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4838 大隱 血珊瑚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4746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4753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4807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4814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4791 東方雲夢譚 羅森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2934845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4852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4968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4975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5019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4982 淫術鍊金士 帥呆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4999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2935095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2935101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2935002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5026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5033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5057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5231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5248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5040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5064 西遊豔記 老糊塗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5071 邪器 知樂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5088 邪器 知樂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5262 邪器 知樂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5118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5293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5156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5149 阿飛歪傳 胡人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5163 肉體買家 貴竹筍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5217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5224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5255 淫術鍊金士 帥呆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5279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2935286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2935316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5330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5347 春滿香夏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5354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5361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5415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5422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5439 女皇保衛戰 妖精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5378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2935385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2935446 女校先生 Michanll, 英雄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2935453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5392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5460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5477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5484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5491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5507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5514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5545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5521 淫術鍊金士 帥呆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35538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5552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5569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5576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5583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5590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5682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5606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5699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5613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5651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5668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5675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5620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5637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5644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5705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5712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5729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5743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5736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5750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5767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5774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5866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5781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5798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5842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5859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5804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5811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5828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5835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5873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5880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5927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5934 誘紅樓 知樂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5897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5903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5941 天魔 棺材裡的笑聲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5910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5958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5972 妖刀記 默默猴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2935965 九流術士. 第二部 Michanll, 英雄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35989 春亂香野 蕭九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5996 春亂香野 蕭九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6009 春亂香野 蕭九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6016 春亂香野 蕭九作 20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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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2909 1/1024: 臺灣阿幸和她的九個妹妹 葉春幸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9

送存冊數共計：352

幸福文化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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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8896 揉揉小腿肚的驚人自癒奇蹟: 70%的血液集中在人體「下半身」,天天按摩小腿,疾病就會慢慢改善槙孝子作; 蔡麗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19 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23堂小說課 湯瑪斯.佛斯特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26 聰明媽媽才知道的嘮叨的技巧: 100個日常教養替代句,不吼叫、不責罵,我用「這句話」改變孩子!崔英民, 朴美珍, 歐靜文作; 張琪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33 這樣做肌力訓練,跑步.瘦身.體能出現驚人改變 鄭周鎬作; 楊雅純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40 營養師吃不胖的祕密: 「321巴掌大」減肥餐 關由佳作; 熊瑾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57 7日眼球操 新見浩司監修; 賴祈昌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64 一學就會の療癒系塗鴉BOOK 宇野佳奈子作; 蔡麗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8971 Oh My God!我瘦了50公斤 權尾珍作; 林育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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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19497 GRI G4永續性報告指南: 報告原則與標準揭露 吳文雅等人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9070706 GRI G4永續性報告指南: 實施手冊 吳文雅等人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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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6439 危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十二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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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4309 中華民國汽車工程與技術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2014溫富亮, 何虹儀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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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2538 易言說心 陳伯适總編輯 2014-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危機管理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汽車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204 傳愛40 有你真好: 臺灣捐血事業40周年紀念 魏昇堂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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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8201 我是真的愛他/她的! 林秋芬, 侯仁智, 郭榕文字編輯; 發呆綠繪圖 2013-07-00 精裝 2

9789868978218 我是愛他們的。 沈函瑩主編 20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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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3318 尋窯趣 林世明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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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605 社會工作人員安全維護手冊 趙善如主編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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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62472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修持儀軌釋譯 徹聖上師講述 2014-04-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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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0006 五感+1: 聽損家庭的生命故事 桃園聲暉協進會102年生命故事團體成員及其子女作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大樹瓦窯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市社工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捐血運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兒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真言宗普賢流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聲暉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934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蔡三郎總編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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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28023 拓荒者之路: 林口社區大學十年歷程 王貞乃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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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8200 新北市慈善會 會誌-行善20年(1933-2013) 林德誠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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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74038 核殤之戀 盧聲揚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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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8001 生命畫筆 彩繪人生 江信行總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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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04584 鯨魚小小海洋初探: 海鳥的好朋友 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文字; 潘陽火圖 2011-11-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9065009 臺灣33種蛙類圖鑑 陳王時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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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9225 大道釋疑 無極禪化院, 南天虛原堂著 2014-07-00 初版 平裝 卷2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慈善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自學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愛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虛原慈善功德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521 第四次TSICF學會暨第三次TREATS學會聯合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手冊. 2014邱弘毅, 章良渭, 廖華芳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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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0401 丙級烘焙so easy: 30分鐘掌握關鍵密碼 陳佳琪, 周璻薇, 馬木蘭作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0401 丙級烘焙so easy: 30分鐘掌握關鍵密碼 陳佳琪, 周璻薇, 馬木蘭作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0418 休閒環境管理論文集 羅鳳恩編撰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0425 健康促進與休閒管理論文集 羅鳳恩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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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3901 新移民日常用語口袋書: 中印尼語 柯宇玲主編; 林達翻譯 2013-12-00 平裝 3

9789869013918 新移民日常用語口袋書: 中越語 柯宇玲主編; 吳氏青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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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8209 奇妙的魔法書 周文敏, 周文君文; 林欣妤圖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58216 奇妙的實驗室 周文敏, 周文君文; 蔡詠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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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24726 濕地學刊 朱達仁總編輯 201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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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16144 藝術拼布地平線展暨三國聯合創作計畫. 2014 林幸珍主編 2014-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就業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ICF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拼布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綠色科技發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濕地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337 臺灣國際蘭展. 2014: 蘭展記事 黃禎宏主編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8934337 臺灣國際蘭展. 2014: 蘭展記事 黃禎宏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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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6639 新愛手冊初感染須知. 2014 社團法人臺灣露德協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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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1123 周靖雅: 混搭新主張 周靖雅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71147 築.作: 話空間創幸福 林洋, 李勝雄, 張育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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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3339 緣來是你 Roxana Liu等[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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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6125 愛水的河馬 默威.哈迪希文; 艾德利恩.坎納威圖; 高明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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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43342 漂漂老師的Photoshop+Illustrator神靈活現寶典 蔡雅琦編著 2011-03-00 其他 1

9789866143762 InDesign精選案例: 設計+後製+印刷+商用實例 曹國榮, 周燕華編著 2011-10-00 其他 1

9789866143779 MAYA動畫製作範例剖析 盧俊諺編著 2011-08-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露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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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發國際文化



9789866143793 白蘋果: 有關iPad的種種你最該知道的事 胡嘉璽編著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6143847 iPad+越獄JB最新版使用手冊 洪錦魁編著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6143953 電容式觸控技術導入與解析 洪錦維編著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6007224 王者歸來: 征服JavaScript 朱印宏編著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07583 New iPad 使用手冊 洪錦魁編著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6007651 GIS地理資訊系統應用開發深入解析 柳錦寶等編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007682 陽臺上的開心農場 李桃作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007767 中國經典圖案設計 SUNI視覺設計編著 2012-07-00 其他 1

9789866007774 大陸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立法演變:兼論消費型使用作品之合理使用江偉儀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6007798 MAYA動畫製作範例剖析 盧俊諺編著 2011-08-00 其他 1

9789866007828 國際室內設計精選: 居住空間美學 國際最新室內設計精選編寫組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007842 國際室內設計精選: 文教及公共空間美學 國際最新室內設計精選編寫組編著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6007859 王者歸來: PHP完全開發範例集 潘凱華, 劉中華等編著 2012-10-00 其他 1

9789866007866 JAVA學習之路: 專家實戰解題300Q&A 明日科技編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6007897 我的鋼珠筆變相機: 1枝筆畫出超可愛寵物素描 飛樂鳥作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6007903 ASP.NET社群網站開發詳解 孫更新, 賓晟, 孫海倫編著 2012-07-00 其他 1

9789866007910 LINQ應用開發完全解析 王的強, 張曉娜, 周靜編著 2012-07-00 其他 1

9789866007934 Window Server終極架設指南: 設定應用一本通 趙江, 張銳編著 2012-08-00 其他 1

9789866007941 飼育網路爬蟲: 搜尋引擎資料探勘最佳化 王亮編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6007958 遊戲開發數位資料結構完全解密的關鍵技術 劉穎東編著 2012-08-00 其他 1

9789866007965 震攝人心的風景就該這樣拍 FUN視覺編著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6007972 InDesign精選案例: 設計+後製+印刷+商用實例 曹國榮, 周燕華編著 2012-08-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007989 Java Web整合開發: JSP+Servlet+Struts+Hibernate+Spring劉京華等編著 2012-08-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007996 活力美人的7日排毒食譜: 吃出樂活好元氣 王楠楠等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08003 100個愛地球的綠色清潔術 蜂子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08010 向大企業學習贏的網路行銷術 田欣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08027 在角落遇見貓: 讓貓自然入鏡的好方法 拍拍寵客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08034 Thinking & Walking: 在設計與產品間遊走的網頁設計師千鳥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08065 版面設計不敗の17項準則 ArtTone视觉研究中心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5908096 輕鬆學ANDROID多媒體應用程式開發 吳亞峰, 于復興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8102 Photoshop CS6寶典 銳藝視覺編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08126 Canon EOS 5D Mark III玩到極致 FUN視覺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08133 永遠被叫妹妹的肌密: 少女凍齡不老,熟女童顏無痕于曉寧双福作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08140 人緣力滿點的生活潛規則: 100+教你打出人生好牌,搞懂這些生活好自在鳳凰動漫作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08157 愛上鋼珠筆彩繪 涂涂貓作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5908188 Visual identity: 決戰VI設計力為企業打造視覺傳達力海貝視覺編著 2012-10-00 其他 1

9789865908195 好設計: 企業整體形象標示設計大解析 海貝視覺編著 2012-10-00 其他 1

9789865908232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全民大導演: 剪輯特效實務葉人豪著 2012-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908249 iphone攝影趣玩樂APP 郭志輝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08256 Unity 3D體感遊戲實務解析 洪達民, 張右緯編著 2012-11-00 其他 1

9789865908263 食補勝藥補: 量身打造六大類體質養生主題粥膳張瞱, 左小霞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08294 讓男人心動的30+魅力加分術: 再也不要一個人晚餐夏天島工作室,姜曉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08331 最新函數式物件語言Visual F# 孫惠民編著 2012-11-00 其他 1

9789865908348 Rhion3D珠寶飾品設計 蔡韋德作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5908355 新一代4G LTE行動無線寬頻技術網路規劃與設計肖開宏編著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5908416 圖表的王道: 讓你的Office力量最大化 馬英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8423 全球百大企業Android工程師面試問題精選集 李寧等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430 全方位把玩Android 400個API: 精挑細選365個實例說明楊明羽等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08447 全民大導演: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 剪輯特效實務葉人豪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5908454 王者歸來: C#完全開發範例集 王小科, 王軍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461 3ds Max設計實戰寶典 蔡孟翰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08478 超完美色彩設計魔法書 吳桂敏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8485 Silverlight高階實務應用開發 魏永超編著 2012-12-00 其他 1

9789865908492 經典動漫魔力: 零失敗的劇本創作與分鏡設計 趙瑩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08508 從Linux直入TCP/IP核心世界 羅鈺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08515 全面攔截P2P主流技術 張春紅等編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5908522 萌少女.花美男の超級動漫秀 飛樂鳥編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08539 回到攝影的初心: 構圖才是王道 史平林, 鍾山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546 成為Java高手的16個關鍵碼 李剛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553 駭戰高手: 全面檢視資訊安全與防衛 陳芳, 秦連清, 肖霞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577 比搜尋引擎還方便的Matlab完整函數速查手冊 陳明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584 比搜尋引擎還方便的Linux完整指令速查手冊 李海慧, 梁偉編著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591 換一種方式飛行 張云成作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5908645 iOS App實作攻略: 使用jQuery Mobile 王鴻儒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08652 放下百萬年薪也要做的事: 徒步環島看見心中的臺灣曹晏誠作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08669 新手就能開發出PRO級的Android應用程式 王勇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08737 Photoshop Select: 影像處理與平面設計即刻上手 神龍工作室編著 2013-02-00 其他 1

9789865908744 Xilinx FPGA開發實用教學 徐文波, 田耘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08751 自由攝影師生存之道: 準備就緒,前進商業圖庫市場陳小波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08799 Photoshop Select動漫達人嚴選的10堂課經典課 溫鑫工作室編著 2013-02-00 其他 1

9789865908805 3ds Max+After Effects影片剪輯後製技巧大公開 陳鷹編著 2013-02-00 其他 1

9789865908812 昂貴專線再見: 用免費OpenVPN建立更安全的公網虛擬通道陶利軍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08836 中國傳統の圖案設計 賈楠, 周建國編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08850 精通Cassandra 郭鵬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08867 iPad開發商機大無限 李晨編著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908874 現代創意の圖案設計 周建國, 程靜編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08881 Ruby on Rails最佳程式設計指南 許勇, 王黎, 張麗莉編著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908898 全平臺整合: Windows Phone 8手機開發深度解析林政等編著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908942 網站藍圖: 使用AxureRP速成高擬真網頁 呂皓月, 楊長韜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08966 Mac OS X Mountain Lion使用手冊 洪錦魁編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908997 二岸專利權、立體商標權等之比較研究 許銘燦等著 2013-03-00 平裝 1

9789865836016 VICTOR TSAI X英式設計漫步 蔡韋德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023 RhinoGold 3D珠寶設計 蔡韋德作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5836030 網路平臺全面換血+完美優化: Linux伺服器加速營運14大原則高俊峰等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047 建立極速Web站臺 郭欣等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054 寧心の西藏.行旅: 旅人的獨白 寧心編著 2013-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6061 直達Java虛擬機器: JVM進階與應用 周志明編著 2013-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6078 Java Web整合開發: JSP+Servlet+Struts+Hibernate+Spring劉京華等著 2013-09-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836085 大話處理器: 了解DSP、CPU及MCU基礎架構 萬木楊編著 2013-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6108 數值分析: 使用C語言 程曉旭等編著 2013-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6115 漂漂老師的Photoshop+Illustrator神靈活現寶典 蔡雅琦編著 2013-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36122 漂漂老師的AE影片學堂 蔡雅琦, 林煒凱編著 2013-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36139 在Android設備上快又有力開發Android AIR程式 邱彥林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146 影像隨行: 風景寫真極緻美境 雷依里, 鄭毅編著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36153 時間的故事 李孝輝, 竇忠作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160 食物也吹混搭風 張曄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177 老北京,新玩法: 在地人的私房手繪旅遊手札 小麥咖啡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184 熟男型不型: BIZ STYLE: 變身時尚好感男的簡單規則王嘉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191 3ds Max自學の王道 飛龍書院編著 2013-05-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836207 南極.零下仙境: 遠征極凍的世界 蔡景暉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221 解剖Android原生代碼: 以系統發明人的角度細讀程式鄧凡平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238 3ds Max動畫製作完全學習手冊 陳靜, 趙峰, 盤如潤編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6245 瘋臺灣: 陣頭廟會民俗攝影技巧 陳仁文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6252 插畫藝術的奇幻漂流 宋晨, 劉欣欣編著 2013-05-00 平裝 1

9789865836269 服裝設計不求人: Photoshop Have Fun 溫鑫工作室編著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5836276 打造自己的夢工廠: 3ds Max場景設計就該這樣玩劉明昆編著 2013-05-00 其他 1

9789865836283 ARM9相容的軟核心處理器設計 李新兵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290 3ds Max/VRay補風捉"影": 夢幻影視場景設計 張宇宣編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6306 怎麼畫動漫最Q 顏開文化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313 用Photoshop玩創意特效 銳藝視覺編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865836320 蔬果汁的療癒力 張曄, 左小霞作 2013-07-00 精裝 1

9789865836337 推手: 中國半導體的開拓者 張汝京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6344 18位哲學大師的穿越講堂 王芳作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351 王者歸來: UNIX王者殿堂 張春曉等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368 彩繪本上的動物園: 用色鉛筆打造寵物王國 蓬蓬草工作室作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375 大話行動通訊: 了解GSM、CDMA、WCDMA、TD-SCDMA基礎架構丁奇, 陽楨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382 賈伯斯在說,你沒有在聽! 麻艷香作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399 自適應網頁設計武功秘笈 陳聖博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405 青春校園漫畫素描好Young! 愛卡動漫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412 王者歸來: USB 3.0應用開發寶典 薛園園, 趙健領編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6429 從零開始了解TCP/IP基礎架構 楊波, 周亞寧, 紀旻旻編著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5836436 幸福感の配色設計魔法 ArtTone視覺研究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443 秘航北緯30度: 發現 Google earth 沒透露的驚人巧合鞠俊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450 3ds Max自學的王道x動畫視覺饗宴 王芳, 趙雪梅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467 用JAVA解決100個歷史上的數學難題 衡友躍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474 Matlab引領你進入工程數學的聖殿 占海明等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481 面面相趣: 人可貌相水可斗量 東少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498 Photoshop x AE: 影片Fun Design: 漂漂老師師資團讓你動畫設計好easy蔡雅琦, 蔡雅雯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504 色鉛筆的暖暖彩繪: 手作生活中的小確幸 蓬蓬草工作室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511 MAYA!原來AE也可以這樣玩: 漂漂老師師資團教你如何成為動畫達人蔡雅琦, 方宏彬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528 極致.概念: 國際CG藝術家的神思空間 LeewiART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535 極致.漫畫: 國際CG藝術家的架空仙境 LeewiART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559 打造自己的遊戲夢工廠. Virtools秘笈篇 劉明昆編著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5836566 ASP.NET MVC4.0實務專題範例教學 姜琇森, 蕭國倫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573 雲端時代資訊安全重裝白皮書 雷萬云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580 Kinect人機互動體感探索終極體驗: 同場加映微軟菁英大挑戰得獎專題剖析吳國斌, 李斌, 閻驥洲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597 PhoneGap行動應用: iOS、Android同時上手 董霙等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36603 熊谷晃.商業攝影: 日本廣告攝影大師,教你拍出產品超質感熊谷晃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610 酒香.酒鄉: 滲入葡萄酒靈魂的莊園逆旅 富隆葡萄酒文化中心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627 火星課堂:室內設計手繪快速表現技法 羅晨盈編著 2013-08-00 其他 1

9789865836634 arcalet多人連線遊戲開發實務 陳鵬光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641 高性能雲端虛擬化平臺 楊文智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658 角落的微光: 從中亞、北非到西方世界 DEEP中國科學探險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665 英國風的優植,好食 妖妖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672 玩光弄影: 不需要文字的詩人 陳仁文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689 別把單眼當傻瓜-Now You Got it 中國攝影家協會網編委會編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696 Eclipse RCP Spring OSGi: 技術詳解與最佳實踐 陸陽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36702 Android開發進入專業時代: 深入Telephony核心模組詳解楊青平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19 摘野菜.食野味: 400種野菜辨別與食用圖典百科 董淑炎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26 互動式網站前臺開發武功秘笈: 使用HTML5、CSS3和jQuery陳聖博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40 都是不健康脊椎惹的禍: 每天15分鐘居家輕瑜伽,痠痛跑光光,腰瘦又健康林小平,雙福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57 攝影用光的187個關鍵技巧 王衛軍, 呂莎莎, 黑瞳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57 攝影用光的187個關鍵技巧 王衛軍, 呂莎莎, 黑瞳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64 天然ㄟ尚好: 陽臺上的有機生活 李桃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71 看圖例學Excel 2013 洪錦魁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88 廣告文案設計美學新演化 善本圖書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795 書籍裝幀設計美學新演化 善本圖書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801 網頁設計美學新演化 善本圖書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818 高等Linux/UNIX程式設計進化手冊 趙克佳, 沈志宇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825 可愛動物的鋼珠筆塗鴉廣場 飛樂鳥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849 不用醫美也能做到的事!: 打造零距離好感肌,從SKINCARE開始于曉寧,雙福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856 Photoshop抓得住我: 合成特效x新意精粹 點智文化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863 影事溯源:古典相機的華麗與耀眼殘影 吳鋼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6870 撼動3ds Max遊戲CG動畫 林國龍編著 2013-09-00 其他 1

9789865836894 筆尖的美好時光: 與色鉛筆的完美邂逅 蓬蓬草工作室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900 Canon佳能完全大賞: 駕馭單眼輕鬆上手 龍文攝影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5836917 OS的結構繪本: 手繪manual (株)ANK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6924 格林,不再只是童話!前進德國,體驗4D的童畫之路步兮瑤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6931 一手掌握完全戲法: 動畫運動規律x動作設計 王育新, 許洁, 曾軍梅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6948 在iOS下,開發跨平臺原生cocos2d手機 李華明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6955 用指尖翱翔的男孩 張云成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836962 蕃茄食堂,深夜吃也不怕胖 王楠楠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6979 化妝,管他藝術還是詐欺!: 滿分妝容跟著化就對了!王楠楠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36986 插畫設計 宋晨, 劉欣欣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6993 吸引力穿搭法則: 面試印象激增,人緣桃花滿分 于曉寧, 雙福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4012 王者歸來: Visual Basic完全開發範例集. 基礎篇 孫秀梅, 鞏建華編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64029 王者歸來: PHP完全開發範例集 潘凱華, 劉中華編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64036 王者歸來: C#完全開發範例集 王小科, 王軍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4043 挑戰大數據,Facebook、Google、Amzon怎麼處理Big Data?: 用NOSQL搞定每年100億顆硬碟資料陸嘉恒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4050 掌握數位單眼的致勝關鍵 許岩攝影工作室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4067 攝影再進化: 玩家級人像攝影&修飾 張璋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4074 插畫colored word: 魔幻x時尚x玩樂x驚艷 焦潔, 孫成成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4081 總鋪師的排毒養生好料理 王楠楠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4098 Canon EOS 6D完全攻略 王永輝, 苑楠楠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4104 應對進退的藝術: 親和力不是與生俱來,好感度絕對可以鍛鍊鳳凰動漫作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4111 Photoshop遊戲插畫創作大揭秘 李洪波編著 2013-10-00 其他 1

9789865764128 全方位把玩Android 400個API: 精挑細選365個實例說明楊明羽編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64135 無線網路駭客攻防 楊哲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4180 萌少女: 動漫達人教你畫 顏開文化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27 總舖師也是營養師,吃的好不如吃的巧!: 飲食宜忌速查圖解于淨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241 最強動漫不藏私: 經典素材秘笈 C.C動漫社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764357 最新Excel VBA活用範例速查手冊 韓小良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764425 Photoshop經典美學平面廣告大賞 銳意視覺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4500 與上帝的契約 胡安.高美(Juan Gomez-Jurado)著; 楓雨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883 夢想初體驗: 小薛的重機環遊世界之旅: 日本!!挺起來!!薛弼允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64937 透視Linux USB核心原始程式 任橋偉, 肖季東, 肖林甫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712099 李昌鎬兒童圍棋教室. 進階篇 李昌鎬作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2129 Android 3D遊戲開發完全學習手冊 吳亞峰, 于復興, 杜化美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712136 真正的高手: 逐行深入剖析Nginx原始碼 高群凱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712167 國際CG插畫: 奇幻的插畫設計 LeewiART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712211 經典動漫魔力: 零失敗の劇本創作與分鏡設計 趙瑩編著 2014-04-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2228 Nginx: 完全取代Apache,超輕、快、強的Web伺服器張宴編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2235 王者歸來Cocos2D權威指南:用Cocos2D超高效開發商業版iOS遊戲王寒, 屈光輝, 周雪彬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712242 王者歸來深入OSGi: Equinox原理、應用與最佳實作周志明, 謝小明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712280 日日茶摘: 品鑑、購買、沖泡、收藏經典 陳龍作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12327 Vyatta究極虛擬防火牆 楊文智, 劉書承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712334 從車庫的舊PC到百萬臺伺服器: 巨型網站成長從無到無限大,技術架構大揭秘李智慧編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12341 21世紀的C語言: 史上最簡潔程式語言Go Web開發到底謝孟軍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712358 Hadoop實戰技術手冊 陸嘉恒編著 2014-05-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2365 王者歸來: HTML 5+CSS 3權威指南重力版 陸淩牛著 2014-05-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712372 Google御用網頁語言Node.js: 一流程式設計師養成精華郭家寶編著 2014-05-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5712389 從相對論到上帝的粒子: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諾貝爾物理學獎. 1901-2013郭奕玲, 沈慧君編著 2014-06-00 精裝 1

9789865712396 Y世代の酷攝影: 一眼愛上Photoshop影像設計與編修鳳舞編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12433 Silicon Stone國際攝影認證教科書 陳仁文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12457 李昌鎬兒童圍棋教室. 進階篇 李昌鎬著 2014-06-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2464 大人系: 真人美少女超萌繪圖鑑. 服飾篇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12488 王者歸來: SQL SERVER 2012實戰指南 俞榕剛等編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12518 王者歸來: Java完全開發範例集 李鐘尉, 陳丹丹編著 2014-06-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2532 真人美少女超萌繪圖鑑. 從局部到整體篇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12549 地理資訊系統GIS應用大揭密 柳錦寶等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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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4332 低價化時代下智慧型手機創新趨勢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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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0600 花蓮粥會舉辦中華粥會成立90週年兩岸三地文化書畫展專輯林佑穗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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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1309 董重 重影 黃杰敏執行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花蓮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22

送存冊數共計：223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3004 劉雲樵大師全集. 一, 武壇宗師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11 劉雲樵大師全集. 二, 笑塵武集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28 劉雲樵大師全集. 三, 武道思想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35 劉雲樵大師全集. 四, 迷蹤拳藝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42 劉雲樵大師全集. 五, 八極登堂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59 劉雲樵大師全集. 六, 八極登峰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66 劉雲樵大師全集. 七, 劈掛鷹揚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73 劉雲樵大師全集. 八, 八卦龍吟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80 劉雲樵大師全集. 九, 養生功法 許秋德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703097 劉雲樵大師全集. 十, 昆吾劍譜 許秋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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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59572 背叛謎蹤 J.D.羅勃(J.D. Robb)作; 康學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589 老公演很大 橙諾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619 天下第一香. 上集, 好一個藩王 梅貝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626 天下第一香. 下集, 是福還是禍 梅貝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633 愛情,獨角戲 樓雨晴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59640 愛情,獨角戲 樓雨晴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59664 讓我來疼你 梁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01 愛情姍姍來 瑪麗.貝洛(Mary Balogh)著; 林子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18 得罪總裁還想跑 慕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25 機車芳鄰爆爆男 子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32 闇影嬌娃 琳達.霍華(Linda Woman)著; 伊文捷琳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49 絕對是你 蘇珊.伊莉莎白.菲力普斯(Susan Elizabeth Phillips)著; 林子書譯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59756 調教小萌妻 季可薔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63 深情款款花美男 夏喬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70 天下第一香. 終, 知夫莫若妻 梅貝兒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87 私房蜜約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陳雅婷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794 你愛勝利我愛你 單飛雪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59800 你愛勝利我愛你 單飛雪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59824 好想吃掉他 梁心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果樹



9789861659831 老婆勿忘我 季可薔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848 一鳴驚人宅男弟 夏喬恩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855 蘋果的俘虜 余宛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659862 蘋果的俘虜 余宛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659886 捨不得愛妳 宋雨桐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893 誘惑天使心 瑪麗.貝洛(Mary Balogh)著; 林子書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909 姊姊我要妳 季可薔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59916 桃花女與狐狸男 莫顏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1659923 桃花女與狐狸男 莫顏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下集 1

9789861659947 德州天堂 蘇珊.伊莉莎白.菲力普斯(Susan Elizabeth Phillops)著; 林子書譯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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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1210 易經周易: 卦辭、爻辭易理釋義白話文 捨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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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9128 Wow!big sky(student book). level 4 Edward Hsieh etc[作] 2014-02-00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89111 Wow!big sky(student book). level 4 Edward Hsieh etc[作] 2014-02-00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89142 Wow!big sky(student book). level 4 Edward Hsieh etc[作] 2014-03-00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89159 Wow!big sky(student book). level 4 Edward Hsieh etc[作]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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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164089 Candy夢創作: 白 蝦米等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096 Candy夢創作: 紅 凡人居, 花花, 紫吳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102 燄凰: 校園秘印 吳柔萱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119 幻藍魅色Charm: 吳柔萱十年精選 吳柔萱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126 櫻色之悸 珞櫻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133 燄凰: 校園秘印 吳柔萱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4140 燄凰: 校園秘印 吳柔萱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9

易學佛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頸鹿文化



9789575164157 櫻色之悸 珞櫻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164 燄凰: 校園秘印 吳柔萱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4171 西遊記. 壹, 聖者為王 吳承恩原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188 西遊記. 貳, 大鬧天宮 群英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原作改編.製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201 康康兔 安倍夜郎作; 小兔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218 燄凰: 校園秘印 吳柔萱作 2013-08-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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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6746 仁慈: 療癒的力量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魏佳芳, 若水合譯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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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54056 奇蹟課程電子書 若水譯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8154063 奇蹟課程電子書(中英對照) 若水譯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8154070 奇蹟課程電子書(簡體中文版) 若水譯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8154087 奇蹟課程電子書(簡體中英對照版) 若水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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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49613 百年古蹟滄桑: 臺灣建築保存紀事 李乾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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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76896 FUN心遊臺灣 蜂傳媒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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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28088 宜蘭縣青溪美展. 2014 林素如總編輯 2014-04-00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蘋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典藏藝術家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061 愛你一生在蘭陽: 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美展作品集. 2013陳雪芬, 鐘銘誠總編輯 2013-08-00 精裝 1

9789868372061 愛你一生在蘭陽: 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美展作品集. 2013陳雪芬, 鐘銘誠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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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40552 第十八屆聯展畫集: 南大(南師)藝聯會 施炳煌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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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5701 國際商務政、法、商專書論文. 2014 張進德總編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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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5504 我國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之研究: 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借鏡張永宏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504 我國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之研究: 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借鏡張永宏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511 國族神學的民主化: 臺灣與中國大陸 郭承天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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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4007 愛 流離 葉飛作; 林峰毅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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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2407 聖女大德蘭的靈修學校: 愛多半是有條件的, 在這裡, 我學會無條件去愛賈培爾神父(Gabriel of St. Mary Magdalen)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大(南師)藝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飛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迪山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政大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0379 骸骨之城 卡珊卓拉.克蕾兒著; 向慕華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386 星燦: 骸骨之城. 2 卡珊卓拉.克蕾兒著; 向慕華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638 戮愛: 骸骨之城. 8 卡珊卓拉.克蕾兒著; 費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652 縫補靈魂的天使 法蘭辛.瑞維斯(Francine Rivers)著; 陳宗琛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690 末日審判: 異遊鬼簿 笭菁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06 透明的愛情,透明的你 Sophia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13 陰界黑幫 Div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0720 還是好朋友 橘子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37 最後的守護人 約翰.哈特(John Hart)著; 陳宗琛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44 鑄劍師 Div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51 執刑之地 薇兒.麥克德米(Val McDermid)著; 黃知學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68 人鼠之間 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著; 陳宗琛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99 遊魂之城: 骸骨之城. 9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費咪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05 憤怒的葡萄 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著; 陳宗琛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12 天罪: 骸骨之城. 10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費咪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43 機械天使: 骸骨之城前傳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唐亞東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50 怒海劫 理查.菲力普著; 宋瑛堂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67 當她醒來 希拉蕊.喬登(Hillary Jordan)著; 吳宗璘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74 不真心告白 Sophia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81 妖異魔學園: 群魔校舍 笭菁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898 永遠の0 百田尚樹著; 王蘊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04 24號の奇蹟 百田尚樹著; 王蘊潔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11 叛愛: 骸骨之城前傳. 2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唐亞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28 臺北來的信 蕭佳芸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59 最完美的遺憾 艾琳.高芝(Eileen Goudge)著; 陳宗琛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66 貓鳴 沼田真帆香留著; 王蘊潔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80 殺人基因 保羅.克里夫(Paul Cleave)著; 嚴麗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997 鳶 重松清作; 王蘊潔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12 妖異魔學園: 兒童劫 笭菁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29 請殺了我 辻村深月著; 黃薇嬪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043 殺手,無與倫比的自由(漫畫版) 九把刀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天出版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388 臺灣建築史的研究:原住民族與漢人建築 黃蘭翔著 2013-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7562 再現與展現: 十九世紀藝術研究 曾曬淑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7371 當代臺灣客家發展之見證: 形塑客裔族群新生態之行動力與客裔主體性范振乾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7609 新渡戶稻造研究: 『修養』の思想 簡曉花著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6387623 Spaniards in Taiwan. Volume I, 1582-1641 Jose Eugenio Borao Mateo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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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3888 白門柳: 夕陽芳草. 1 劉斯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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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180334 數位邏輯(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呂景富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0686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立沛工作室編著 2011-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0792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試題精要 圖研社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1041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總複習講義(全) 楊盛松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1058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實習總複習 楊盛松編著 2011-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1089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總複習 鍾義, 黃國淵編著 2011-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1102 升科大四技基礎化工總複習講義 趙威編著 2011-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1133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 張弘智編著 2011-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1140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考前精要 李非, 劉欣編著 2011-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1164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王千億, 王俊傑, 李德福編著 2011-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1201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含實習)總複習. 2012年 呂景富, 范盛祺編著 2011-05-00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1256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范盛祺編著 2011-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1362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王金松編著 2011-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1379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講義 楊盛松編著 2011-05-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1393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總複習 葉輪編著 2011-06-00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81485 考前衝刺電子類專業總複習. 二 黃尚煜, 林源富, 葉水福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9789572181492 工廠管理 張添洲, 陳重銘編著 2011-06-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1737 單晶片丙級能力認證學術科解析 江榮隆編著 2011-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1799 機械力學 湯耀期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81942 基本電學犀利本(升科大四技) 陳加山編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3465 考前衝刺電機類總複習. 專業二. 2012版 趙明川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3472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2012 增光工作室編著 2012-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3533 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2012版亞瓦特工作室編著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3670 新編基礎電子實習 陳炳陽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83861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SolidWorks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豆豆工作室編著 2012-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66888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華盛工作室編著 2012-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84158 單一級堆高機操作術科題庫解析 劉子靖編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318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2012-03-00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84561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實習總複習 楊盛松編著 2012-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4615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楊盛松編著 2012-04-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4783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黃如逵, 周振坤編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4899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905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腦繪圖項技能檢定術科解析(含學科試題)盧昭伶, 郭雪萍編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4943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總複習 鍾義編著 2012-04-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4974 升科大四技普通化學精要 趙威編著 2012-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5056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王金松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5254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造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2012-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5261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 張弘智編著 2012-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5308 升科大四技機件原理總複習 葉輪編著 2012-06-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2185391 數位電子學. 二 劉明舜, 蕭柱惠編著 2012-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5469 數位邏輯實習 陳炳陽, 朱洪福編著 2013-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63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一、專二歷屆試題 陳重銘, 洪兆亮編著 2012-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681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總複習 呂景富編著 2012-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5742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歷屆試題解析 黃慶璋編著 2012-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5759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犀利本 陳加山編著 2012-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5827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王千億, 王俊傑, 李德福編著 2012-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5933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楊國榮, 林大賢, 陳幸忠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6312 考前衝刺電機電子群專業總複習測驗卷. 一 林懷民, 林志昌編著 2012-07-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86435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陳興財編著 2012-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6466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洪寶玩編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86886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2012-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6947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總複習 鍾義編著 2012-09-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7081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楊正祥, 葉見成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7180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197 升科大四技引擎原理及實習總複習 左成基編著 2012-10-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7203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國民工作室編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7210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265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洪兆亮編著 2012-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87302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2012-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7456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7593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 王金柱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654 機械基礎實習 楊仁聖編著 2013-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7753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 王金柱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7838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8460 新編基礎電子實習. II 陳炳陽編著 2013-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8606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蘇泰明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613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8743 數位邏輯進階 朱永昌編著 2013-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8903 機件原理. I 楊仁聖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89047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命題焦點 汪永文, 劉啟欣編著 2013-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9399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整理與分析岦陽資訊工作室編著 2013-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89719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附解答) 楊盛松編著 2013-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9733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講義(附解答)楊盛松編著 2013-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89771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總複習 彭建熾編著 2013-06-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89788 升科大四技: 資電類歷屆試題解析 黃慶璋, 何政翰編著 2013-06-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89801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2013-06-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89870 升科大四技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高敏聰, 張峻榮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067 升科大四技製圖實習總複習 李非, 劉欣編著 2013-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0074 升科大四技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王千億, 王俊傑, 李德福編著 2013-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0142 升科大四技: 引擎原理及實習總複習 左成基編著 2013-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0166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總複習 鍾義編著 2013-05-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0203 升科大四技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重銘編著 2013-06-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2190296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總複習講義(附解答) 葉輪編著 2013-06-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319 升科大四技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張弘智編著 2013-06-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0524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0555 丙級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育祥編著 2013-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0869 新編基礎電子實習 陳炳陽編著 2013-07-00 五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0920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腦繪圖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盧昭伶, 郭雪萍編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415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2013-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1545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洪寶玩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1705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SolidWorks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豆豆工作室編著 2013-09-00 六版 其他 1

9789572191712 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溫日川編著 2013-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1965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試題精要 圖研社編著 2013-10-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2016 新編基礎電子實習 陳炳陽編著 2013-11-00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2726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2013-12-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2733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849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專業二奪分王黃慶璋, 何政翰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74715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華盛工作室編著 2010-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76900 升科大四技電工機械命題焦點 汪永文編著 2010-07-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76979 升科大四技普通化學精要(全) 趙威編著 2010-07-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77082 升科大四技電工、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題庫 高敏聰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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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5928 就是愛畫畫 陳雅惠, 賴麗收, 呂孟家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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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1371 閱讀經典女人: 阮玲玉 戴彥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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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2412 這些事你沒有教,別指望部屬自己會懂 內海正人作; 林冠汾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429 日本高級餐廳女老闆的「成功者」祕密筆記: 公開頂尖精英的80個成功習慣伊藤ミナ子著; 夏淑怡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436 媽媽的一句話 謝文憲等著; 春光編輯室企劃 2014-04-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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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送存冊數共計：101

活石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思行文化傳播



9789865922450 人脈地圖: 讓你確實掌握真正需要的人脈,建立個人優勢高城幸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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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905770 小破車的一生: 從紈絝子弟到國中校長 程惠民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87 旗幟上的風景: 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風景描寫 張夏放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905794 彳亍 陳伯軒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01 回到17歲 曾依達著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7418 旅者X迷圖: 張國強科幻小說選 張國強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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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64408 梁祝系列. 七, 羅刹女 塵夜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4422 梁祝系列. 七, 羅刹女 塵夜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4415 梁祝系列. 七, 羅刹女 塵夜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5450 金玉王朝. 第五部, 崢嶸 風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474 金玉王朝. 第五部, 崢嶸 風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467 金玉王朝. 第五部, 崢嶸 風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5498 魔王與終焉雪: devil and warrior 拆野拆替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65504 獨角獸軍團. 三, 白銀枷鎖 D魔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511 求退人間界 天堂放逐者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5610 求退人間界 天堂放逐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5528 屍聞錄 徐景年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5627 屍聞錄 徐景年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5535 末日審判七宗罪 雲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542 末日審判七宗罪 雲易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573 鯊魚紫丁香. 3 貞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580 鯊魚紫丁香. 3 貞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597 浪蕩江湖之將軍宴 緒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5603 春風桃花一杯酒 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634 男爐鼎 泥蛋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5641 男爐鼎 泥蛋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威向



9789862965658 男爐鼎 泥蛋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5665 男爐鼎 泥蛋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5672 艾菲爾鐵塔 子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689 艾菲爾鐵塔 子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696 銀河戀物語 熒夜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702 銀河戀物語 熒夜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726 真夏之率. I, 從失戀開始 不思茗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5733 真夏之率. I, 從失戀開始 不思茗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5757 新秩序 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5764 十殿.四 ,地藏 晝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5795 花淚. 第一部, 絳櫻初綻 燁煌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66966 十殿 晝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5894 十殿 晝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066973 圈養 頹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6980 時流之軌 晝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5948 時流之軌 晝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066997 屍聞錄. 3, 死相 徐景年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67000 真夏之率. I, 從失戀開始 不思茗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067017 異種島 西陵冥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067024 異種島 西陵冥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0110 翰林公子升職記. II, 蘭夢 熒夜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219 求退人間界 天堂放逐者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0226 誅妖. 八, 永安 扶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233 欲情 岩本薰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240 親愛的任性社長 砂床あい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0431 爺們兒 靜水邊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801 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水千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825 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水千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818 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水千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5832 花淚. 第一部, 絳櫻初綻 燁煌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5887 花淚. 第一部, 絳櫻初綻 燁煌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5849 悲慘大學生活 風弄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856 悲慘大學生活 風弄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863 鯊魚紫丁香. 4 貞穎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5870 鯊魚紫丁香. 4 貞穎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5900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65917 鐵馬冰河入夢來 靜水邊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5924 海怪聯盟 天堂放逐者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5931 屍聞錄 徐景年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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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761424 MALAYSIA馬來西亞 201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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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49076 迷宮小屋 黛安娜.韋恩.瓊斯著; 于宥均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1604 明智少年的詭辯 道端さっと作; 林宜錚譯 2013-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063 聖.魔.少.女 林智明著; 哈泥蛙譯 2014-01-00 一版 平裝 6,光之徒 1

9789571054094 我,要成為雙馬尾 水澤夢作; 623譯 2013-1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452 親愛的你 李柏青作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4544 創意電繪1000+ 尖端出版1-2編輯部[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605 四百二十連敗女孩 桐山成人作; 張乃文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612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4681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4698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涂祐庭譯 2014-02-00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4735 「先生,有事嗎?」嘖嘖嘖 小器君事件簿 發見研究所著; 鄭雅云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742 「先生,有事嗎?」嘖嘖嘖 小器君事件簿 發見研究所著; 鄭雅云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773 盟約的利維坦 丈月城作; 羅愷旻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4780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2014-0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803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54834 Blackout噩夜遊戲 黑井嵐輔作; 徐嘉霙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4841 光在地球之時....... 6, 朝顏 野村美月著; Hana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4858 聖.魔.少.女 林智明作; 哈泥蛙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7, 澱之神 1

9789571054872 學戰都市Asterisk. 4, 追憶鬥破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4889 獨角獸的美味戀曲 四十九川作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59

珊如



9789571054896 小雞之戀. 2, 情敵讓人好不安! 雪丸萌原作; 松田朱夏作; 游若琪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4902 與你同行 觀止作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4919 野蠻遊戲: 動亂 黑井嵐輔作; 阿翔譯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4926 尋寶戀物語 風明希作 2014-03-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933 迷幻果實Lotus Dealer: 甜心警報 Puckio作 2014-03-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4964 Fate/Zero 虛淵玄作; hundreder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4988 熊77號店! 望月空作 2014-02-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4995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作; 陳冠安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5008 偷心少俠 米絲琳著 2014-01-00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5046 極道甜心 陳漢玲漫畫 2014-02-00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5053 花菲花: 二00九至二0一三 林青慧全紀錄年度畫集林青慧作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060 快感指令：讓她主動開口要的挑逗按摩術 朱美(Akemi)著; 游韻馨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084 到老都可以愛愛的方法 荻原かおる作; 卓惠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091 懷疑你的血管 韓東河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121 Black lagoon. 1, 惡魔之風 虛淵玄作; 紅豆佳譯人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138 國王遊戲 金澤伸明著; 許嘉祥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145 「不爽貓」的超不爽日記:不爽 ,就要勇敢地說出來!不爽貓作; 曾慧敏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55152 少女不十分 西尾維新作; 林香吟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169 原基: <>先行者二部曲 葛瑞格.貝爾作; 張可婷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176 我與男生與思春期妄想的她們 矢野唯作; 陳梵帆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5183 農林 白鳥士郎作; 王炘玨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5190 你的侍奉只有這種程度嗎? 森田季節作; 曾玲玲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55206 Fate/Zero 虛淵玄作; hundreder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213 Fate/Zero 虛淵玄作; hundreder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55220 我想要這樣的家: 用文字蓋起一棟房子 李逸勳, 宋承勳著; 陳品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244 灼視線: 二重螺旋外傳 吉原理惠子作; Miyako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251 Leading blood. 1, 最強血統 田尾典丈作; 王美娟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268 圈、叉與三角: 王牌,就此展開 月本一作; 陳怡帆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275 最好的臺灣 青木由香, FRaU編集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282 繼承者們: 寫真圖文書 金銀淑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299 繼承者們: 寫真圖文書 金銀淑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5305 心連.情結. 6.5, 躍動時光 庵田定夏作; 邱憶薇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329 學生會偵探桐香 杉井光作; 林佩瑾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336 絕叫學級. 5, 虛假的親切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367 魔王之類的啦! 原田源五郎作; Runoka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5374 瑠璃色的瞎扯淡日常 伊達康作; 黃珮如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5381 PSYCOME煉愛學獄. 1, 與殺人鬼共度死春期 水城水城作; 楊佳慧譯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398 我與23個奴隸 岡田伸一作; 施凡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404 讓光線主導一切: 麥可.弗里曼的攝影學校 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作; 曾慧敏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428 索尼客玩轉濟州島 索尼客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442 再見,舊的麥克琳 莎拉.迪森(Sarah Dessen)作; 聞若婷譯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459 下半身,一次瘦: 林可彤的瘦身筆記 林可彤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466 戀愛前夜 凪良ゆう作; 礿軒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473 蒼柩的青金石 朝野始作; 王靜怡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548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7.5 渡航作; 涂祐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497 鎮邪甲冑: 劍獅 Barz作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503 鐵火野郎: HELLISH 成岡作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5510 超獸魂 葉志楓作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527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534 召喚學園的魔術史學 中谷榮太作; 橋子璋譯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541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558 花漾花語 葉澄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565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55572 B.A.D事件簿. 8, 繭墨從不獻花給骷髏 綾里惠史作; 朱莉安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589 我家的食客掌握全世界! 七条剛作; 涂祐庭譯 2014-04-00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596 聖劍使的禁咒詠唱 淡群赤光作; 廖湘英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602 機械啟示錄 丹尼爾.H.威爾森(Daniel H. Wilson)作; Sabrina Liao譯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626 透明清新!簡單拍出我的「空氣感」寫真 山本まりこ作; 林克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633 Fate/Zero 虛淵玄作; hundreder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55640 戀物語 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657 我,要成為雙馬尾 水澤夢作; 623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5671 PSYCOME煉愛學獄. 2, 殺人姬與林監學校 水城水城作; 楊佳慧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688 雙胞胎與青梅竹馬的四人命案 森田陽一作; 陳怡帆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695 笨蛋,測驗,召喚獸 井上堅二作; 梁恩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55695 笨蛋,測驗,召喚獸 井上堅二作; 梁恩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55701 狗與剪刀必有用Dog Ears 更伊俊介著; Hana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5718 寄生彼女砂奈 砂義出雲作; 洪子喬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732 巫行者 詹姆斯.派特森作(James Patterson); 李玉蘭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749 白銀的救世機 天埜冬景作; 吳政翰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55756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2014-05-00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55770 光在地球之時....... 7, 空蟬 野村美月著; Runoka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787 戀愛魔女. 1, 貓的樹 吾名翼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5794 戀愛熱音Rock'n Roll in LOVE 妍小軒作 2014-05-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55800 樂園 貝絲.瑞維斯(Beth Revis)作; 甘鎮隆譯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55817 何以笙簫默 顧漫作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824 童話DOREMI: 森林奇緣、青蛙王子 林青慧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1055886 雞排王子 林珉萱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55909 空之境界未來福音 奈須蘑菇作; 涂祐庭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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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2701 資材這樣挑: 鮮活你的風格花園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2817 超安心!自己種自己吃 : 無毒小農夢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2954 住在花園裡!打造我的綠色家屋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110 日日鮮採!用盆栽就有好結果的家庭果樹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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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93824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景觀植物圖鑑 紀海珊, 王如菡, 陳奐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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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67575 台湾客家語の日本語借用語: 日本統治時期と現代の資料に基づく考察羅濟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582 明治期台湾俳句界の始原的実相: 近代俳句の台湾表象沈美雪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7599 日本語教育の視点から見る台湾人学習者の謝罪発話行為郭碧蘭著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7605 多文化社会台湾における翻訳空間 傅玉香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629 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言語学を追求するためのキーワード吳鍾烈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7636 生活韓國語會話. II, 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韓文 吳鍾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紅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94

送存冊數共計：98

麥浩斯

送存種數共計：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1409 導覽易經占卜牌圖解說文 黃素華作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1409 導覽易經占卜牌圖解說文 黃素華作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1423 搬家 王大華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41430 鏡Mirror 應天華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41447 鏡Mirror 應天華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41454 目擊者 黃美賓作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41461 快樂寫作文: 結構化的寫作技巧 羅果銘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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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54332 地獄天使全集 快刀, 大袖遮天合著 2010-08-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6454349 陰樂會全集 小妖尤尤著 20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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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3884 終於失去你 煙波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3891 說愛你 艾小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0500 小祕密 瑪琪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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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31371 國學啟蒙小書坊. 三字經 (宋)王應麟著; 黃耀華譯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388 國學啟蒙小書坊. 讀寓言 李淑穎編寫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395 國學啟蒙小書坊. 背古詩 張晶譯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01 國學啟蒙小書坊. 學唐詩 餘耀東譯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18 最具挑戰性的百科知識: 找不同. 宇宙星球篇 郅紅卡通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25 最具挑戰性的百科知識: 找不同. 海洋世界篇 郅紅卡通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32 最具挑戰性的百科知識: 找不同. 奇妙動物篇 郅紅卡通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風車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6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狠角舍文化



9789862231449 最具挑戰性的百科知識: 找不同. 恐龍帝國篇 郅紅卡通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56 最具挑戰性的猜謎語. 找不同. 金猴篇 蔓樂盎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63 最具挑戰性的猜謎語. 找不同. 猛虎篇 蔓樂盎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70 最具挑戰性的猜謎語. 找不同. 螳螂篇 蔓樂盎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87 最具挑戰性的猜謎語. 找不同. 熊貓篇 蔓樂盎工作室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494 最具挑戰性的找不同: 真難找: 開心的暑假 李中華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00 最具挑戰性的找不同: 開心找: 新來的小猴 湯紅艷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17 最具挑戰性的找不同: 瘋狂找: 乖乖夢游記 李中華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24 最具挑戰性的找不同: 玩命找: 快樂的鄰居 湯紅艷編繪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55 國學啟蒙小書坊. 古代益智故事 古姍姍編寫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62 國學啟蒙小書坊. 神話故事 王蕾編寫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79 國學啟蒙小書坊. 學成語 雷丹編寫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86 國學啟蒙小書坊. 弟子規 (清)李毓秀著; 陳書芳譯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593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世界經典童話: 小紅帽.賣火柴的小女孩龔房芳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09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世界經典童話: 夜鶯.狼和七隻小羊龔房芳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16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世界經典童話: 拇指姑娘.海的女兒龔房芳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30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世界經典童話: 醜小鴨.青蛙王子龔房芳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47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世界經典童話: 睡美人.木偶奇遇記龔房芳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61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世界經典童話: 灰姑娘.漁夫和金魚龔房芳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78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幼兒全腦開發訓練: 右腦訓練. 1, 認知力.感知力李陽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85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幼兒全腦開發訓練: 右腦訓練. 2, 注意力.記憶力李陽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692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幼兒全腦開發訓練: 右腦訓練. 3, 創造力.想像力李陽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708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幼兒全腦開發訓練: 左腦訓練. 1, 語言能力李陽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715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幼兒全腦開發訓練: 左腦訓練. 2, 數學能力李陽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722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幼兒全腦開發訓練: 左腦訓練. 3, 邏輯思維能力李陽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739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成長啟蒙童話: 小青蛙的雪花.小野貓的紅燈籠.暖暖的黃圍巾王友國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777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成長啟蒙童話: 小雨的假期.住別墅的青蛙.木頭城的歌聲王一梅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791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成長啟蒙童話: 沒有禮貌的"小刺蝟".明天出發.會走路的大口袋朱慧芳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807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成長啟蒙童話: 朋友多起來.誰的更好.罐罐熊的交換袋龔房芳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814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視覺激發視圖: 視覺激發訓練王文清, 任鬆梅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31821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視覺激發視圖: 視覺激發訓練王文清, 任鬆梅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31838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視覺激發視圖: 黑白視覺激發王文清, 任鬆梅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31845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視覺激發視圖: 黑白視覺激發王文清, 任鬆梅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31852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視覺激發視圖: 彩色視覺激發王文清, 任鬆梅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231869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視覺激發視圖: 彩色視覺激發王文清, 任鬆梅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231876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小兔子乖乖.烏鴉喝水孫茂才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883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小貓釣魚.雪孩子孫茂才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890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小馬過河.小壁虎借尾巴岳偉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06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小蝌蚪找媽媽.猴子撈月岳偉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06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小蝌蚪找媽媽.猴子撈月岳偉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13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神筆馬良.狼來了孫茂才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20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鯉魚跳龍門.三個和尚岳偉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37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會響的書: 龜兔賽跑.拔蘿卜孫茂才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51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認果蔬 風車編輯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68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誦童謠 風車編輯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75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認數字 風車編輯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75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認數字 風車編輯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82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認動物 風車編輯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1999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學唐詩 風車編輯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002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書: 念兒歌 風車編輯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255 好好玩泡泡書: 學英文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262 好好玩泡泡書: 形狀和顏色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279 好好玩泡泡書: 小唐詩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09 好好玩泡泡書: 小車車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16 好好玩泡泡書: 數啊數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23 好好玩的泡泡書. 初識字 風車編輯製作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30 好好玩的泡泡書. 動物園 風車編輯製作群製作編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54 好好玩的泡泡書. 三隻小豬 (英)雅各布斯原著; 張紅霞改編; 雨青工作室插圖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61 好好玩的泡泡書. 小紅帽 (德)格林兄弟原著; 張紅霞改編; 雨青工作室插圖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78 好好玩的泡泡書. 木偶奇遇記 (意大利)科羅勒原著; 張紅霞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85 好好玩的泡泡書. 箱包書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392 好好玩的泡泡書. 汽車書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408 好好玩的泡泡書. 奶牛書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415 好好玩的泡泡書. 南瓜書 風車編輯群製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422 好好玩的泡泡書. 白雪公主 格林兄弟原著; 張紅霞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439 好好玩的泡泡書. 醜小鴨 安徒生原著; 張紅霞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446 好好玩的泡泡書. 拇指姑娘 安徒生原著; 張紅霞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2453 好好玩的泡泡書. 狼和七隻小羊 格林兄弟原著; 張紅霞改編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139 臺灣歷史全知道: 穿越時光隧道,探尋歷史足跡 吳新勳作 2014-01-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3146 中國歷史全知道: 乘著時光飛船,暢遊文明古國 張青史編審 2014-01-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3146 中國歷史全知道: 乘著時光飛船,暢遊文明古國 張青史編審 2014-01-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3146 中國歷史全知道: 乘著時光飛船,暢遊文明古國 張青史編審 2014-01-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3351 Grace說專心 Eric Li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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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8094 女人心計. 3, 看透人心的女人有魅力 蘇芩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17 人生需要揭穿 丁丁張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24 你有什麼好沮喪? 林慶昭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31 微反應 姜振宇文; 吳君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48 女人心計. 4, 從細節看懂愛情,讀懂他的心 蘇芩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155 你有什麼好煩的?: 每天都輕鬆的31個零壓力生活提案林慶昭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3682 策略的藝術: 培養贏家邏輯,從賽局思考開始! 徐渭文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0613 下一秒,讓改變發生: 用堅持改變未來人生的46個法則林慶昭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0620 錯過,不如愛過: 在不在一起,請你都要好好愛! 林慶昭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0637 女人心計. 5, 被需要,才是極致的幸福 蘇芩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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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54423 戀.歌 陳胤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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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20717 我正在和巧克力談分手 尹大炫, 劉恩庭著; 李靜宜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731 超強效英文單字書WORD MATE 權徒園作; 張珮婕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20748 超強效英文單字書WORD MATE 權徒園作; 張珮婕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20755 日子再難過也一定會有一件好事 鍵山秀三郎作; 鄭淑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762 字典沒有、老師沒教: 超實用美國街頭英文100句Nexus Contents開發團隊作; 黃昱霖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80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柳河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8208 鹿篙傳奇: 生活劇裡的主角 廖吳金作 201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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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5876 貓咪探險。家: 30個令人著迷的貓空間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45883 30萬就動工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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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2700 引語學英語 林永芬作.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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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5814 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 劉學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5890 陸游散文新論 簡彥姈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025201 影響中國廠商內銷比例與新產品比例之決定因素: 學習效果、外溢效果與研發康廷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5218 中共與伊朗關係之研究: 1979年至2008年 林宗憲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5225 政府角色與區域發展: 長江三角洲地區治理競合模式之研究吳瑟致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5232 從「善治」論中國漸進式改革 白德華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5256 中國模式: 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 潘維等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025263 中國式民主「論述」之初探 黃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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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330233 好像少了誰 宮下奈都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40 花紋 山崎豐子作; 王蘊潔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57 第七道試煉 維卡斯.史瓦盧普(Vikas Swarup)著; 呂玉嬋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美易階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5

客居文史工作室



9789573330264 胚胎奇譚 山白朝子著; 高詹燦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71 起點人 麗莎.普萊斯(Lisa Price)著; 彭臨桂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88 美酒犯罪 彼得.梅爾(Peter Mayle)著; 韓良憶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295 穹頂之下 史蒂芬.金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下共兩冊 1

9789573330301 布拉格墓園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著; 蔡孟貞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18 毒物少女三部曲. III, 鏡影碎片 凱特琳.姬德莉琪(Caitlin Kittredge)著; 陳芙陽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25 在大雪封閉的山莊裡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32 ZOM-B. 2, 復活者聯盟 向達倫(Darren Shan)作; 楊沐希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56 少年陰陽師. 叁拾肆, 破暗之明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63 男人想要、女人該懂的親密關係 吳若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70 時空戀人三部曲. II, 藍寶石 克絲汀.吉兒(Kerstin Gier)著; 賴雅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87 時空戀人三部曲. III, 綠寶石 克絲汀.吉兒(Kerstin Gier)著; 賴雅靜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394 非普通家庭 凱文.威爾森(Kevin Wilson)著; 劉泗翰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00 火車慢跑!: 19種你沒看過的北海道 張國立, 趙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17 神與人的遊戲. 2, 光魅力暗魅力 深雪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24 占星術殺人事件. 改定完全版 島田莊司作; 陳明鈺, 郭清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31 斜屋犯罪(改定完全版) 島田莊司作; 劉珮瑄, 婁美蓮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48 惡人鎮 李查德著; 黃鴻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55 杜鵑的呼喚 羅勃.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著; 林靜華, 趙丕慧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62 少年陰陽師. 參拾伍, 心願之證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79 超萌圓仔成長全紀錄 臺北市立動物園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86 朵朵小語. 16, 這個世界愛著你 朵朵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493 孛星誌 張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09 別吵,我正在愛 小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16 歡樂三國志 侯文詠, 蔡康永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23 我可以不愛你 張小嫻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47 美麗的相遇 姚謙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54 暗夜無星 史蒂芬.金著; 吳妍儀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30 三故事 戴思杰著; 尉遲秀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0578 ZOM-B. 3, 墓光之城 向達倫(Darren Shan)作; 楊沐希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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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品冠文化



9789574689996 拍打永保安康(拍打健康法) 余平波, 余茂基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015 內經知要述義 周潛川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008 承門易經筋微火針療法 王占偉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022 玉器鑑賞與收藏 傅慧娟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039 古陶瓷鑑賞與收藏 王丹丹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046 君子蘭栽培實用技法 岳粹純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053 仙道: 長生不老學 陸明編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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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8039 道 21世紀養生高智慧 涂金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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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96736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7196743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7196750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7196644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96651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96668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96675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196682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96699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7196705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7冊 1

9789867196712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8冊 1

9789867196729 人文統合(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9冊 1

9789867196767 人文統合. Pre-k1(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7196774 人文統合. Pre-k2(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7196781 歡樂兒歌列車(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96798 歡樂兒歌列車(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96804 歡樂兒歌列車(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96811 歡樂兒歌列車(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派約里亞教育系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映威



9789867196828 歡樂兒歌列車(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96835 歡樂兒歌列車(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7196842 創思數學(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96859 創思數學(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96866 創思數學(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96873 創思數學(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196880 創思數學(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196897 創思數學(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7196903 創思數學. Pre-k1(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7196910 創思數學. Pre-k2(簡體字版) 2012-10-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7196927 音樂律動寶貝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96934 音樂律動寶貝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196989 人文統合寶貝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196996 人文統合寶貝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25041 創思數學寶貝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25058 創思數學寶貝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25102 My English book baby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25119 My English book baby 2013-03-00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25126 音樂律動: pre-K .1 2013-05-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25133 音樂律動: pre-K .2 2013-05-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25140 音樂律動: pre-K .1(簡體字版) 2013-06-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25157 音樂律動: pre-K .2(簡體字版) 201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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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85420 中國公司治理入門 戚務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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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2681 文法達人! 王冠程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72698 文法達人! 王冠程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冠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40

指南書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5693 四配傳: 顏子、曾子、子思、孟子 春秋學會著 2014-04-00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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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80989 真我與我: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的生平與教誨蔡神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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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58811 行腳印度 釋妙熙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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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09158 佛當初教的是什麼? 羅睺羅著 200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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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8208 豐富人 豐富事: 後龍鎮豐富里的村史 田香蘭等撰稿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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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4103 百人書畫藝術大展 林正賢策劃編輯 2014-02-00 平裝 2

9789869044103 百人書畫藝術大展 林正賢策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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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2

春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國中華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茉莉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特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昭君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9789868931992 銷售SOP 張凱文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105 畢業5年,存股票賺到100萬 楊文勝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112 35歲前,靠技術分析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136 5年後,存股票月入20萬 楊文勝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143 看懂財報,每年穩賺20% 張凱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150 全彩圖解,讓錢自動流進來 張凱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181 35歲開始,讓錢為你工作 楊文勝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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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319 夢醒桃花源: 這是一本來自海外的「愛臺情書」陳立興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47340 花城四季 梁涓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364 開拓團流浪記: 長篇兒童小說 王侃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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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6457 CTM商務科技與管理研討會: 跨界: 人文x科技x創新. 2014第七屆致理技術學院商務科技管理系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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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40606 智慧關係禪語 邁可瑪馬斯(Michael Mamas)原著; 杜羅娜譯析 200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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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578446 全球變遷與衛生 Kelley Lee, Jeff Collin著; 林世嘉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78446 全球變遷與衛生 Kelley Lee, Jeff Collin著; 林世嘉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78729 電腦網路: 開放源碼導向 Ying-Dar Lin, Ren-Hung Hwang, Fred Baker著; 王志強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78934 人體生理學: 身體功能之機轉 Eric P. Widmaier, Hershel Raff, Kevin T. Strang作; 李文昭導讀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79030 雲端計算 鍾葉青等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79146 工業廢水污染防治 W. Wesley Eckenfelder, Davis L. Ford, Andrew J. Englande原著; 白子易, 黃思蓴譯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圓悟自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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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致理技術學院商務科管系



9789861579719 現代世界史. 後篇: 1870年起 R. R. Palmer, Joel Colton, Lloyd Kramer著; 董正華, 陳少衡, 牛可等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79764 當沖交易大全 Jack Bernstein著; 黃嘉斌譯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79818 科技創新管理 Melissa A. Schilling著; 李亭林編譯 2013-07-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0386 企業遊戲化: 5年級、90後,一起玩出競爭新策略 蓋伯.季徹曼(Gabe Zichermann), 喬瑟琳.林德(Joselin Linder)作; 張美惠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690 掌握影響力: 促動改變的6種力量 喬瑟夫.葛瑞尼(Joseph Grenny)等作; 張家福, 陳中寬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829 企業研究方法 Donald R. Cooper, Pamela S. Schindler著; 古永嘉, 楊雪蘭編譯2014-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0836 文化人類學 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著; 徐雨村譯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0843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George M. Marakas, James A. O'Brien著; 董和昇翻譯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0850 人力資源管理: 全球思維 臺灣觀點 黃同圳, Lloyd L. Byars. Leslie W. Rue著 2014-04-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10874 數位邏輯設計: 原理與應用 Roger Tokheim著; 林熊徵等譯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0881 Arduino機器人製作聖經 高登.麥康(Gordon McComb)著; 江良志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0898 策略規劃與執行手冊 華勒士.史丹特紐斯(Wallace Stettinius)等原著; 陳正芬譯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04 職場人脈經營手冊 黛安.達林(Diane Darling)原著; 吳幸玲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11 作業基礎成本管理的第一本書: 減少無附加價值作業及成本,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與獲利彼得.騰尼(Peter B.B. Turney)原著; 陳儀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28 有效管理工作實用手冊 肯恩.賽格勒(Ken Zeigler)原著; 陳琇玲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35 標準普爾教你做好個人理財 湯姆.道尼(Tom Doweney)原著; 陳儀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42 材料力學 Ferdinand P. Beer等原著; 蔡智明譯 2014-05-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3410959 談判協商立即上手 史帝芬.柯恩(Steven P. Cohen)原著; 袁世珮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66 標準普爾教你選對配息股 約瑟夫.提格(Joseph R. Tigue)原著; 羅耀宗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73 預算控管立即上手 錫德.坎普(Sid Kemp), 艾瑞克.丹伯(Eric Dunbar)原著; 陳儀譯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80 精實六標準差工具手冊 麥可.喬治(Michael L. George)等原著; 丁惠民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0997 圖解技術分析立即上手: 50種最常見的基本線圖型態克利佛德.比斯多里斯(Clifford Pistolese)原著; 陳儀譯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00 高效能時間管理立即上手 馬可.曼西尼(Marc Mancini)原著; 袁世珮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17 企畫案撰寫進階手冊: 運用計分卡及強力段落,讓你的商業提案脫穎而出唐.戴貝拉(Don Debelak)原著; 劉復苓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24 掌握會議效率立即上手 芭芭拉.史崔貝爾(Barbara J. Streibel)原著; 袁世珮譯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48 進階專案管理立即上手 艾琳.托比斯(Irene P. Tobis), 邁可.托比斯(Michael Tobis)原著; 丁惠民譯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55 六標準差管理立即上手 格雷.布魯(Greg Brue)原著; 丁惠民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62 高績效成功領導手冊 丹尼.寇克斯(Danny Cox), 約翰.胡佛(John Hoover)原著; 林宜萱譯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79 經理人變革管理手冊 麥克.馬金(Michael D. Maginn)原著; 許晉福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86 六標準差管理手冊 格雷.布魯(Greg Brue)編著; 戴至中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093 實踐六標準差: 活用標竿企業經驗、執行最佳六標準差喬治.艾克斯(George Eckes)編著; 朱靜女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116 投資終極戰: 耶魯操盤手告訴你,投資這樣做才穩賺查爾斯.艾利斯(Charles D. Ellis)作; 劉道捷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1147 懶人專用商務英文e-Mail: 149篇萬用情境範例即時抄約翰.凱利(John A. Carey)原著; 邱天欣譯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411185 標準普爾教你做好第一次投資 奈勒士.梅提夫(Nilus Mattive)原著; 羅耀宗譯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11215 50 大商業思想家論壇 當代最具影響力13位大師談領導史都華.克萊納(Stuart Crainer), 德.斯迪勒(Des Dearlove)原著; 譚天譯2014-06-00 其他 1

9789863411222 50 大商業思想家論壇 當代最具影響力14位大師談創新史都華.克萊納(Stuart Crainer), 德.斯迪勒(Des Dearlove)原著; 譚天譯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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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5901 緣溪行: 王萬春作品集. 2009-2014 黎巧倩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918 無由花無名雲沒有夢的夢: 蔡元勝作品集 蔡元勝作; 德費兒, 黎巧倩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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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9171 羅雪容油畫集: 花之現象與花之自身 羅雪容作 201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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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9249 自然醫學的臨床應用 虞和芳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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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4134 觀光行銷學: 產業觀點與實務應用 曹勝雄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4141 管理學: 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著 2014-05-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5774158 旅行業資訊管理 顧景昇, 陳純德, 科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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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9815 兩性不相「越」: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蔡明富等作; 蔡明富, 施相如主編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9822 淡定So Easy!: 輕度障礙學生生氣控制課程彙編 蔡明富等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2

紅野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昶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柏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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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6667 心情魔法,變!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674 謝謝,你真好。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681 世界哇!哇!哇!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698 手腳動一動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04 樂樂想回家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11 大家去哪兒了?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28 YoYo數學一點靈. C1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35 YoYo數學一點靈. C2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42 YoYo數學一點靈. C3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59 小小播報員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66 特別的我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73 友情快遞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80 YoYo數學Yes. A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797 YoYo數學Yes. C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03 YoYo數學Yes. E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10 YoYo數學一點靈. E1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27 YoYo數學一點靈. E2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34 YoYo數學一點靈. E3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41 YoYo數學一點靈. A1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58 YoYo數學一點靈. A2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65 YoYo數學一點靈. A3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6666872 YoYo數學Yes. D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889 麵團大王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896 哈啾,看醫生囉!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902 YoYo數學一點靈. D 2011-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66919 YoYo數學一點靈. D 2011-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66926 YoYo數學一點靈. D 2011-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666933 偶來了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940 超級老師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957 QQ米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964 阿比變身秀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971 開什麼店好呢?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988 甜心糖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6666995 YoYo數學Yes. F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5999018 YoYo數學Yes. B 2011-12-00 平裝 1

9789865999049 YoYo數學一點靈. B 2011-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9056 YoYo數學一點靈. B 2011-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9063 YoYo數學一點靈. B 2011-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9001 YoYo數學一點靈. F 2011-12-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99025 YoYo數學一點靈. F 2011-12-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99032 YoYo數學一點靈. F 2011-1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99070 聽!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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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3667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03674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03681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698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03704 智梟 方白羽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03711 這些帝王,果然令人驚悚 徐永亮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759 絕不低頭 古龍著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03933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940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03902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03919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03926 蔣介石、汪精衛的大恩怨 田聞一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3957 戰神之路 龍人作 2014-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3964 戰神之路 龍人作 2014-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3971 戰神之路 龍人作 2014-04-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3988 戰神之路 龍人作 2014-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995 戰神之路 龍人作 2014-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0009 戰神之路 龍人作 2014-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0023 汪政權的粉墨春秋 高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0047 汪政權的粉墨春秋 高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0030 汪政權的粉墨春秋 高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42

風雲時代



9789863520061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078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0085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0054 首席御醫. 第二輯 銀河九天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0092 不敗女王朴槿惠 韓海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160 一門三首相: 安倍晉三的暴落與飆起 李大光, 孫紹紅, 李璵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177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0184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0290 末代皇帝的敵和友 王慶祥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306 新大明王朝 淡墨青杉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0313 新大明王朝 淡墨青杉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0320 新大明王朝 淡墨青杉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0382 透視<>打造黃金TEAM 馬洪濤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399 透視三國演義, 做個聰明CEO 魯智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0405 末代皇帝自傳 愛新覺羅.溥儀作 2014-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0412 末代皇帝自傳 愛新覺羅.溥儀作 2014-06-00 修訂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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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2606 28歲的小球, 28道回味料理 莊鵑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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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8430 品味故宮.書法の美 國立故宮博物院監修; 高橋佑太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8447 Imperial taste the beauty of calligraphy Chen Chien-chih[編輯] 20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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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87214 落花: 中英法三語唐詩36首 胡品清譯作 2005-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187221 唐詩古韻 九然編著 2008-10-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37

香菇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洛華國際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8406 股票技術分析圖典 王國華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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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23873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0四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8623880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特大本). 民國一0四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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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708 臺灣風險管理真實之探討 柯柏成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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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97324 嘻哈樂園. K3, 漢字繪寫本 盧毓文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97522 嘻哈樂園. K3, 拼音繪本 盧毓文編著 2011-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97522 嘻哈樂園. K3, 拼音繪本 盧毓文編著 2011-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97584 嘻哈樂園. K1, 拼音繪本(加註簡體字版) 盧毓文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97744 全新版華語(加註簡體字版) 蘇月英等編撰 2011-12-00 臺四版二刷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397751 全新版華語(加註簡體字版) 蘇月英等編撰 2013-02-00 臺四版二刷 其他 第3冊 1

9789867397799 全新版華語(加註簡體字版) 蘇月英等編撰 2013-06-00 臺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7397805 全新版華語(加註簡體字版) 蘇月英等編撰 2012-09-00 臺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7397812 全新版華語(加註簡體字版) 蘇月英等編撰 2012-09-00 臺二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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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7629 地域建築與聚落保存實踐 楊博淵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674 時間/空間的完形運動: 現象的詩篇 劉畹芳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竑富國際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流傳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羿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春暉



9789866327681 延異: 現象學的設計思維 劉畹芳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766 薛如畫選 薛如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865 中文教學論文集. 2013 簡光明主編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872 眾身顯影: 臺灣小說疾病敘事意涵之探究. 1929-2000林秀蓉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896 鍾鐵民小說選 鍾怡彥編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19 鍾鐵民散文選 鍾怡彥編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26 家園的所在 林金萱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33 臺灣現代詩選. 2012年 江自得等編選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40 許昭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一屆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 財團法人文學臺灣基金會編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57 臺灣近代戰爭研討會論文輯. 第一屆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64 臺灣近代戰爭研討會論文輯. 第二屆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編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71 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 2012: 陳冠學研究論文集 簡光明等作; 余昭玟, 黃文車主編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7995 童謠詩: 有橄欖樹的風景 羅卡(Federico Garcia Lorca)著; 李敏勇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00 童謠詩: 螢火蟲的亮光 李敏勇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17 第一首詩 賴欣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24 風濤之心.臺灣海峽 汪啟疆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48 邊陲耕地 白葦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55 歲痕新集 白葦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62 海の故鄉 蔡文章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79 色變 曾貴海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093 生命的窗口: 中英對照詩集 雨弦著; 王希成英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09 散手跤技擊法 林奉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16 黎明的訣別: 葉石濤小說選 葉石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23 天上聖母的祭典: 葉石濤小說選 葉石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30 河畔的悲劇: 葉石濤小說選 葉石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47 臺灣文學路: 葉石濤評論選 葉石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54 府城記事簿: 葉石濤隨筆選 葉石濤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61 生命的窗口: 中英對照詩集 雨弦著; Jeff Miller譯 2013-12-00 初版第一刷 平裝 1

9789865798178 臺灣布袋戲創作論: 敘事.即興.角色 陳龍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185 鬧鐘響了: 江自得小詩集 江自得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208 木棉的掙扎 陳明克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建業法律事務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898 日商來臺投資法令簡介 陳彥勳等作; 黃升暉, 石沂涵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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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0518 陳宗賢實證語錄: 績效經營57則心法 陳致瑋, 吳青娥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0525 陳宗賢實證語錄: 營運倍增56則心法 陳致瑋, 吳青娥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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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209 管好自己的小聲音 布萊爾.辛格(Blair Singer)著; 王立天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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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7949 草間彌生 李佳娜, 李紘箖, 楊淑雅文字編輯 2013-09-1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97956 金藝晉 李佳娜, 李紘箖, 楊淑雅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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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80777 盆栽裝飾綠意居家生活 SWALO視覺設計中心製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784 中國歷史經典傳記. 謀略篇 蘇洲虞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791 旅遊英語隨身讀 林為慧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6080807 在家請客: 團圓宴客菜自己來 王其勝主編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6080814 別讓高血壓、高血脂找上你 羅小衛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821 2000單字隨身讀 張經佩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838 日語自我介紹隨身讀 李誼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0845 幽默的俏皮話、歇後語彙集 SWALO視覺設計中心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廉藝術沙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俊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苓業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南與北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576 用新眼光看耶穌與保羅: 基督宗教的根基與建築師葛德.泰森(Gerd Theißen)著; 南與北文化出版社, 臺灣神學院翻譯小組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583 明天開始,我要穿紅色: 追尋生命自由的勇敢女性琳達.雅諾許(Linda Jarosch)著; 范瑞薇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2590 看見妳,我找到自己: 母女關係成為女性的關鍵生命力琳達.雅諾許(Linda Jarosch), 安德莉亞.拉爾森(Andrea Larson)著; 鄭玉英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42307 40天重新尋得生命泉源: 現代大齋期的身心靈操練手冊古倫神父(Anselm Grun)著; 吳信如, 鄭玉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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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8902 小鎮閒居 陳國泰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19 台湾人における日本語の表現の誤りに関する研究林共田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926 女兒絕對不是父親上輩子的情人 郭逸軒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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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75837 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論文集. 2014 何啟銘等編輯 2014-05-00 其他 2

978986697585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革新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2014年度黃嘉雄, 沈明正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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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75868 幾丁質幾丁聚醣暨生物材料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陳澄河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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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75820 CSPS系統操作 魏慧珊, 洪崇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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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75813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 2014第九屆 黃仁鵬等編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會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臺科大化材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1782 數位攝影入門與藝術意境 潘東波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501799 數位攝影: 數位攝影入門與藝術意境(教習版) 潘東波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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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017238 拋荒的故事. 第四輯, 田庄囡仔紀事 陳明仁原著; 蔡詠淯漢字改寫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7245 改變臺灣 楊新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252 我的正義法庭 金恆煒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269 民國廢核元年: 廢四核、清核廢,全國接力行腳 陳玉峯, 陳月霞輯.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17276 打牛湳村(深情典藏紀念版) 宋澤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283 蓬萊誌異(深情典藏紀念版) 宋澤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290 廢墟臺灣(深情典藏紀念版) 宋澤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306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深情典藏紀念版) 宋澤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320 拋荒的故事. 第五輯, 田庄人氣紀事 陳明仁原著; 蔡詠淯漢字改寫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7337 創造與進化 董芳苑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351 私房菜 陳玉峯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368 拋荒的故事. 第六輯, 田庄運命紀事 陳明仁原著; 蔡詠淯漢字改寫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017382 毋通袂記: 1947島國的傷痕: 二二八共生音樂節活動手冊. 2014吳易蓁等作; 2014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工作小組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399 中國教父習近平 余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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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14694 功夫 湯姆牛文.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4779 小雨滴: 給0-3歲的律動兒歌 李紫蓉, 鄭榮珍, 張麗雪文; 何耘之, 林小杯圖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1614786 劍獅祈福 劉如桂文.圖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4793 神探狗汪汪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姿霓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衛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0707 好命密碼: 感情大師 愛德華(Edw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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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41912 現場工程師必讀電機工程師實務經驗談: 錯誤中學教訓100例大島輝夫著; 白中和譯 2011-10-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2241950 新時代高中數學 詹敏昌編著 2012-01-00 2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241967 新時代高中基礎化學三(全) 陳紀全編著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2241974 新時代高中數學講義 詹敏昌編著 2012-01-00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241981 明解高中英文重要句型活用 蔡方編著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2242766 高中學測化學超速度記憶 蘇捷魁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2242773 高中學測物理超速度記憶 廖大淵, 劉演文,許華芬編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2242780 搶救學測生物黃金8週 言日中,姜里運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42797 大學入試搶救學測數學黃金8週 梁順豪編著 2013-07-00 2版 平裝 1

9789862242803 高中學測地球科學超速度記憶 張棋清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42810 新時代高中選修化學 陳紀全編著 2013-09-00 平裝 下冊 1

9789862242827 全方位高中學測數學總複習 詹敏昌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42834 全方位高中學測國文總複習 嚴月霞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42841 大學入試歷屆學測生物試題歸納解析 林建成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42858 大學入試全方位高中指考化學總複習 陳紀全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42865 大學入試歷屆學測化學試題歸納解析 林成彥編著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2242889 大學入試: 高中必修進階英文法 陳浚德編著 2013-1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242896 大學入試: 搶救指考數學甲黃金8週 梁順豪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42902 大學入試: 搶救指考英文黃金8週 張勝溢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42919 大學入試: 搶救指考數學乙黃金8週 梁順豪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2242926 大學入試物理的解題方式. 下, 電磁學、近代物理、基本粒子張鎮麟編著 2013-11-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242933 大學入試搶救指考物理黃金8週 廖大淵,許華芬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2242940 大學入試搶救指考化學黃金8週 蘇捷魁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2242957 大學入試: 歷年指定科目考試物理試題攻略 邱莉華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2242964 大學入試: 歷年指定科目考試化學試題攻略 林成彥編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2242971 大學入試: 全方位英文慣用語idiom 張勝溢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2241196 大學入試歷屆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自然考科陳紀全等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241219 大學入試歷屆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數學考科詹敏昌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9789862241226 大學入試歷屆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社會考科許孝誠等編著 2014-04-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241233 大學入試歷屆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國文考科陳鐵君, 陳文之編著 2014-03-00 第2版 平裝 1

9789862241257 歷屆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英文考科 張勝溢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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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74362 肚兜的藝術 吳麗娟等作 201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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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02216 男子漢大丈夫 史蒂文.肯瑞克(Stephen Kendrick), 亞理斯.肯瑞克(Alex Kendrick), 蘭迪.奧爾康(Randy Alcorn)著; 李琳譯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02223 當女人真好 普莉希拉.施瑞爾(Priscilla Shirer)著; 程珮然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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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37337 悟同畫會首展. 2014 王聿恬等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637351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創作展. 2014 丁鴻銘, 蔡慶彰, 張毓國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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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0265 有形有色,馬賽克讓你的家與眾不同 美藝學苑編輯部編著 2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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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01733 大小樹 提姆.布朗(Tim Brown)作; 安迪.蓋佩特(Andy Gappert)繪; 何佳芬譯2013-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01757 海鷗莎曼莎的涼鞋 高登.溫奇(Golden Winch)作; 東尼.奧立佛(Tony Oliver)繪; 李佳穎譯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01788 寸寸和里里: 成功之旅 約翰.伍登著; 林良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01801 我的爛生活: 惡夢的開始 大衛.魯巴(David Lubar)著; 閻雅萍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飛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藝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寶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恆藝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0203 東京恐怖學園 夜魅子 奶精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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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9478 菜刀小子的陣頭夢 林哲璋作; 崔永嬿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2

9789866039492 猴塞雷的新工作 謝文賢文; 葉祐嘉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508 阿里山迷霧精靈 鄭宗弦作; 王吉兒圖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522 媽祖的眼淚: 三月瘋媽祖 李儀婷作; 陳盈帆繪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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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859712 1餐換成湯,4週變成易瘦體質: 燃脂、消水腫、改善下半身肥胖的營養師特調湯料理黃苡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729 預售屋全攻略: 選屋、簽約、財務、監工、驗收一本到位dolin66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736 誰A走你帳戶裡的錢?: 銀行高層大爆料!為何你總是賺不到錢?Johnny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743 幸與不幸都是福 何權峰作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59750 冰與火之歌. 第五部, 與龍共舞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陳岳辰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59774 冰與火之歌. 第五部, 與龍共舞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陳岳辰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767 冰與火之歌. 第五部, 與龍共舞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陳岳辰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859798 冰與火之歌. 第四部, 群鴉盛宴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廖素珊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59811 冰與火之歌. 第四部, 群鴉盛宴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廖素珊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804 冰與火之歌. 第四部, 群鴉盛宴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廖素珊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859835 國王的人馬 羅伯特.潘.華倫作; 陶潔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842 後毒物時代: 偽食物、毒建材、假有機,全球政府視而不見的人類危機羅倫.薛瓦列(Laurent Chevallier)著; 家均等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859 獸之邊緣 燃聿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859866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 卷五-六, 林深藏秘 仐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59873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 卷五-六, 林深藏秘 仐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880 手機變魔術: 雲端魔術降臨,從低頭族變身手機魔術達人張正龍, 李哲宇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897 分歧者. 3, 赤誠者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林零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903 御宅魔法師 鬱兔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國翼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寶國際



9789861859972 御宅魔法師 鬱兔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859910 影子戰爭 墨筆烏司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859927 飛玄刺 宴平樂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859934 妖刀前線注意報 紫曜日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859965 超越5%存活率,我活過了16年: 首爾大學醫院院長與癌為友的治癒之路韓萬青著; 陳馨祈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59989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一, 江湖河海: 湖之卷 仐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0007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一, 江湖河海: 湖之卷 仐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59996 我當道士那些年. III. 卷一, 江湖河海: 湖之卷 仐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610021 戀愛副本魔法插班生 草子信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0038 穿著Prada的惡魔. 2, 復仇 蘿倫.薇絲柏格(Lauren Weisberger)著; 陳圓心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0045 應召人生: 第一位獲得泰國文學獎首獎的應召女,跨國賣春的真實故事塔娜妲.沙望都恩作; 栖子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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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41538 血之祕史: 科學革命時代的醫學與謀殺故事 荷莉.塔克(Holly Tucker)著; 陳榮彬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545 留下我悲傷的故事......: 蓮娜.穆希娜圍城日記 蓮娜.穆希娜(Lena Muchina)著; 江杰翰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552 莎士比亞變動的世界 尼爾.麥葛雷格(Neil MacGregor)著; 黃忠憲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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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093 Christian's daily spiritual growth series. 1 Michael J. Long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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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584 高分子設計與合成 鶴田禎二, 川上雄資原著; 薛敬和編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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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89366 離苦得樂的妙法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197279 離苦得樂的妙法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大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龍仁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薛敬和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9

網路與書



9789574312863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312863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574312870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574312870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314607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3

9789574314614 無上菩提 大勢法師講述; 妙有菩提園法寶編輯組編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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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945 陳良先生紀念冊 陳京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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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330 田文筆的內在風景 田文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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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171 書道之秘: 先天太極八卦陰陽二勁全身運筆法 李茂祥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4171 書道之秘: 先天太極八卦陰陽二勁全身運筆法 李茂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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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037 溫泉管理實務 李文昌著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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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222 臺南國際旅展. 2012第一屆: 「臺南形象館」規劃與執行報告書林敏智主編 2014-06-00 平裝 1

9789574315338 數位藝術: 不同類型之經驗與發展 林敏智主編 2014-06-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4

陳京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文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敏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文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茂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464 看林金陽這個人 林金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3471 林金陽思詩集. 4 林金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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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105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建築物破壞分析與對策 蔡萬來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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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96340 二戰南京.廣島: 劉支球戰歷記: 核武飛彈 心戰工具劉支球著 201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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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320 慶祝臺灣日本口腔外科學會締結姐妹會七週年京都賞楓攝影集. No.2郭英雄, 郭王寶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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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99785 高屏地區228事件真相探討 張清滄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2078 228事件死傷人數真相探討 張清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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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283 嬉光 Patrice Delmotte(戴吉時)主編; 地球村翻譯社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金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萬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雯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秀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支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815 林中路: 賴雯淑裝置藝術展 賴雯淑撰寫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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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460 健身與武術 張大仁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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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71972 茴香進行曲: 大埤寮仔車庫開運書 曾明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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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9627 人身保險核保與理賠 呂廣盛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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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959 歌中的雅歌 愛德華.米勒著; 史濟蘭, 高慧娟編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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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553 立即成為財務高手: 財報分析篇 李進成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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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333 日本侵華與臺灣光復: 警察先鋒隊來臺奠定警政基礎邢翰著 2014-01-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正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邢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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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進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明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廣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204 幾何人生 林幸珍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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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225 EDISO 黎時國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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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065 鄭添泉油畫集: 風景之美.人體之美.花卉之美. 2014鄭添泉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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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825 國際私法基本文件 黃裕凱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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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368 佳信山茶花 蔡燦玉, 侯進益, 朱國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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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375 海關實務 趙繼祖編著 2014-03-00 1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0119 彩墨飛揚: 黃琴畫集 黃琴作 2012-03-00 平裝 1

林幸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繼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國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時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添泉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3724 樂水藝文集 汪興智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574303724 樂水藝文集 汪興智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574158270 汪興智書畫作品集 汪興智作 200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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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507 常用藥品手冊. 民國103年版 蔡靖彥, 蔡百欣, 蔡百榮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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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143 無量壽經講記 黃念祖老居士講述 2014-04-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4313150 無量壽經講記 黃念祖老居士講述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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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7166 成佛之道 覺雲居士著 2013-08-00 初版 精裝 2

9789574312511 修行法要 覺雲居士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12528 決定往生 覺雲居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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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051 佛遺教經 吳輝鵬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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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8309 地理陰陽正解 洪憲烔著 2013-10-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吳輝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麗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有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覺雲居士

送存冊數共計：1

汪興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蔡靖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58836 古典小琉球 黃慶祥作 200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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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70371 寫實/印象/解構/重組: 一個劇場服裝設計師的創作軌跡靳萍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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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77295 碧海鈎沉回憶錄. 續篇 鄭錦玉編著 2010-11-00 平裝 1

9789574177509 碧海鈎沉回憶錄: 孫立人將軍功業與冤案真相紀實鄭錦玉編著 20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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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81407 臺灣媳婦: 北京藝壇名師高足-葉君萍專輯 葉君萍作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4612 百年女性畫壇記 葉君萍作 2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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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518 醫院也瘋狂. 2: 鄉民救世界 林子堯原著; 梁德垣漫畫.插圖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263 遠離菸酒毒 健康好舒服: 反菸酒毒工藝攝影展作品集林子堯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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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436 道教堪輿學 羅瑞生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2443 尅擇統宗通書 羅瑞生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子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羅瑞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錦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葉君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靳萍萍



9789574312450 尅擇統宗通書 羅瑞生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12467 道教醮典科儀 羅瑞生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12474 道教醮典科儀 羅瑞生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13327 大道神靈之說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334 龍門丹道宗源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341 龍門道宗氣海天地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358 堪輿玄機要訣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365 道統支傳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372 羅盤玄機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389 道教陽宅風水演義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396 五星緒則命局全書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402 聖卜天機 羅瑞生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13419 道宗龍門身中天地. 乙冊 羅瑞生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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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500 陳皎從油畫輯. 2014 陳皎[]編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8062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Editors Erica Shiozaki, Ming-Jiun Tsai 2011-12-00 平裝 1

9789574313181 院: 展覽畫冊 林平, 蔡明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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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217 紫南宮與社寮之今昔 黃煌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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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006 學術堪輿實用掌訣 張名成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煌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名成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陳皎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蔡明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5178 ECFA貨物通關延伸與擴展 劉陽柳編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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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903 千對妄湊 林文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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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287 臺語尚水 黃永茂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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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4912 宮廟制解十二神煞 黃啟東編著 2013-06-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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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98993 Runny Alam Lin 2013-01-00 其他 1

9789574199006 Bunny Alam Lin 201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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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089 寫給場所精神的情書 曾筱光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陽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貞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Alam Li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曾筱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永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啟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778 畫本 貞良著 2014-03-00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3554 臺灣客家語四縣腔字音字形練功寶典密技 謝杰雄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3615 臺灣客家語四縣腔字音字形練功寶典揭密 謝杰雄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3622 臺灣客家語海陸腔字音字形練功寶典揭密 謝杰雄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3639 臺灣客家語海陸腔字音字形練功寶典密技 謝杰雄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3646 臺灣閩南語字音字形練功寶典揭密 謝杰雄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3653 臺灣閩南語字音字形練功寶典密技 謝杰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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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260 漫漫京都 蘇志恒照片.文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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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290 賴正雄散文集 賴正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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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95169 被囚禁的臺灣: 國共聯手構陷本土政權陰謀侵吞臺灣袁紅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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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573 花蓮百景 姚植著 2014-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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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紅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植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蘇志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正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846 百家打油詩 麥高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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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761 英譯韓愈與柳宗元詩文集 KaiEn Chang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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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630 什麼是建築. 2013 王為河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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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98450 阿賢 顏忠賢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4140 刺身 顏忠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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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525 海清日晏 王學澄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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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259 阿帕修納達: 關印青的生命悠歌 任評笙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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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013 五色鳥的植物園 郭立綸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麥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凱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立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學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笭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肇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忠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4812 蔣介石的方舟 楊書育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5055 蔣介石的方舟 楊書育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15321 蔣介石的方舟(簡體字版) 楊書育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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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6718 珍寶 聿暘著; 貓樹繪 2013-08-00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06725 珍寶 聿暘著; 貓樹繪 2013-08-00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11729 空間狩獵者 聿暘著; 流翼繪 2014-02-00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11736 空間狩獵者 聿暘著; 流翼繪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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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420 千絲萬縷: 百年工藝.纏花聯展作品集 黃珮萱總編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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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227 李惠芳油畫展. 1986-2013 李惠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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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08965 生命之光 陳明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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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書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全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惠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郭書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黃珮萱



9789574312535 涵靜老人傳奇 林全興圖文 2014-03-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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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924 臺中市英文簡介 吳黌銘(Horng-ming Wu), 曹麗莎(Teresa Reins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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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828 波西米亞 島作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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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135 人書: 我的當代藝術來自遠古的導師盤古先生 謝祖銳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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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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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00 平裝 第2輯 1

97895743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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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00 平裝 第3輯 1

9789574314430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理財好好玩-多「理」多「財」」教學實施計畫蔡美華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447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樂活手作捏塑課程」教學實施計畫林雅雯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454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茶與生活」教學實施計畫葉春蓮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461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Go旅遊 Fun英文課程」教學實施計畫吳瑞真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478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菁踩絕跡, 華夏子孫, 橋見飛魚」導覽解說方案企畫書黃譯醇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48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徒步浯江」導覽解說方案企劃書洪春柳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49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戲劇故事甜苦辣」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楊淑麗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508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平板電腦一起秀」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王惠苹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51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黃金樂活」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吳瑞真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52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心蓮朵朵-樂齡心靈昇華」教學實施計畫蔡雅凌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4314621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第二輯宋重志等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638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第三輯宋重志等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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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重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孟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祖銳



978957431465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樂活手作捏塑課程」教學實施計畫林雅雯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669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茶與生活」教學實施計畫葉春蓮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676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Go旅遊 Fun英文課程」教學實施計畫吳瑞真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683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菁踩絕跡, 華夏子孫, 橋見飛魚」導覽解說方案企畫書黃譯醇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690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徒步浯江」導覽解說方案企劃書洪春柳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706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戲劇故事甜苦辣」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楊淑麗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713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平板電腦一起秀」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王惠苹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720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黃金樂活」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吳瑞真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14737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心蓮朵朵-樂齡心靈昇華」教學實施計畫蔡雅凌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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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760 許仲佐 陳月娥風雅軒書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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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791 物流管理實務 廖建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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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0876 中文修辭與寫作 鍾隆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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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587 傳道的人生 郝文章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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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484 那些年, 我的世界藍圖 范吟璟作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建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隆榮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許仲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郝文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吟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699 紙機項目工程管控 羅恒隆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2177 紙機項目工程管控 羅恒隆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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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965 拾穗: 滄桑八十載 胡公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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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989 呂錦堂畫集 呂錦堂作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11989 呂錦堂畫集 呂錦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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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996 與海共舞: 顏明邦攝影 顏明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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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047 藝游臺灣: 陳琪華油畫集 陳琪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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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061 工程法律實務: 營造(營建)工程訴訟營造工程款請求權與時效艾昌瑋作 2014-03-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顏明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恒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胡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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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琪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艾昌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085 靜觀無相功 姚陳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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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184 形趣之境: 簡忠威的水彩畫語錄 簡忠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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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221 捕捉空間的靈光: 阮偉明攝影集 阮偉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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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1620 烘焙證照EASY TAKE: 烘焙初學者入門典籍 羅靖瑋著; 林宜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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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412 大中瑰寶 郭無妄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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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498 臺灣銀行業經營績效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 嚴竹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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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566 白話菩提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大師作; 法尊法師中譯; 釋湛護法師白話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阮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靖瑋

姚陳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忠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桂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正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嚴竹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542 墨韻傳情: 陳美吟作品集 陳美吟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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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580 人生?把握方向.創造未來 邱孟華作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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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603 天文學淺說 張維仁, 張明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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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634 雙軌制動畫教學法之行動研究 廖坤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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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627 黃驤雲進士家族 黃阿彩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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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672 交通警察權限法 李憲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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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689 市長說: 象牙塔外-政治學 鄭瑞慶作 2014-02-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孟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維仁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憲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瑞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坤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阿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696 二戰前中後 張鏡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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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726 海空亂流生信心 羅卓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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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733 走過的痕跡 呂瑞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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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788 著作權法論 羅明通著 2014-05-00 第八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12795 著作權法論 羅明通著 2014-05-00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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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818 臺灣蝙蝠漫畫: 全臺灣35種蝙蝠的插畫圖鑑 王偉婷圖像繪製.美術編輯; 林清隆, 蕭淳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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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801 浪漫迷人的粉彩畫集 盧秀春總編輯 2014-02-00 平裝 2

9789574314348 陳俐莉水墨作品集. 2004-2014 陳俐莉總編輯 2014-04-00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鏡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卓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忠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俐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瑞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明通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856 創世記七字詩歌 葉如敬著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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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2955 憲政體制與文官制度 伍錦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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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020 The College cookbook 徐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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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952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務: 如何找出需要保護之個人資料-個資盤點洪鋕鋒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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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198 藝鄉琴緣: 林美慧個人創作專輯 林美慧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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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119 若塵 洪昌祺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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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280 時光容器: 滑世代的墨彩語境 林再立臻等作 2014-04-00 平裝 1

葉如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伍錦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建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美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昌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鋕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242 世崇文集 賴世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3242 世崇文集 賴世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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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273 菩提道次第略論講記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宗仁波切釋論; 釋如性恭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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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297 打狗社最後的身影 梁明輝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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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310 璞林玩賞 楊土金作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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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303 疼惜生命.中醫養生 陳旺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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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433 輪機工程航海人員測驗參考題指南 楊子傑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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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賴世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子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致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阿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旺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釋如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明輝(高雄市)



9789574313440 天文學測驗101 王致悅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13440 天文學測驗101 王致悅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13730 天文學測驗101(簡體字版) 王致悅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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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488 極光 胡仁覺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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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495 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遊客中心解說服務及展示教育內容規劃案郭亙榮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574314188 熊貓溝遊客中心室內及展示設計 郭亙榮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574314195 山東省文登市葛家鎮「中國納帕」紅酒產業主題園區整體發展規劃(簡體字版)郭亙榮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574314218 四川省雙流彭鎮紅酒產業併休閒度假主題園區整體發展規劃(簡體字版)郭亙榮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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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556 廟言廟語: 吳文鏡攝影集 吳文鏡攝影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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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594 天狗八部 黃啟泉, 段延昌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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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617 走跳高雄: 美食特搜 方毓祺文字; 呂政璋攝影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政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霱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范春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啟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胡仁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亙榮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655 黃霱卉作品: 心之旅程 黃霱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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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679 生命樹: 歧異與歸屬: 潘娉玉個展期&創作論述 潘娉玉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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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792 時光追索時光 六寬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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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808 超音波洗牙治療牙周病的秘訣: 黏巴達技術療法侯桂林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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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294 傳家寶姓名學大全 劉鎮華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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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126 臺灣人民之路. 一: 臺灣人民行使不可剝奪權利 曾明照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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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157 藝趣天成: 臺藝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4 孫素珊, 陳綠文編輯策劃 2014-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明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綠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桂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鎮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娉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地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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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546 臺灣改良式13張麻將 張承穆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15086 台湾改良式13张麻将(簡體字版) 張承穆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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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539 吟歌演武誓成師: 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性格黃名宏作 2014-05-00 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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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751 Adobe Photoshop for Newbies 林安琪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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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775 人生的GPS 吳鴻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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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829 老王看人生 王滿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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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881 電視創意企劃 張其錚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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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997 五類首尾檢字法字典 黃懋濤作 2014-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滿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其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安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鴻傑

張承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正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懋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5017 毓修的水彩 林毓修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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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192 易經性理命理入門 方振財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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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161 哇拉阿媽的手路菜: 高月員臺語詩集. 一 高月員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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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284 飄渺之聲: 川長毒短篇小說集2005~2013 川長毒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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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5369 拾時刻刻 詹安妮圖.文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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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50683 臺語捷用通說 胡元洽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8150690 用歷史及案例釋疑海難救助 李蓬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川長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安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振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月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采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神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孫文山印刷品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3657 忍者村的遷移 賴啟銘等文稿; 蔡佳芸繪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8113664 陽光之歌 張家綺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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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3358 贏得病患信任的問診術: 善用言語、姿勢、表情,促進醫病雙贏的醫生表演學佐藤綾子著; 莊雅琇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372 全彩圖解消除眼睛疲勞、拯救惡視力!: 日本6大中西權威名醫,教您延緩眼睛老化的秘密!星虎男, 高山東洋監修; 莊雅琇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3389 零疾病,真健康: 不依賴醫生的80種方法 陳立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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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3003 大廚教你辦一桌: 百道家常組合料理 毛家驊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10 八宅明鏡: 最新白話註解 林信銘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27 Eric極上私房料理 李哲松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34 三步驟OK 西式料理輕鬆上菜 吳志慶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41 玄空地理雙星神斷秘訣 林信銘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58 一次完全弄懂!: 財運亨通姓名學 陳中明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65 我的手做巧克力 吳青華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72 素香好吃下飯菜 高淳麗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3089 正港家傳臺灣味: 超人氣小吃80選 林銘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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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03733 機器灰姑娘 瑪麗莎.邁爾文; 崔容圃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740 這本書的名字是祕密 匿名的博斯作; 安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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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6491 仁義禮智信對內臟的影響 彭鑫主講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能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桂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500 學士後中(西)醫歷屆試題解析. 高元100-102年 簡正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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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7823 書寫溫馨校園. 2013: 發現修平心靈的高度 張達雅總撰稿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897823 書寫溫馨校園. 2013: 發現修平心靈的高度 張達雅總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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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128075 南非世界盃優秀足球守門員之技戰術研究. 2010年林聖峰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8198 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中臺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8273 中西哲學家論輯紀略 孟祥仁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8280 e化專科教室設置與使用實徵研究 孟祥仁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8976 解剖學實驗 林自勇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133 太陽光電實驗教材 黃得瑞總編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140 污水工程 黃政賢著 2014-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4129409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陳長成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423 化工與材料概論 吳和生等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492 大專國文選 王仲翊等編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129614 機構學 范憶華, 曾彥魁, 陳正昭編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4129638 軍人倫理 陳小雯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645 空氣污染控制與管理 鄭福田,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協會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652 綠色能源 陳維新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669 生活科技: 簡單與健康的科技生活 梁立國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683 多元文化與公民素養 王華昌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690 環境工程學 張錦松等編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4129706 精密脫腊鑄造生產管理實務解析與制度設計 黃世寶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713 電子學 Schultz, Mitchel E.原著; 余永平, 郭有順, 蔡忠良譯 2014-02-00 二版修訂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修平科大



9789864129720 文學.流動.影像 黃淑貞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737 普通物理實驗 陳華明等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129744 基礎與進階生物技術實驗 施養佳, 張筱筠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775 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健康與管理學院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782 振動學 蕭庭郎, 高維新編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29799 EFP影視製作 吳尚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05 資料探勘 Jiawei Han, Micheline Kamber, Jiam Pei原著; 郝沛毅譯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29812 能源科技與永續發展 陳維新著 2014-05-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4129829 生物學: Principles of life David M. Hillis等原著; 林良恭, 呂孟栖編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43 新編材料力學 陳釘煙, 聶國禎, 蔣志德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50 營養學概論 謝嘉榮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74 通識教育創新教學暨創意課程研討會論文集. 2014修平科技大學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29898 古今文學論集 王惠鈴等合著; 李金鴦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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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14391 漫遊蔬食異國料理 臺安醫院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452 小黑三部曲之小黑,你一定可以的! 馮家賓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469 懷愛倫的信仰旅程: 基督徒經驗談 懷愛倫(Ellen White)著; 時兆出版社編輯部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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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32268 圖解飲茶必點港式點心 洪滄浪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2275 小資主婦的高麗菜料理 謝一新, 謝一德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2282 和風鍋物おいしい 柯俊年, 謝一新合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2299 花漾彩繪蒸點心 馮嘉慧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2305 涼泡菜涼麵輕鬆做 周子欽, 王景茹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2312 大家都愛蛋料理 辜惠雪食譜作者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32329 簡單學煮電鍋菜 [庫克書屋]編輯部作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6232336 風味燉飯&絕品濃湯 楊文定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2343 我愛義大利麵 許志忠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32350 人氣蓋飯完全圖解 柯俊年, 黃景龍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庫克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時兆



9789866232367 健康豆漿力 王安琪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2374 快炒麵x飯 薛文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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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1805 海穹英雌傳. 卷一, 金鱗汗女 伍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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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8138 嗆辣詩人2012詩選 徐大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28145 嗆辣詩人2009詩選 徐大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28152 嗆辣詩人2013詩選: 詩的國度 徐大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28169 嗆辣詩人2013詩選: 暗戀像一種胯下癢 徐大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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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35279 論情愛: 石磊的理性表現主義 陳義豐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35286 西遊翡冷翠: 支少卿的純粹繪畫 陳義豐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8735293 在春天戀愛: 陳立恆的法藍瓷 陳義豐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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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54891 How traditional images still speak: trans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folklore in literaturePatricia L. Haseltine[作]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089 哲學.符號.敘事 Philippe Roussin等作; 陳學毅, 陶嘉代, 黃筱慧譯 2013-05-00 平裝 1

9789574455096 Scottish romantic enlightenment, gothic imagination and sir Walter Scott's literary historical narrativesHsin-Ying Lin[作] 2012-12-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4455102 語言很奧妙 薛帝逢(Steven Schaufele)[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119 Masks, mirrors, and manipulation: narrative distancing in literature for youthJonathan Klassen[作]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133 右腦開發訓練營 登亞繪編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140 左腦開發訓練營 登亞繪編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157 清澈水瓶,插花 楊銘塗著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浯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夏河文創



9789574455171 升大學英文看圖作文得分王 洪宏齡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188 New way ahead: a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 Nicholas Sampson作 2013-04-00 其他 1

9789574454884 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 行動思想家鄭南榕 周佩蓉編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195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3, IELTS writing task one(academic module)Andrew Guilfoyle[作] 2013-04-00 平裝 1

9789574455201 不知漢齋 曾泰元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218 Workplace English James Schofield作 2013-04-00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55225 Workplace English James Schofield作 2013-04-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55232 The found object in midnight's children: the stage-like, grotesque, blurring, and gazingRiver Ya-ling Chiang[作] 2013-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249 情感、信仰的潛意識迷陣 蔡淑惠作 2013-05-00 平裝 1

9789574455256 Let's Get Moving: 劍橋兒童英檢模擬試題 MoversJoel Laughren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5270 她的傳統: 華裔美國女性文學 馮品佳著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287 易卜生戲劇集. IV, 海洋女兒/海妲.蓋柏樂/營造師傅易卜生(Henrik Ibsen)原著; 呂健忠譯注 2013-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294 Uniq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05-00 1st.ed. 平裝 1

9789574455300 Hotel & hospitality English Mike Seymouor作 2013-05-00 其他 1

9789574455317 日本80後劇作家選 平田織佐等著; 林于竝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324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4, IELTS writing task twoAndrew Guilfoyle[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574455331 Pastoral shakespeare and Formosan seediq bale: island, mountain and forest from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Chin Ching Lee[作] 2013-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348 The great gatsby F. Scott Fitzgerald[作] 2013-06-00 平裝 1

9789574455362 盧納沙節豐年舞 Brian Friel著; 陳品璇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379 中西翻譯簡史 謝天振等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386 超強英語力: 讀英詩,培養批判性思考 陳超明著 2013-07-00 其他 1

9789574455393 ESP: English for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國立成功大學ESP專業英語團隊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5409 ESP: English for creative industries,2/e 國立成功大學ESP專業英語團隊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5416 Unique everyday living: english reading and vocabularyTina Cheng[編輯] 2013-07-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55430 Unique media and marketplace: English reading and vocabularyTina Cheng[編] 2013-07-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55447 卡丹紐 Stephen Greenblatt, Charles Mee著; 彭鏡禧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454 Unique workplace and career: English reading and vocabularyTina Cheng[編輯] 2013-08-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4455478 咖啡商人 大衛.李斯(David Liss)著; 丘淑芳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485 簡明當代英文法 蔣炳榮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492 生態文學概論 阮秀莉等作; 蔡振興主編 2013-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508 翻譯研究與跨文化交流 陳淩等作; 高亮, 陳平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515 魯拜新詮 奧瑪珈音(Omar Khayyam)原著; 梁欣榮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522 紅外套少女偵探團. III, 名畫真假之謎 麥可.貝爾(Michael D. Beil)作; 林靜慧譯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539 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 葉子南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5546 ESP: English for careers 國立成功大學ESP專業英語團隊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553 攝影的絮語: 關於布列松與卡帕,以及金剛經與道家的決定性瞬間李昱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560 國中英聽得分王 蘇秦著 2013-10-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5577 易卜生戲劇集. V, 小艾歐夫/約翰.蓋柏瑞.卜克曼/復甦易卜生(Henrik Ibsen)原著; 呂健忠譯注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584 拍照 安瑞特(Ann Enright)著; 吳妍儀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591 姚庄曲水(簡體字版) 鄭達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607 希伯來語文基要 彭信之編著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614 Can interpreters be inconsistent in retrofelx consonants?Feng-Ian Chang[作]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621 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 陳重仁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638 The im/possible host/guest: hospitality in a passage to IndiaChin-yuan Hu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5645 升大學英文聽力得分王 郭慧敏著 2013-11-00 其他 1

9789574455652 ESP: English for Hi-Tech industries 李蕙琦, 葉靜怡, 張志元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5669 Popular culture and its changes Kuan-jung Cheng[作]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676 單字多益典900. 職場商務篇 王振玲, 楊玉琦著 2013-12-00 其他 1

9789574455683 單字多益典900. 生活社交篇 楊玉琦, 王振玲著 2014-01-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5690 山居地圖: 張錯詩歌散文集 張錯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713 Boundary, history an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Wai Fong Cheang[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720 英語發音三部曲 林孟毅作 2014-02-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5737 認知隱喻與翻譯實用教程 葉子南作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744 ESP: English for biotechnology 成功大學專業英語團隊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5751 讀讀、談談、寫寫: 教兒童讀寫英語的概念、策略、活動江少蒼等著; 王雅茵主編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768 彈出英語力!: 烏克麗麗唱遊書 邱文音, 陳玉蕙, 陳建廷著 2014-02-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4455775 木魚歌 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著; 馮品佳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782 行話: 與名家談文學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作; 陳婉容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799 Language,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ain Brown等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5805 歷代猶太經典選讀 彭信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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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64722 琉璃砂 靈雪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64647 惡整惡魔老闆 墨菲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654 槓上貴公子 水銀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4661 拐到貴公子 水銀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7

送存冊數共計：68

耕林



9789862864678 套牢貴公子 水銀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685 總裁的攻心計畫 子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692 大亨的偷心計畫 子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08 代班小女傭 古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15 貼身小女傭 古心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39 妖怪都市. 2, 妖界發燒星 一世風流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46 思君寸寸淡墨香. 2, 心機篇 棠多令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53 換妃. 3, 相知不如相忘 依秀那答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60 本王在此. 1, 鳳凰落難 九鷺非香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77 暴力仙姬. 1, 水之卷 峨嵋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784 王爺太壞,王妃太怪 默雅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2864791 妖怪都市. 3, 驚世暗黑組合 一世風流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807 暴力仙姬. 2, 木之卷 峨嵋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814 本王在此. 2, 鳳凰天劫 九鷺非香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821 王爺太壞,王妃太怪 默雅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2864838 換妃. 4, 陌路相逢 依秀那答兒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845 女法醫之屍體農場 戴西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852 思君寸寸淡墨香. 3, 抉擇篇 棠多令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4869 法師的小蘿莉 青行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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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0319 吉他指扳超解密手冊 不拘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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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218762 誰說只能當律師?: 公司法務有前途 謝長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885 玩出創意. 3, 77個奇趣科學玩具 許良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15 當個快樂的裝修主人 王乙芳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53 刑事官司怎麼打? 吳光陸著 2014-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1218977 圖解商業英文單字片語 李冠潔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991 「學測指考」英文作文的第一本書 蔣炳榮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時空膠囊音樂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9789861219004 刑法 蘇銘翔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1219028 票據法 林勝安, 闕廷諭, 王財驛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042 圖解校園英文單字片語 李冠潔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059 圖說法語幽默 文慧靜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080 律師Pi個資法 鄧湘全, 陳德正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097 刑事訴訟法 蘇銘翔, 李美寬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19103 圖解山田流的生產革新 野沢, 陳悅, 陳崇志合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127 少年科學偵察隊CSI. 4, 神秘事件的復活 高喜貞文字; 玄寶, 楊善謀圖畫; 陳慶德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134 培養你的職場超能力 晉麗明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141 薪水算什麼?機會才重要! 奧里森.斯威特.馬登作; 佘卓桓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158 金融法務之趨勢與實務 簡榮宗著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1219165 0歲寶寶成長心事 Phil Bach等著; 毛寄瀛譯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219172 生活法律刑不刑 蘇銘翔著 2014-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1219240 專門用來打好幾何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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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53803 馬祖夜未眠 威廉.懷德(William Weidner)主編 2013-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53865 林彪 張學祖, 張健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3872 天經 張磊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6653889 政治學論文集: 探索專制到民主 盧瑞鍾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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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55576 樂齡事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王月環等箸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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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202 醫療器材的研發與創業 劉承愚, 趙蘭英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高苑科大經管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3402 加拿大教育指南. 2014-2015 OH! Study教育中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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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82773 「高屏溪流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析」工作計畫. 102年度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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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06074 童話第七班: 妃常教室故事集. II 許智妃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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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14270 我要唸工業設計 王鴻祥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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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8625 500cc鮮打外帶果汁吧 陳忠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8632 500cc外帶茶飲店賺錢秘笈 陳忠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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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6701 微核磁共振操作手冊(臨床版) 鍾明勳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6718 微核磁共振技術手冊(臨床版) 鍾明勳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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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屏溪流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桂冠

哦思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晟海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核桃文化



9789868880092 保全意識與保全職務 劉淂筑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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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5711 Blender 3D遊戲. 2, 回擊野狼之野狼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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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8660 兩岸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年 陳金盈總編輯 2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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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1920 走馬天燈 周鑑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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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80881 琉球問題與國際法 傅崐成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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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6743 石頭路滑: 默照禪源流 果如法師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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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81309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9集 1

9789866081279 封神RELOAD 阿明原作; 紅麟漫畫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81286 封神RELOAD 阿明原作; 紅麟漫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81347 封神ZERO 阿明作; 紅麟畫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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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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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學術



9789866081354 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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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58447 鋼琴演奏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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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7954 羅西尼: 我靜默地悲嘆 藍麗秋編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61407 The flute Ardal Powell作; 張浩, 林怡君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1414 泛音: 法式長笛美聲的秘密 Pierre-Yves ARTAUD作; 潘宗賢, 黃善聖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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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8847 印自書入書從印出: 呂耿明書法篆刻集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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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358963 腳踏慢運動: 瘦更快,活更久,腦力更年輕 田中宏曉著; 張智淵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021 如何讓人改變心意? 羅伯.喬利斯(Robert Jolles)著; 李芳齡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038 東京微醺小旅行: 私房酒食地圖 甲斐實乃梨著; 連雪雅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06 非凡的亨利.豪斯 麗莎.葛倫(Lisa Grunwald)沃著; 張茂芸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13 好奇號帶你上火星: 從起源號到好奇號漫遊車太空探索記羅傑.溫斯(Roger Wiens)著; 蔡承志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20 最美的錯過 尼可拉斯.史派克著; 曾志傑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37 止痛療傷: 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 白先勇, 廖彥博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44 長壽之鄉的食療祕方: 尋常食材治百病,這樣吃,腹脹、經痛、宿便、水腫、過敏、視力衰退，統統消失！陳驚蟄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51 東京私廚到我家: 51道原味食材義大利麵 石川進之介著; 陳美瑛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68 用自然律例,做自己的醫生 陳堅真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75 醫人三角的獨白 傅志遠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182 愛情保險員 伍臻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馬偕醫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報文化



9789571359199 專注的力量 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著; 周曉琪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05 其實,你可以很幽默 戴晨志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12 神聖藍色 克里斯多福.摩爾著; 李淑珺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29 重生 派特.巴克(Pat Barker)作; 宋瑛堂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36 初戀溫泉 吉田修一著; 戴偉傑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43 暗夜裡的白日夢: 酒店男公關與我們的異視界 謝碩元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50 路過: 這個世界教我的事 黃于洋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67 籠子裡的愛麗絲 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tre)著; 李建興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74 還想吃: 王瑞瑤美食報告書 王瑞瑤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81 當你改變意念,癌症就不存在: 療癒身心靈的治癌聖經黃聖周作; 李學權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298 女子風水手帖 Liberal社編集; 嚴可婷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304 電影食堂 飯島奈美著; 楊明綺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311 日月當空 黃易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卷18 1

9789571359335 立貼拼出大創意: 全球三億人肯定!世界級電玩職人的獨門創意整理術玉樹真一郎著; 連宜萍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342 為什麼那家公司會賺錢? 山田英夫著; 黃雅慧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359 曬過太陽的美味 村井林檎著; 何姵儀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366 第三種猩猩: 人類的身世及未來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王道還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59380 擇食. 3, 男人腰瘦,女人性福 邱錦伶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397 音速老師教你一口氣解決50項日文難題 朱育賢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59403 DNA的惡力 蘇上豪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10 歷史課本沒寫出的隱情: 那些帝王將相才子的苦痛譚健鍬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27 眼如觀景窗,心是快門鍵: 6大美學心法,開啟你的攝影眼蕭國坤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41 一個沒有霸凌的教室 小森美登里作; 賴庭筠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58 漫遊中古英格蘭: 十四世紀生活風物誌 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廖彥博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65 別當沒時間爸媽!: 主播媽媽黃文華愛孩子30招 黃文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72 烤神仙 蔡怡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89 半間灶披間 食家飯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496 和孩子一起變幸福 海原純子著; 葉韋利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02 果療: 吃對水果，掌握宜忌，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婦女病、小兒疾病、久咳、失眠……通通有解！楊淑媚, 蔡昆道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26 醫學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Clifford A. Pickover)作; 龐中培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33 虎迷藏 費歐娜.麥克法蘭著; 許瓊瑩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40 廣告達人 彼得.馬泰(Peter Mattei)著; 廖玉玲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57 地理課沒教的事. 3, 看見地球的變動 廖振順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71 現在覺得不幸,是幸福的起點 花凜作; 游韻馨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595 水底祭典 辻村深月著; 王華懋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601 不玩會死陪我任性一個月好嗎? 路嘉怡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649 這些地方,只有巴黎人知道: 11條道地時尚x藝術x美食x約會路線南西大爺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656 政府正在看著你 格倫.格林伍德(Glenn Greenwald)作; 林添貴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663 逐路臺灣: 你所不知道的公路傳奇 余風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670 A型小將の輕盈瘦身術 中島旻保作; 張智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687 O型小將の輕盈瘦身術 中島旻保作; 張智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694 B型小將輕盈瘦身術 中島旻保作; 張智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700 AB型小將輕盈瘦身術 中島旻保作; 張智淵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724 用工作找到好薪水,決戰職涯前五年!: 找對方向,讓自己無可取代張志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755 百年婚約 J.柯妮.蘇利文著; 鄭淑芬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59953 看見那些年我們創造的臺灣經濟奇蹟 王作榮作 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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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36968 海商法修正建議 黃裕凱撰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036968 海商法修正建議 黃裕凱撰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036975 海商法修正建議: 條文 黃裕凱撰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3036982 鹿特丹規則 黃裕凱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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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5100 高雄市中國書畫學會會史.1964-2013 黃志煌, 盧福壽, 洪廣煜編撰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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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47162 刮垢磨光 釋開仁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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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哈博美僑外語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航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中國書畫學會



9789868935501 就是要好命 吳孟娟 201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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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05138 洪震輝畫集 洪震輝作 2014-01-00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805138 洪震輝畫集 洪震輝作 20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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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5166 詠懷: 福願手冊. 一0二學年度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99級, 學士後醫學系101級, 牙醫學系101級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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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0001 祥雲堂應用風水學 一明山人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025 漩渦 張夢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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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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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3615 公共的信仰: 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第一課 沃弗(Miroslav Volf)作; 黃從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22 聖經信息系列: 以西結書 萊特(C.J.H Wright)著; 陳昭儀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39 在一個地方,用心營造愛 張文亮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46 速問速答 張文亮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53 迷上麻煩的耶穌 艾傑奇(John Eldredge)作; 宛家禾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60 最大的禮物: 生與死的靈性關顧 盧雲(Henri J.M. Nouwen)著; 余欣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677 向下扎根的操練 姜俊旻著; 宛家禾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彩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醫大解剖學科



9789861983707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30天國際聯禱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1983721 為穆林斯世界禱告30天(家庭版)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組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745 聖靈在行動 亨利.布克比(Henry T. Blackaby), 馬文.布克比(Melvin D. Blackaby)作; 吳秀蘭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783 喜樂流放者: 後現代的門徒生活 侯士庭(James M. Houston)作; 劉如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3806 聆聽的禱告: 學習靜默禱告的旅程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著; 申美倫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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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0652 友善環境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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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0645 創新餐旅、觀光服務與管理學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3年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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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9306 神遊大溪: 大溪普濟堂沿革誌 謝維修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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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8706 桃園攝影藝術獎. 2014年第一屆 劉信宏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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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7419 大陸客家原鄉李文古話本有聲書 吳餘鎬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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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夢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攝影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退愚廬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普濟堂



9789868926615 神弦曲 簪花司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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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5416 作為教育學基礎的人的普遍智識 魯道夫.施泰納華文編輯小組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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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8804 雲妙光明: 白雲老禪師百年紀念文集 釋智藏, 釋智旭編輯指導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9048811 白雲無盡: 白雲老禪師百年紀念專輯 釋智藏, 釋智旭編輯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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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42459 豐富人生的必修學分 呂毓卿總編輯 2014-02-00 平裝 第3輯 1

9789868142466 我們的文學夢 呂毓卿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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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41804 解密國家寶藏: 虛實跨界. 2014 工研院創新科技體驗與推動計畫團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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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536686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 102學年度 邱美智, 翁群評, 楊穎惇執行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53669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03學年度謝[]磐執行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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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6811 了義炬: 大手印四加行簡要合集及正行教學次第(簡體版)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作; 妙融法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智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化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工研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8462 臺灣擴大天然氣使用之評估 梁啟源, 林志森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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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2461 天帝教教義: 新境界 李極初作 2014-03-00 三版五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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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46653 不動產估價 梁仁旭, 陳奉瑤作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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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84852 企業內部控制導論與應用 張振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4869 證券暨期貨金椽獎得獎論文集. 第九屆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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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155502 中華花藝在臺灣: 從傳統插花到花藝新風貌的創見張繼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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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5182 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2014(簡體中文版) 張玉欣總編輯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25199 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2014(中英雙語版) 張玉欣總編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5205 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2014(韓文版) 張玉欣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5212 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2014(日文版) 張玉欣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帝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地政研究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817 天惠薪傳: 述事繼志老點傳師成道二週年暨成道點傳師紀念江永德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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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72765 後拉法預力施工技術手冊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編著 2013-10-00 精裝 1

9789572872772 紀錄臺灣吊橋 陳銘鴻等編撰;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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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2448 多層次療育活動設計手冊 柯平順計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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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86533 臺灣養豬現代化的雄才大略: 戈福江教授百年冥誕紀念論文集楊天樹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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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42580 最先進的使用樹脂材料的複合技術 日本公益社團法人土木學會原著; 蘇藤成翻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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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0358 挑戰未來公民: 正義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家琪譯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94720 隱私: 學習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陵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4737 隱私: 教師手冊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原著; 郭菀玲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惠道德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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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戈福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顧問工程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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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73562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專刊. 100級 成大建築100級畢業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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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2122 文心薈萃: <>書法、美術創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二屆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2146 輕鬆看世界: 行天宮精神醫學焦慮症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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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19306 臺灣地雷與集束彈藥監督報告. 2013 侯明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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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3725 諸羅山城二二八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 2014-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973732 花蓮鳳林二二八 沈亮等記錄整理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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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2380 菩薩在哪裡: 王卉娟創作展 王卉娟作 2014-05-00 平裝 3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3

正覺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伊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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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建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5073 狄喬治氏症候群照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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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14586 魯班與阿奇. 3, 一樣不一樣 朱顏文; 黃志民圖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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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50715 懷時論集: 航空生理一代宗師方懷時院士 何邦立主編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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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88991 決定臺灣的29堂課 余範英等策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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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1229 大法鼓經 佛說魔逆經 大毘盧遮那禪林佛法研究院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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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9035 慈濟年鑑. 2013 何日生總編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9028 慈濟年鑑. 2013 何日生總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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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3940 萬曆萬象: 文化璀璨、大師輩出的時代 吳國豪總編輯 2014-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教慈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創時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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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教大毘盧遮那禪林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036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曾鵬庭總編輯 2014-05-00 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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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46691 補償基金會十五週年成果紀念專輯. 1998-2014 倪子修總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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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8473 彈出彩虹: 血癌陽光天使張芸瑋生命之歌 張芸瑋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473 彈出彩虹: 血癌陽光天使張芸瑋生命之歌 張芸瑋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480 滄海回眸: 生命天使董逸璞的瀕死傳訊 董逸璞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28497 28公斤的進行曲 陳台秀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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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7420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2013 Tzong-Ho Bau 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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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203 追光。愛高雄 周渝珠作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47203 追光。愛高雄 周渝珠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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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4117 十字架跨越的智慧: 行走禱告教戰手冊 亨利.葛洛法(Henry Gruver)著; 吳幼蘭譯 2014-06-00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南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歸主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戒嚴時期補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9949 臺灣車輛產業關鍵零組件與系統國際化策略布局薛乃綺, 林蒧均, 張聖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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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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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817 保險監管之理論與實務 鄭濟世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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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498692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2年 2014-03-00 平裝 1

9789579498692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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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1750 軌道立體化施工 伍勝園著 201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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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5127 CEDAW創意教案 李美芳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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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孫運璿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婦女權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基會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木生文教基金會



9789869066303 視, 而不見 戴亞伯[作]; 郭淑珍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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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764674 淨耀法師禪墨: 藝化心生作品集 釋淨耀, 慧松居士, 陳伯南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579764681 淨耀法師禪墨: 藝化心生作品集 釋淨耀, 慧松居士, 陳伯南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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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5404 陳定南教子讀書方法 陳定南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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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64550 親子愛不礙: 大樹養成計畫. 2013 李蕙婷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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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745606 臺灣展望. 2014年 蔡政文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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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45581 臺灣電影年鑑. 2013年 林文淇總編輯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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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6014 蒼穹下: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影像集 張桂祥總編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56007 蒼穹下: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影像集 張桂祥總編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影資料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定南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化社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373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基督信仰對代理孕母的看法戴文峻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380 廿一世紀中國教會的崛起、挑戰、裝備與契機 林日峰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397 做得對,還要做得好: 高績效團隊的職場10鑰 韋斯.坎特雷爾(Wes Cantrell), 詹姆斯.路卡斯(James R. Lucas)作; 楊淑智, 辛凱玟譯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403 耶穌體驗營: 12週靈命旅程 比爾.柏金斯(Bill Perkins)著; 姜蕙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410 大師話領導力 喬治.巴納(George Barna), 比爾.達拉斯(Bill Dallas)著; 黃耀禮譯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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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9821 進入興盛時刻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 羅柏特.海得勒(Robert Heidler)著; 莊國祥譯2014-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838 克服危機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吳美真譯 2014-03-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6259845 重拾信心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林以舜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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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506 他不重,他是我所愛的: 面對吸毒這件事 蔡佩真等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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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9108 向性壓力說No! 約希麥道衛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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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7954 燈塔: 神的啟示 許郭美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87985 為什麼要信耶穌?: 基督福音問答(20則) 陳錦文編著 2014-04-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8887992 心靈札記 楊斐雯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愛盟家庭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信徒佈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冊數共計：4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311 網海救援 蕭瑞益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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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6459 陪貓咪回家 黃文輝等作; 貝果等繪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466 蔬菜超人 林世仁等作; 高玉菁等繪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473 鼻子王國愛漂亮 王家珍等作; 貝果等繪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572 鼴鼠洞27號教室 王文華等作; Rae等繪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589 酷酷鱷魚 王文華等作; 九子等繪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633 夢想村過新年 林世仁, 王文華等作; 童嘉, 阿咧先生等繪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640 歡迎光臨我的博物館 劉旭恭, 林芳萍等作; 劉旭恭, 阿咧先生等繪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657 香蕉星太空船 王文華, 陶樂蒂等作; 九子, 吳孟芸等繪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671 年獸阿儺 陳素宜作; 葉慧君, 黃淑華繪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688 元宵姑娘 管家琪, 陳木城作; 甘和栗路, 孫基榮繪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695 媽祖林默娘 黃女娥, 陳木城作; 葉慧君, 洪義男繪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701 鍾馗捉鬼 馬景賢, 張劍鳴作; 徐建國, 洪義男繪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718 牛郎織女的鵲橋 管家琪,蔡惠光作; 吳嘉鴻,柯光輝繪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725 目連救母 馬景賢, 陳昇群作; 張振松, 洪義男繪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732 月餅裡的祕密 林良, 蔡惠光作; 龔雲鵬, 曹俊彥繪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749 火頭僧阿二 馬景賢, 管家琪作; 卓昆峰, 梁淑玲繪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817 香草金魚窩 賴曉珍文; 張倩華圖 2013-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862 當河馬想動的時候再去推牠 張文亮作; 蔡兆倫繪 2013-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6947 GLOBAL VISION全球視野: 中學生報國際新聞精選中學生報編著 2013-06-00 其他 1

9789577516954 混血豺王 沈石溪作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577516961 永遠的孩子 林良著; 子敏圖 2013-08-00 第1版 平裝 1

9789577516985 大家讀老子 岑澎維作; 團圓繪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005 胖石頭 方素珍文; 崔永嬿圖 2013-08-00 第1版 精裝 1

9789577517029 詩人你好!有故事的唐詩 子魚作; 陳盈帆, 沙奇繪 2013-11-00 第1版 平裝 1

9789577517036 稻草人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2013-09-00 精裝 1

9789577517128 愉快人間 曾永義等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517142 大個子老鼠小個子貓 周銳文 2014-04-00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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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7166 愛麗絲夢遊奇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作; 海倫.奧森柏莉(Helen Oxenbury)繪; 陸篠華譯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173 古靈精怪動物園 林世仁文; 川貝母等圖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203 肉包與鱷魚的祈願祕笈 王淑芬文; 陳之婷圖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210 凱迪克: 永不停筆的插畫家 雷納.馬可斯(Leonard S. Marcus)著; 柯倩華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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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8802 新象36(1978-2014) 樊曼儂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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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775373 粉樂町.2013 :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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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05844 陽陽奇幻之旅 朱統平文; 藍尉賢圖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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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111688 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張崑將著 200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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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9601 公益的力量: 董氏基金會30周年專書 葉雅馨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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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3205 用心就有感: 開啟你工作與生活的幸福思維 賴東明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喜瑪拉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國際新象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邦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董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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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7647 與黑暗對話1000日: 社會企業經營實務三年初體驗謝邦俊, 蔣筱鈺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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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0951 恬靜悠美: 楊興生的鄉土風情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8990968 火鳥傳奇: 楚戈創作巡迴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8990975 鏡凝永恆: 李鳴鵰攝影回顧展 創價藝文中心委員會編輯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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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6132 我想和祢聊一聊: 坦誠與主談心 威廉.貝瑞(William A. Barry, SJ)著; 盧玫君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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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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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5684 創新魔法學院 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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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24421 民進黨八年執政論文集. 2000-2008年 林萬億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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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97156 零利率時代的生涯規劃 陳茂元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盲基金會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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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靜修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541 Personal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Guo Yuan Fashi等[講述];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201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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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43619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III Guo Dong等[講述];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2014-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443619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III Guo Dong等[講述];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2014-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443626 共修力量大 聖嚴法師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626 共修力量大 聖嚴法師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633 人生最後的功課 聖嚴法師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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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61691 佛說阿彌陀經摘注接蒙義蘊合刊 李炳南老居士編述 2011-04-00 平裝 1

9789868724136 金剛經句解易知 (清)王巨川居士加註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8724143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淺說 雪盧老人編表; 謝嘉峯主講 2011-10-00 平裝 1

9789868724181 唯識學入門六記 于凌波著 2012-04-00 平裝 1

9789868724198 吟誦常則 李炳南編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8906204 禪林寶訓筆說 (宋)妙喜, (宋)竹菴輯, (清)楚衡雲峯智祥著 2012-12-00 平裝 1

9789868906211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 2012-12-00 精裝 1

9789868906228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8906235 華嚴經要解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8906242 阿彌陀經要解親聞記 寶靜法師講述 2013-04-00 精裝 1

9789868906259 大方廣佛華嚴經 (唐)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譯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8906266 在家律學概說 果清主講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8906273 淨土五經 2013-11-00 精裝 1

9789868906280 龍袴國師傳 念西法師編述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8906297 莊子內篇憨山註 (明)憨山大師註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59008 五戒表解 懺雲法師講述 2014-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中市國語文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市慈光圖書館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3014 耕生: 民國95年至101年讀書會專刊 陳美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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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14679 臺北好藝術年報. 2013 劉維公總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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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7444 因腦維新族: 新媒體藝術的華麗旅程 石瑞仁總編輯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67468 粉紅微笑之後: 閱讀.李山 石瑞仁總編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475 末世化石.未來考古 鄭淑鈴等執行編輯; 石瑞仁總編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67482 這個世界會好嗎?: 向京在臺北 石瑞仁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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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6120 3x3禱告手冊(簡體版) 創意媒體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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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8220 快樂一生孝: 親情暖我心 陳櫻慧, 傅文欣作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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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33105 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 以基督為道路的事奉、以基督為真理的事奉、以基督為生命的事奉、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康登等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33105 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 以基督為道路的事奉、以基督為真理的事奉、以基督為生命的事奉、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康登等作 2011-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33143 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 江守道等講 2012-0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33143 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 江守道等講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3167 尼希米恢復的道路: 尼希米在那恢復的道路上 以斯拉記 這家是永生神的教會 神愛的獨特性江守道等講 2012-1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快樂一生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徒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士林靈糧堂



9789866533174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江守道等講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33174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江守道等講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33082 Recovering the testimony of Christ: declension and recovery of the testimony......battle for the testimonyStephen Kaung et.al 2010-05-00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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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2703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陳一標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42727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陳一標主編 2014-03-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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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73238 讓自閉兒走出學習困境: 劉氏「視、聽、動」能力教學劉弘白等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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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5310 母親,慢慢來,我會等您 褚宗堯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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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0302 三營二甲 山河水壁 蔡淑宜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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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9538 讀書會與工作坊精健道綱要. 一, 覺知腦力 胡海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545 讀書會與工作坊精健道綱要. 四, 築我 胡海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552 讀書會與工作坊精健道綱要. 三, 築心 胡海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569 讀書會與工作坊精健道綱要. 二, 築腦 胡海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9576 讀書會與工作坊精健道綱要. 五, 築你我 胡海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5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褚林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育德工家職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3496 看見兒少(CHILDREN): 家扶基金會兒少福利服務年刊. VOL.3何素秋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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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95519 希那巴瀾的寶藏: 玉山腳下的小精靈 林平烘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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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43646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臺灣經濟教育現代化的推手: 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紀要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編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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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26143 海洋臺灣永續發展 李明安等作; 邱文彥主編 200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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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31909 橋上來回 王貞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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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74426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加拉太書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6674433 鄒語新約聖經(鄒語/現代中文譯本對照版) 2014-01-00 精裝 2

9789866674440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路得記(簡體字版)彭國瑋總編輯 2014-02-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家庭扶助基金會南投分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冊數共計：5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798 國際基改食品管理制度與規範專題報告 孫智麗總編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577930811 建構「三農三生」新價值鏈. II, 從產業價值鍵觀點思考我國農業發展策略孫智麗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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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818964 財經論壇. 第18輯 戴肇洋主編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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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2183 新約總論. 一-二十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1-12-00 臺灣三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861662190 新約總論. 七九-九八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1-12-00 臺灣四版 平裝 第四冊 1

9789861662206 新約總論. 一八九-二三九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1-12-00 臺灣四版 平裝 第七冊 1

9789861662213 新約總論. 二四0-二六四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1-12-00 臺灣四版 平裝 第八冊 1

9789861662299 新約總論. 五十-七八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2-04-00 臺灣五版 平裝 第三冊 1

9789861662695 在時代的水流中事奉(簡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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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2725 不住地禱告與活在靈中(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7-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732 得救的證實與基督的寶血(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3-07-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800 極大的奧秘: 基督與召會(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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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662848 新約總論. 三六七- 四0三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3-11-00 臺灣初版 精裝 1

9789861662862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3-11-00 臺灣修訂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662879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2013-11-00 臺灣修訂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662886 從神的創造看神的心願與目的 李常受著 2013-12-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893 性格的培養. 十, 明厚重(親子圖畫書)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2014-02-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2930 從人的墮落看神的救法 李常受著 2014-02-00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4084 營建物價綠建材專刊 謝政達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第2輯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綜合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5672 紙由洛陽到羅馬 陳大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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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2193 時光隧道遊大湖 臺南市嘉南國民小學圖.文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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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60075 盼望的幸福 小潘文; 葉乃滋圖 2014-05-00 精裝 1

9789868360082 小雄的秘密 羅吉希, 施宜君, 杜瑛秋文; 張振松圖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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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4642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簡體字版)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24659 慈悲三昧水懺法(簡體字版)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324697 時間與空間的旅行: 天地冥陽水陸普度大齋勝會靈鷲山水陸研究編纂小組編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324703 佛說阿彌陀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4-00 三版 精裝 1

978986632471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2014-04-00 五版三刷 精裝 1

9789866324727 成佛之道三部曲 靈鷲山出版中心暨文獻中心編纂 2014-05-00 二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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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69401 超神奇經絡豐胸術 邱庭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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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15574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一本通 杜哲宏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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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倍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谷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勵馨基金會

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9789866915581 陽光教室的14堂課: 不可不知的教室管理常識 Jill A. Lindberg, April M. Swick作; 蔡欣怡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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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40430 專注心的康復力量 哈若德.麥克義(Harold McCoy)作; 陳瀅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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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2911 鋁合金技術 高森田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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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35940 心性泉源: 開悟見性的實相 古月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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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6006 派對ABC 楊蕢如, 董宇虹, 周祖斌譯 2010-12-00 其他 1

9789868696013 孩子的歌 楊蕢如, 董宇虹, 周祖斌譯 20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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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7751 錯覺藝術大師: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張光琪, 單維彰撰文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8837768 錯覺藝術大師: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Ronit Sorek, Yivdsam Azgad文字撰述; 統一翻譯社中文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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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71578 最新國中統一英文法 陳伯榕編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585 一起學越語 越南支點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留聲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藝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鋁雷射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修緣道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琉璃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統一



9789866371592 最新基礎美語 陳伯榕作 2013-10-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371479 食衣住行廣東話 梁雪華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608 最新法語發音.語法.會話 李繼高編著 2014-02-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6371615 餐飲禮儀與文化 夏惠汶, 成天明編著 2014-0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6371622 初級實用美語 陳伯榕編著 2014-05-00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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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0908 新宋. 參. 卷二, 東風 阿越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02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2, 魅惑 月關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57 在家玩蒙特梭利: 掌握0-6歲九大敏感期,48個感覺統合遊戲,全方位激發孩子潛能李利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64 東京下町古書店. VOL.3, 守護愛情的羊男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71 一代詞聖蘇東坡: 絕世才子的豪放詩歌與豁達人生西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88 女神的逆鱗 唯川慧著; 劉姿君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095 最後的大亨 史考特.費茲傑羅著; 黃福海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3118 大難將至: 奧匈帝國命運三部曲. I 米克洛斯.班菲(Miklos Banffy)著; 呂玉嬋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23125 吃3天瘦一圈: 韓國瘦身始祖教你吃對5大食材,90%體脂速降,再懶照樣瘦!李承桓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132 加藤鷹「絕對讓她高潮」的18性愛體位(真人圖解)加藤鷹作; 宇都宮兄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149 在我死前,我想要...... 張凱蒂(Candy Chang)著; 楊士堤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156 巴黎小時光: Heaven的旅行X雜貨X手作風格書 戴海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163 跟著四季玩花藝 黃元芬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170 追蹤師草原狼導師 湯姆.布朗(Tom Brown)作; 謝維玲譯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23187 追蹤師: 松林少年的追尋 湯姆.布朗(Tom Brown)作; 達娃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3194 閒晃維也納X雜貨設計旅 塚本太朗著; 游韻馨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00 世界金融史3000年: 從古希臘城邦經濟到華爾街金錢遊戲陳雨露, 楊棟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17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3, 狂歌 月關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24 脊椎+骨盆+腿型三合一整骨瘦身操: 權威醫師親授姿勢矯正法,痠痛自癒、尺寸馬上小一號!黃相普著; 馬毓玲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48 花食 朱川湊人著; 陳寶蓮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55 新宋. 參. 卷三, 柱石 阿越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62 東京下町古書店. VOL.4, 番外篇: 背負天皇密令的華族之女MY BLUE HEAVEN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79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4, 算計 月關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86 禪是喝茶吃飯: 千年禪宗教你不煩惱的生活智慧明一居士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293 生鏽的心: 桐野夏生極致短篇傑作選 桐野夏生著; 劉子倩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野人文化



9789865723309 文具手帖. Season 5: 引爆紙膠帶小宇宙! Denya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316 一代詞后李清照: 傳奇才女的婉約詩詞與蒼涼人生木溪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323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時光 桐華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5723347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時光 桐華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5723330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時光 桐華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5723354 無人島上十六人 須川邦彥著; 陳嫻若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361 大難將至: 奧匈帝國命運三部曲. I 米克洛斯.班菲(Miklos Banffy)著; 呂玉嬋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23378 縮下顎,肩頸腰都不痛!頭痛失眠自然好 伊藤合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385 新宋. 參. 卷四, 封疆 阿越著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5723392 希特勒回來了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 管中琪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408 醉枕江山. 第壹部. 卷5, 登基 月關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415 醉枕江山. 第二部. 卷1, 出征 月關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422 0-3歲寶寶14階段潛能開發書 吳光馳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439 Fuleco!世界杯足球戰國誌 黃武雄, 林將合著 ; 陳立繪圖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3514 一個人開伙也很棒 岩崎啟子著; 游韻馨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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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8220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講述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8220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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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48843 資訊志願服務工作組織之建立與績效評估: 以崑山資訊志工隊為例徐國鈞, 游峰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8850 崑山科技大學電算中心資訊安全系統與稽核 徐國鈞, 羅豐彬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8867 崑山科技大電子公文簽核流程系統開發與導入 徐國鈞, 蔡耀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8874 智慧動態區域交通控制器研發與應用 徐國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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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73949 泰戈爾精品文集. II, 詩選 劉湛秋主編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婦女與生活社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0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電算中心



9789867273956 泰戈爾精品文集. I, 散文詩 劉湛秋主編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044 如何說孩子才會聽,怎麼聽孩子才肯說 宋潔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051 男人女人本不同 譚郭鵬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068 男人就是這樣 女人總是那樣 譚郭鵬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075 好媽媽教出好孩子 宋潔著 2012-08-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082 愛是享受,愛不是佔有 譚郭鵬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099 引領世界前進的科學巨人 莫道爾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105 科學發明演進史 莫道爾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112 大老闆們給年輕人最有價值的66個忠告 秦韜奮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129 看外國父母人家如何教出好孩子 楊燕梅著 2013-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136 孩子就是不懂才要父母教 張秋彥作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143 馬克.祖克柏成功密碼 秦韜奮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150 40歲前,你如何變有錢 秦奮天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167 郭台銘成功語錄99則 魏成龍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174 李嘉誠成功語錄99則 魏成龍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181 厚黑學36計 秦漢唐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2198 父母最不該對孩子說的話 楊燕梅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2204 別讓家變成傷人的地方: 薩提爾式家庭治療 譚郭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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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80982 Fun in Taiwan!: the best guide to Taiwan Andrew Crosthwaite[作] 2013-04-00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1774 狠強圖形記憶50音(標準手寫字體版) 葉平亭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1847320 Business essentials Lucy Becker, Carol Frain[編]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3182085 動物農莊(原著雙語彩圖本)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沈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2108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Let's See! Alex Rath作; 羅竹君, 丁宥榆譯 2014-04-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2115 用聽的背英單7000字 Judy Majewski, 葉立萱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122 Success With Reading. 4 Connie Sliger作 2014-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2139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 Connie Sliger作; 歐寶妮, 房依潔, 李盈瑩翻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182146 Your guide to business english Tim Ferry作 2014-02-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2153 用英語遊Taipei: 15經典臺北旅遊景點 Treva Adams, Hui-Hsien Chen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2184 Animal farm George Orwell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3182207 無痛N1日檢文法總整理 山田光子著; 洪玉樹譯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寂天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5824 修行的人生 淨元導師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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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84505 Luter's architectural hardware products: blend of technique and design concept周志儒主編 20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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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2900 郭氏族譜 郭掌從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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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324001 IELTS高分寫作 Julian Charles作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5324063 跟白安竹老師學英文字根 白安竹(Andrew E. Bennett)著; 蔡易伶, 郭巖淨譯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186 究極英單12000. 4, 資優字彙 株式会社アルク編; 游懿萱譯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09 跟白安竹老師學英文閱讀 白安竹(Andrew E. Bennett)著; 林珮萍譯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16 GMAT字彙紅寶書 俞敏洪作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23 黃玟君的觀念英文聽力: 從聽出關鍵字開始 黃玟君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30 學測指考英文作文: 黃玟君教你高分寫作技巧 黃玟君著 2013-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324247 New TOEIC Test全方位模考攻略 森田鉄也, Daniel Warriner著; 林士棻, 蕭照芳譯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54 我愛英國腔: 英式英語發音特訓 小川直樹作; 賴祈昌翻譯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61 上班族60秒出差英文 David Thayne著; 葛窈君譯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78 白安竹基礎英文閱讀 白安竹(Andrew E. Bennett)著; 林珮萍譯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285 國中會考英聽攻略 黃玟君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308 單挑日本語2000: 日本人最愛用的經典語彙,你會幾個呢?樺島忠夫等編修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315 這一次,徹底學好英文介系詞 石井隆之著; 劉華珍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322 這一次,徹底學好英文介系詞: 練習題1000 石井隆之著; 劉華珍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氏族譜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眾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梵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日企業



9789575324339 白安竹基礎英文法 白安竹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346 英中筆譯. 1: 基礎翻譯理論和技巧 廖柏森等合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353 英中筆譯. 2: 各種文體翻譯實務 廖柏森等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360 TOEIC TEST完全圖解對策: 多益解題技巧一看就會塚田幸光作; 林錦慧, 胡宥豪譯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377 TOEFL iBT托福分類字彙 林功作; 林錦慧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384 新觀念英文法: 綜合練習 綿貫陽, 馬克.彼得森(Mark Petersen), 池上博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391 新觀念英文法 綿貫陽, 馬克.彼得森(Mark Petersen)著; 鄭佩嵐, 陳志銘譯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324407 New TOEIC TEST全方位聽力攻略 中村紳一郎, Susan Anderton, 小林美和作; 柯乃瑜, 高靖敏譯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414 黃玟君的觀念英文閱讀. 2, 如何快速看懂文章 黃玟君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421 大口吞下去: 基礎日語吃光光 李鈺均著; 廖信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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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0633 大道杏壇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657 幸福家庭圓滿人生與新三綱 理心光明禪師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664 大道心燈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671 大道天德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688 大道回歸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0695 大道真詮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504 大道規範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528 大道諦理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573 大道真理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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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43113 社會企業經營管理 汪浩, 翟本瑞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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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43120 近代物質文化研究: 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陳靜寬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崇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歷史文物所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166 Tracing the beats: the fusion of American vernacular and western art musicKoay Kheng Keow作 2012-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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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1261 放下,但不放棄: 寶藏諫論首部曲 堪千昆秋嘉稱仁波切著; 陳金鈴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285 看不見的大象 約翰.潘柏璽(John Penberthy)著; 黃玉懷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292 虹光身 南開諾布法王(Chogyal Namkhai Norbu)著; 蓮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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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8542 沒有口水與汗水,就沒有成功的淚水: 永不放棄、永不言敗的堅定力量吳玉珍編著 2014-0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559 把心安放在美好上: 遠離煩惱,擁有平靜、快樂的心境劉勃俊編著 2014-02-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573 20幾歲,你要學會的生存能力: 獻給20幾歲正在迷惘的人曹浩男編著 2014-03-00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008597 心淡然了,一切自然安好: 轉念,拋開無謂的煩惱 韋麗伶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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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40505 人質朗讀會 小川洋子作; 王蘊潔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529 罪囚645號 李正明著; 游芯歆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536 祕密結晶 小川洋子著; 王蘊潔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36327 懸浮 胡晴舫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39083 如歌年少My Stage My Dream 孫越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550 笑的童話 張萬康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567 古代試婚 紫伊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40574 古代試婚 紫伊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40581 古代試婚 紫伊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40642 古代試婚 紫伊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40659 古代試婚 紫伊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曼尼文化事業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山大學出版社



9789863440598 戰爭藝術 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 鈕先鍾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0604 蛙(諾貝爾獎珍藏版) 莫言作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0611 法醫.屍體.解剖室. 2, 謀殺診斷書 道格拉斯.萊爾(Douglas P. Lyle)著; 毛佩琦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635 卡路里與束身衣: 節食、瘦身、飲食,及人類兩千年來與肥胖奮鬥的歷史露易絲.福克斯考夫特(Louise Foxcroft)著; 王以勤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673 小說藥方: 人生疑難雜症文學指南 艾拉.柏素德(Ella Berthoud), 蘇珊.艾爾德金(Susan Elderkin)作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440680 靈魂之刃Online 夏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40857 靈魂之刃Online 夏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40703 拋棄清單 吉兒.史摩林斯基(Jill Smolinski)著; 郭寶蓮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710 杜孽紀事. 三, 花貓與風鈴 神紙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727 偽善的醫療: 理解醫療的極限,讓摯親適時地離去,才是真正愛他的最好方式凱蒂.巴特勒(Katy Butler)著; 王以勤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734 一點一橫長 明鳳英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741 快樂的死 卡繆(Albert Camus)著; 梁若瑜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765 忠於自己靈魂的人 : 卡繆與異鄉人 楊照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772 透明的紅蘿蔔 = the transparent carrot 莫言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0789 權力: 如何讓自己與世界變得更美好? 奧修(Osho)作; Sevita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796 張愛玲學. 續篇 高全之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440802 漢字日本 茂呂美耶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0833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Karl Marx), 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作; 麥田編輯室翻譯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0840 杜孽紀事 神紙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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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470881 白髮飛行少年: 臺灣後山的心靈捕手 黃明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0898 愛在光中: 享受自由與喜樂的31天冥想 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著; 李純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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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01636 嬗變中之中國大陸法制 王文杰著 2014-01-00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6301643 電路學原理與應用 陳永平著 2014-03-00 再版 其他 2

9789866301650 電路學原理與應用 陳永平著 2014-03-00 第二版 其他 2

9789866301667 科技/社會/人. 2, STS跨領域新挑戰 楊谷洋等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674 英語授課例句指南: 增強你的英文力.提高你的教學力孫于智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30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交大出版社



9789866301681 交大電機五十: 逐風半世紀 王蒞君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698 生醫訊號系統實作: labview& biomedical system 張家齊, 蕭子健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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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0719 不動產學之理論與實踐 賴宗裕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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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4514 10: 積累 ㄚ莫蝸牛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521 我的兩個媽 查克.華茲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538 男x男自由行: 曼谷+芭達雅小旅行(激辛增修版) Hugo等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6474545 百人斬+1 謝岡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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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16421 <>中文註釋及導讀 談德義(Pierre E. Demers)英文初稿; 呂秀玲, 施逢雨編註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421 <>中文註釋及導讀 談德義(Pierre E. Demers)英文初稿; 呂秀玲, 施逢雨編註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438 ADS應用於射頻功率放大器設計與模擬 邱煥凱, 林貴城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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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3707 地政論壇手冊. 2014 王進祥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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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4705 百年南二中 世紀新視野 蕭博仁,許祐愷總編纂 2014-04-00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大學不動產城鄉系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二中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本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政大地政系暨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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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29411 輕鬆學會Office: Word、Excel、PowerPoint 劉建成, 姚怡華編撰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428 生活化雲端應用: 使用Google雲端服務 劉建成編撰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558 西湖佳話 墨浪子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565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吳趼人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529725 中學數學最新教材 羅符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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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29824 臺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蔡錦堂主編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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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82461 椿筏基礎與椿基礎: 設計、分析與試驗研討會演講集淡江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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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5929 從抗日到反獨: 滕傑口述歷史 滕傑口述; 勞政武編撰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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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98801 輕鬆跑出健康: 專注的意念+正確的跑步觀,找回20歲的健康巔峰烏里西.史特倫茲(Ulrich Strunz)著; 張筠青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818 孩子不畏寒,提升學習力! 川嶋朗著; 連雪雅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825 最強酵素餐,讓你肌膚Q彈,不便祕! 鶴見隆史著; 連雪雅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832 機車英倫情人的臺灣生活 哈特利.普爾(Hartley Pool)著; 嚴麗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98849 疾風勁草: 像我這樣的母親 蕭曼青著 2014-05-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土木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名文化中心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師大臺史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321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 健行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所, 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所, 健行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編輯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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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6108 螺旋銑刀之刃口曲線與變化溝槽研磨設計實務 陳育堂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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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937903 生命禮物: 遇見夠好的媽媽 楊俐容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313 藝術治療與團體工作:實例與活動 瑪莉安.利伯曼(Marian Liebmann)作; 賴念華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344 愛是有道理的 蘇珊.強森(Sue Johnson)著; 張美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368 如是 深戲: 觀.諮商.美學 金樹人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375 榮格自傳: 回憶.夢.省思 C.G.榮格(C. G. Jung)作; 劉國彬,楊德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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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60558 室內設計裝修實務法規全集 胡維哲編著 2011-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60565 室內設計師與透視圖 胡維哲編著 2011-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60763 拼布花園: 發現拼布新樂趣 龐慧如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770 一學就會的隨筆畫 阿彬叔叔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787 童話風黏土造型樂園 Patricia Santoro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794 好用圖庫. I, 巴黎素材集 deux arbres著; 蔡依倫翻譯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800 魔術先生換你做做看 小魔, 愛希虎牙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817 用黏土玩出時尚風 方佩玲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824 好用圖庫. II, 花與菓子的素材集 Atelier Spoon著; 謝孝薇翻譯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831 花式編織手腕套 林琴美[作]; 蔡依倫翻譯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848 手作卡片技法大全 牧莎記事設計群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862 秀惠老師的優雅花卉拼布包 周秀惠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0879 羅賓魔法寶典. 3, 經典魔術 博神羅賓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60886 跟著繪本學畫畫: 快樂農場日記 柯里娜.伯倫麥斯特作; 張迪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9789865783075 室內設計師與製圖 胡維哲著 201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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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2169 修羅契約 雪原雪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44 我的老師像男生像女生 夏嵐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51 懷孕這檔事: 寶寶1-6歲聰明教養 汪潔儀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68 冏小孩的天使計畫 岑文晴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75 風的逆襲 溫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282 不做虎媽,一樣能抓住孩子的心 楊定慈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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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90731 國文第8堂課: 形.音.義 韓姝如編著 2010-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290878 閱讀題組: 文言文. 3 韓姝如編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90892 數學學習日誌: 整數的四則運算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08 數學學習日誌: 最大公因數及最小公倍數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15 數學學習日誌: 分數的四則運算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22 數學學習日誌: 一元一次方程式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著 2010-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39 英語閱讀學習遊記 葉芳吟編著 2010-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7290953 數學學習日誌: 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60 數學學習日誌: 平面與立體的幾何圖形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77 數學學習日誌: 尺規作圖與線對稱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84 數學學習日誌: 三角形的基本性質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290991 數學學習日誌: 平形與四邊形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44011 數學學習日誌: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44028 數學學習日誌: 直角座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10-00 平裝 2

9789866144066 數學學習日誌: 比與比例式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0000-0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44035 數學學習日誌: 線型函數及其圖形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44042 數學學習日誌: 一次不等式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 2010-10-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44073 地理第8堂課: 發現世界地理 吉兒老師編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4080 國文.學習日誌.成語. 2 基本學力測驗研究中心編著 2010-1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教育測驗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培育文化



9789866144097 國文第8堂課: 生活應用 韓姝如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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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205922 左傳: 中文經典100句 文心工作室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6028 孩子學理財的第一本書 楊偉凱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6523 3096天: 囚室少女娜塔莎.坎普許 娜塔莎.坎普許(Natascha Kampusch)著; 陳俐雯, 李樸良譯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6547 明清小品: 中文經典100句 文心工作室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001 從B－到A＋的猶太家教養智慧 溫蒂.莫傑爾(Wendy Mogel)著; 陳至芸譯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018 流光中的小確幸 霜子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056 骨盤呼吸減肥法 立花翠著; 黃怡筠譯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315 執著: 台灣囝仔的奇蹟茶園 陳俊維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339 U2 BY U2 Bono等作; 林育如, 湯今蘭譯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360 也許愛情曾來過 Malkin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506 新刊廣解四書讀本 蔣伯潛廣解; 朱熹集註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537 東萊博議: 中文經典100句 曾家麒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629 25歲後一定要懂的40則理財處方箋 勞倫斯.克里寇夫(Laurence J. Kotlikoff), 史考特.柏恩斯(Scott Burns)著; 潘筱瑜譯2011-05-00 平裝 1

9789861207667 好企劃書這樣寫就對了!: 日本首席企劃大師的33堂課高橋憲行著; 陳美瑛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7834 房東逃生術 徐銘達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152 全球經濟12大指標 丹尼爾.奧特曼(Daniel Altman)作; 陳琇玲譯 2011-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08169 搶手員工就是你: 管理大師教你職場出頭天的23個法則洪繡巒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206 一期一會の戀 Sunry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459 從一根扁擔開始的好味道: 郭元益傳承百年的經營智慧葛晶瑩著 2011-06-00 平裝 1

9789861208497 回家(電視劇照寫真書) 星勢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558 亞洲新時代的企業策略 藤重太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664 學會富習慣,鈔票永遠花不完: 教你擺脫窮忙,駕馭財富的黃金12法則史考特.安德森(Scot Anderson)作; 洪慧芳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800 貓咪學問大 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著; 黃建仁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8855 圖解 邏輯表達的基礎與訣竅 西村克己著; 林欣怡譯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9142 失去非洲的犀牛: 追新聞追到撒哈拉,一位臺灣記者的堅持張桂越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9296 為什麼你的政府會說謊?: 揭開7種政治謊言背後的真相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 彭玲林譯 2011-08-00 平裝 1

9789861209449 散戶啟示錄: 財務長的全方位投資分析術 郭恭克作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9685 工作,不只是工作 西松真子著; 林明雪譯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9838 代謝型態減重全書 袁毓瑩等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34

商周



9789862720189 我聽見天使: 進入天使自我,活出生命的更大版本田安琪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233 當責 張文隆作 2011-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0264 大逃稅 尼可拉斯.謝森(Nicholas Shaxson)作; 劉道捷譯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288 愛情現正上映 蘋果米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301 周阿姨的故事: 走過歷史現場1937-2011 周敏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332 流放的老國王 阿諾.蓋格(Arno Geiger)著; 錢俊宇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349 一本讀通世界文學名著 世界名著編輯團隊著; 王淑絹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356 千萬別跑: 我在波札那狩獵營擔任導遊的故事 彼得.艾力森(Peter Allison)著; 曾志傑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455 回家(電視劇小說) 星勢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原著劇本; 曾月卿小說改編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462 蔣夫人和她的孩子們: 打開華興的時光膠囊 嚴守珍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493 邁向世界的競爭力 石滋宜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523 國父與他的日本友人 小坂文乃著; 謝育容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516 瘦身．抗老,活化細胞的神奇茶飲 南雲吉則著; 林佩儀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509 Silk的美人塾 Silk著; 林佩儀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530 終結慢性疼痛: 史上最有效的脊骨健康書 黃如玉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639 ECFA時代的大陸產業政策法: 最新法規解讀、案例分析與風險提示馮輝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684 史記菁華錄 司馬遷原著; 姚祖恩選評; 安平秋等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691 巧克力與止痛藥: 歷時2年,12種治療頭痛方式的大搜集珍奈特.芙達(Jannette Fulda)作; 陳松筠譯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707 這一刻,寂寞走了。 雪倫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738 2012投資必勝一把抓 何世芳等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837 親愛的,我們還要不要一起走下去 王慶玲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844 天空很近的城市 貓咪詩人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868 妙定功,超享壽!: 禪學大師教你最放鬆自在的養生功法洪啟嵩著 2011-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0882 社會新鮮人的第一本「管理學」教科書 宮崎哲也著; 蘇文淑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905 寫給我生活的信 美瑞安.梅克爾(Miriam Meckel)著; 林敏雅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899 建人脈就像打美式足球 喬.史威尼(Joe Sweeney)作; 王怡棻譯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943 不靠韓語玩瘋韓國 長友英子, 荻野優子著; 林佩儀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936 屋頂記: 重拾綠建築遺忘的立面 甄健恆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974 少年,要胸懷大志: 從後山花蓮飛向國際村飆夢 閻華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0998 自在面對死亡: 頗瓦法與藏傳佛教的臨終準備 阿念仁波切(Anyen Rinpoche)著; 賴隆彥譯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001 這樣做,保證你有好工作: 求職必勝的20堂課 戴晨志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025 世界大恐慌: 自由資本主義的全面崩盤瓦解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作; 李大川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070 我和爺爺的青春約會: 18個有趣的台灣庶民史(1940~1945)李國毅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087 飛過天邊的幸福 Micat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100 然後我愛你 Sunry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7321 風味事典: 食材配對、食譜與料理創意全書 妮姬.薩格尼特(Niki Segnit)著; 蕭秀姍, 黎敏中譯 2012-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1124 圖解35則職場人際增進術 繁田千惠著; 林欣怡譯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247 圖解設計思考: 好設計,原來是這樣「想」出來的!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著; 林育如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261 孩子需要的9種福分: 猶太教養聖經. 父母必備的教養指南溫蒂.莫傑爾(Wendy Mogel)著; 陳至芸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278 此生未完成: 一個母親、妻子、女兒的生命禮物于娟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308 讓顧客開口說成交 湯姆.霍普金斯(Tom Hopkins)作; 江裕真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346 此生必學丹田拍打功: 練氣養生原理實證大公開陳永達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377 能革者: 詹啟賢無畏的人生 詹啟賢口述; 郭玉文撰稿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384 寂寞物語 晴菜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414 林書豪的故事 郭及天, 陳培思文字整理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438 跟我說再見 玉米虫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469 樂活人生的放鬆功法: 易筋換骨、改善體質的放鬆七式羅錦興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1476 簡單就好,生活可以很德國 門倉多仁亞著; 王淑絹譯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513 大家一起來練功: 經典中的養生練氣法 許教心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520 關於愛 荷西.奧德嘉.賈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著; 姬健梅譯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537 女人就要會理財過好日 李佩甄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544 e指搞定大小事: 進入數位生活的第一本書 李安妮, 李世鳴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582 零秒出擊!: 林書豪熱血沸騰的人生演義 郭恆祺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612 圖解量子力學 椎木一夫著; 朱麗真譯 2012-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1636 把錢找回來: 3個福袋讓你留住錢又錢滾錢 Park Jong Ki著; 徐若英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681 金屬圓線飾品造型設計 米亞Mia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711 神譯: 看眾神如何透過現代靈媒寫下世間生死演譯蔡君如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728 皮膚科醫生教妳不保養也漂亮的懶人美肌術 松村圭子著; 林佩儀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735 總還有別的辦法 董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742 深海 晨羽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766 冷西藏.熱西藏 馮偉賢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773 卜卦全占星 希斯莉(Cecily Han)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780 狗狗學問大 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著; 黃建仁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803 歸徒: 一位哈瑞．奎師那導師的靈性自傳 蘭妲納特.斯瓦米(His Holiness Radhanath Swami)著; 江信慧譯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810 我用維基解密挑戰世界 安德魯.福勒(Andrew Fowler)作; 江裕真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827 佛教藝術欣賞與居家擺設 蕭宏書, 寶髻編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834 寧可為夢想使壞,也不要窮忙一輩子 休.麥克李奧(Hugh MacLeod)著; 沈台訓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858 讓大腦效率90%的超朝活法: 世界級腦科學權威實踐50年的高效能健腦術久保田競著; 陳嫺若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865 「圖解」習慣決定疾病是否找上你!: 專業名醫教你40歲起不生病的健康好習慣滿尾正著; 陳嫺若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926 喚醒大腦本能的思考法: 腦科權威教你聰明人的大腦活用術米山公啟著; 慕樂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933 從零效率到高效率: 用20%時間完成80%工作 珍.葉格(Jan Yager)著; 李振昌譯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1957 我愛錢 曹啟泰作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1971 樂高神話 John Baichtal, Joe Meno著 2012-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1988 吃真正的好食物: 有機稽核員教你選購安心食品的權威指南水野葉子著; 陳嫺若譯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008 一張單程機票 曹啟泰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091 天很藍,喜歡很深 Micat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121 誰說咖啡有害健康?: 專家告訴你65則經過科學驗證的飲食真相羅伯特.戴維斯(Robert J. Davis)著; 陳松筠, 黃燕祺譯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145 太極黃金分割 四季十二時辰養生法 吳奇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169 雲中的樂章 Singingwind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206 超譯尼采 白取春彥編譯; 楊明綺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213 躍下斷崖,與自己相逢 瑪西歐.阿隆梭.布伊克(Mario Alonso Puig)著; 沈台訓譯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268 誰來拯救全球經濟? 盧奇.夏瑪(Ruchir Sharma)作; 吳國卿譯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350 接接在日本 接接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22367 龍王 尹晨伊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722398 兩秒優勢力 維微克.拉納戴夫(Vivek Ranadive), 凱文.曼尼(Kevin Maney)作; 黃怡芳譯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596 為什麼日本樂天員工都說英語?: 樂天集團以英語化邁向國際化KNOW-HOW全公開三木谷浩史著; 李道道, 謝函芳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633 現代和風自然宅設計 甄健恆著 2013-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2664 走在趨勢之前: 智慧生活的領航者中興保全 林靜君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671 108則佛偈中的工作智慧 法蘭茲.麥考夫(Franz Metcalf), BJ嘉勒爾(BJ Gallagher)作; 羅斐爾譯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695 愛很好,也很壞 雪倫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718 不生氣的技術 嶋津良智著; 朱麗真譯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725 大對決: 秦末真假英雄的權謀與爭霸 公孫策著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2722794 甲骨文的故事 董作賓, 董敏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893 改變人生的1分鐘整理術 小松易著; 林佩儀譯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916 一定做得到的速讀術: 開發你的速讀腦,一分鐘閱讀2,000字! 10倍速提升專注力、思考力及理解力!佐々木豊文著; 朱麗真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2985 人生有千萬個起跑點 戴晨志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005 江柏樂圖解居家開運好風水 江柏樂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3012 貧民窟教我的街頭智慧: 從一貧如洗到年收千萬的業務學安東尼.貝里(Anthony Belli)作; 威治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036 畫妖師. 卷二, 驅魔戒 石子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067 電視購物台不告訴你的30件事 鄒淑霞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074 盛夏の樹 貓咪詩人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142 擦擦史: 一個關於溫柔呵護我們跨下的輕薄好夥伴: 衛生紙的趣史李察.史密斯(Richard Smyth)作; 蔡宜真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159 比說話更清楚!繪文字的技術: 10倍速提升會議、企劃、筆記、資料統整及傳達能力永田豊志著; 林佩儀譯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166 九天民俗技藝團熱血逐夢: 陣頭教父許振榮最撼動人心的故事許振榮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173 圖解你該知道的十二年國教 教改論壇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197 逆轉運勢的三堂課 鄭世華著 2013-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3203 畫妖師. 卷三, 陰陽式神 石子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210 你有多重要,我怎麼失去了才知道 Sunry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227 主管不說,但你一定要懂的50件事 濱田秀彥著; 梨沙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258 我是體育老師 熊秉元著 2013-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3265 超專注力 洪啟嵩, 龔玲慧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3272 原來設計是一種品味: 幫助你了解設計的概念、學會如何設計、並增加人生的「幸福感」Ujitomoko著; 楊明綺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289 清水洗臉,一生美肌! 平田雅子著; 林佳翰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326 未年輕已老去 海莉.歐凱斯(Hayley Okines), 凱蕊.歐凱斯(Kerry Okines), 艾麗森.史托克斯(Alison Stokes)著; 沈台訓譯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340 在家練氣功: 中華武術四大派梅花門流傳千年的居家養生法陳國璋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3357 創新的啟點: 5個在創新前就該搞懂的關鍵問題 蘭登.莫瑞斯(Langdon Morris)作; 林均燁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364 揮霍 藤井樹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3395 旅行,從心開始 林政達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449 品牌這樣思考: 一場以設計、人類學、符號意義顛覆創意、品牌思考行銷思維的大師對談黛比.米曼(Debbie Millman)著; 林育如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456 隨身MBA 喬.歐文(Jo Owen)作; 威治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487 當代建築第三人稱: 解構與簡約間流動—靜止的藝術謝國鐘著 2013-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3517 畫妖師. 卷四, 妖降 石子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555 3秒搞定!圖解職場心理全事典: 克服社交弱點、看穿對方真心、贏得場面優勢的120則心理技巧內藤誼人著; 陳美瑛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562 五星術與芳香療法全書 綠蒂亞.波松著; 馬向陽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593 月光石 威廉.威爾基.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著; 顏慧儀譯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654 執法所思: 陳瑞仁檢察官的司改札記 陳瑞仁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678 只是......需要愛 雪倫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685 不說,想念 抒靈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708 醫藥輪之聖靈冥想卡 琳達.愛娃斯娜著; 思逸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3722 有一天,媽媽老了 黃慶花, 洪榮女作; 邢心秀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739 數位看板的崛起與商機 基思.凱爾森(Keith Kelson)作; 御賜超仁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814 不死的蝴蝶 迪奇(R.A. Dickey), 威恩.考菲(Wayne Coffey)著; 柯清心譯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821 釣魚臺戰役 宋兆文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852 放膽去闖: 上海職活的故事 鍾子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869 築境.築命.築心: 建築師的建築修行,讓我們身心和諧的空間實踐王淳隆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920 瘦出好曲線 小嫻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937 在簡單的生活中,我們發現幸福 譚美.史楚貝(Tammy Strobel)作; 李振昌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944 超譯尼采II: 權力.意志 尼采作; 白取春彥編譯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3968 我的世界,你來過 晴菜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3975 相遇,遺落在時空裡 Micat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8403 愛.無所畏: 孩子的書屋,給孩子全新的未來 陳俊朗故事; 古碧玲書寫; 劉振祥插畫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071 圖解一看就懂的韓語文法書 長友英子, 荻野優子著; 黃怡筠譯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4088 不溫柔宣言 貓咪詩人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095 再見,向你的雜亂人生告別 布魯克斯.帕瑪(Brooks Palmer)作; 威治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132 高績效簡報: 用思考力發揮你的影響力 周文德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156 健走功: 適合現代人的氣功健走,每天30分鐘,走出好健康湛若水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163 散播愛與勇氣的可麗餅: 觸動你我62個故事 趙鍵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170 愛麗絲與天使 Killer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187 好用的工作空間設計: 幸福的工作場域不需要「很酷」,需要的是「好用」Juriaan van Meel, Yuri Martens, Hermen Jan van Ree合著; 蔡宜真, 姜立娟合譯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194 那些沒有你的自憐派對 多明妮卡.魯卡(Domenica Ruta)著; 蔡宜真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200 好吃的水彩畫 今井未知著; 張碧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279 當大家都低頭看手機,你要怎麼賣東西? 恰克.馬丁作; 劉道捷, 賴孟怡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309 轉身, 看見愛 玉米虫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323 10小時,完全搞懂英語介係詞: 免背免猜,一本讓你讀得下去,不僅知道怎麼用,更知道為什麼這樣用的介系訽寶典稻田一著; 林佳翰譯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4330 圖解你我應了解的核能與核電: 從核能細說核電問題和為什麼要廢核賀立維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347 隨時隨地都能做的輕冥想練習: 從生活小事鍜鍊身心思緒,「無思考」零焦慮的好生活宝彩有菜著; 梨沙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354 從零開始學韓語: 一本讓你從文法中釐清觀念、從練習中強化文法的雙效文法書鶴見Yumi著; 邱香凝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4408 4%的人毫無良知,我該怎麼辦? 瑪莎.史圖特(Martha Stout)著; 陳雅汝譯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4460 別說不可能: 當所有行為都加上了風險的機率,你會怎麼選擇?麥可.布拉斯藍德, 大衛.史匹格哈特爾作; 威治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45 單戀 希達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576 咆哮山莊 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e)著; 丹鼎、廖素珊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06 考典:一次考上國考、公職、銀行、各類證照、國營事業、研究所的萬用備考法陳膺宇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13 不完美,讓生命總有無限可能 J.C.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675 最後一次愛上你 Smile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29 以脈為師: 科學解讀脈波曲線,以脈診分析治未病王唯工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36 壹之選美食大賞 壹週刊美食旅遊組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67 廚房裡的中醫師 李思儀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81 二十歲的盧梭: 對自由的激烈渴望 柯婁德.馬佐希科(Claude Mazauric)著; 郭維雄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798 二十歲的普魯斯特: 追尋的時候 尚帕斯卡.馬伊俄(Jean-Pascal Mahieu)著; 郭維雄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04 二十歲的卡謬: 最初的戰鬥 瑪莎.塞里(Macha Séry)著; 郭維雄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35 閱讀的技法 佐藤優著; 謝育容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80 想陪著你,一直到很久的以後 Sunry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897 只好一個人 雪倫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34 胡娜的靈性對畫: 從網球名家到素人畫家,胡娜激勵人心的故事與療癒心靈的詩畫胡娜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4996 EFT情緒療癒: 10分鐘情緒排毒敲打操 林家媛著; 郭玉文撰寫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5009 中堅實力: 臺灣中小企業的成長之路 臺灣經濟研究院編撰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23 魔法與胡同: 融合科技與人文,當代創投啟示錄 方國健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30 療癒場: 探索意義、宇宙能量場與超自然現象 琳恩.麥塔嘉(Lynne McTaggart)著; 蔡承志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25047 河圖洛書新解: 以科學框架取代陰陽五行,找回中國人的創新智慧王唯工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54 黃金的妙用: 奈米黃金在生活和醫療的應用與功效唐上文, 陳嘉南, 黃怡慧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61 與卡夫卡對話 古斯塔夫.亞努赫(Gustay Janouch)著; 林宏濤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078 三態女神神諭卡 伊莎勒娜(Isha Lerner)著; 瑪拉費德曼(Fara Priedman)繪; 尤可欣等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77 蝕心者 辛夷塢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84 圖解設計行為: 作設計,原來有這麼多的可能! 南西.斯科勒斯, 湯瑪斯.威代爾作; 林育如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91 仲夏夜之夢 抒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07 大學甄選入學高手 陳美儒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21 空間與心靈的淨化整理術: 一天整理一樣物品、改變一種態度,找回無比空闊的自我史蒂芬妮.班內特.沃洛特(Stephanie Bennett Vogt)著; 沈台訓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83 黎民恨: 王莽篡漢到光武中興的心離變 公孫策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290 記憶的技術 伊藤真著; 陳美瑛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06 2014-2019經濟大懸崖: 如何面對有生之年最嚴重的衰退、最深的低谷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著; 吳孟儒, 陳儀, 劉道捷合譯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5337 美麗到100歲的關鍵秘密: 日本基因學博士教你,不管到了幾歲都依然美麗的101個選擇!白澤卓二著; 邱香凝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68 在黑暗裡摸到光: 點燈20 張光斗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75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周沛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75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周沛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382 神聖的平衡: 重尋人類的自然定位 鈴木.大衛(David Suzuki), 阿曼達.麥康納(Amanda McConnell), 亞卓安.瑪森(Adrienne Mason)著; 何穎怡等譯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5382 神聖的平衡: 重尋人類的自然定位 鈴木.大衛(David Suzuki), 阿曼達.麥康納(Amanda McConnell), 亞卓安.瑪森(Adrienne Mason)著; 何穎怡等譯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5405 瓶漬魔法 小寺宮著; 黃薇嬪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29 諦聽與愛語: 一行禪師談正念溝通的藝術 一行禪師著; 賴隆彥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29 諦聽與愛語: 一行禪師談正念溝通的藝術 一行禪師著; 賴隆彥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36 最後的臨別禮物 蔣嘉凱口述; 張倩華文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36 最後的臨別禮物 蔣嘉凱口述; 張倩華文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498 浮動城市: 日本當代建築的啟蒙師 菊竹清訓的代謝建築時代磯達雄文; 宮沢洋插畫; 楊明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511 弱點當然可以克服,驚人的NLP!: 消除壓力、改善人際關係、加強領導力、重塑自我的實用心理學山崎啟支著; 陳美瑛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603 希臘神話占星塔羅 寶靈, 恩希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665 全球7大短缺: 經濟為何難以復甦?我們如何面對威脅並從中找到商機?亨利克.慕勒(Henrik Muller)著; 張淑惠, 林濟谷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725689 讓上司放心交辦任務的CSI工作術: 工作零失誤、你的升官加薪永遠比別人早一步曾國棟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733 寂寞的大夢想家 伽坦.巴葛(Chetan Bhagat)作; 張嘉文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740 放膽一搏: 100堂撼動世界的領導課 強納生.基福特(Jonathan Gifford)著; 沈耿立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788 內向者的優勢: 安靜的人如何展現你的存在,並讓別人都聽你的希薇亞.洛肯(Sylvia Lohken)著; 王榮輝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5175 愛.抉擇 Micat著 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5342 企業催化推手 珍妮.黎德珂(Jeanne Licdtka), 羅伯特.羅森(Robert Rosen), 羅伯特.魏特班(Robert Wiltbank)作; 李宛蓉譯2011-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5571 影子茱麗葉 Kil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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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8116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編著 2014-03-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868123 會資丙檢術科題解大全 陳俊宗編著 2014-03-00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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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4519 孟子研讀講記. 五 徐醒民講述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814526 孟子研讀講記. 六 徐醒民講述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814533 孟子研讀講記. 七 徐醒民講述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814540 孟子研讀講記. 八 徐醒民講述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814557 孟子研讀講記. 九 徐醒民講述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814564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光明覺品講記 徐醒民講述 2014-04-00 平裝 上冊 2

9789865814571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光明覺品講記 徐醒民講述 2014-05-00 平裝 下冊 2

9789865814588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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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7157 幼兒教保概論 林惠芳等編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164 教保實務 蔡延治, 廖英足編著 2013-08-00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171 美顏 廖秀瑩, 黃嫈琪, 李春振編著 2013-04-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195 美膚 李秋香編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7

送存冊數共計：241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9789865867201 美髮 楊茂男, 林錦雪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7218 色彩概論 廖慈純, 黃惠鈴編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225 新護理突破. 8, 藥理學 楊宜真, 蔡馨慧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232 教保實務 蔡延治編著 2014-02-00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7249 餐旅服務 林姿岑, 陳奕妃, 蘇芳基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256 餐旅概論. 2014年版 蘇芳基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263 髮型梳理 洪銘南, 林佳燕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270 餐旅英文與會話 陳文隆, 鄭淑鳳, 蘇芳基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7287 餐旅概論. 2014年版 呂永祥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300 專題製作(家政群) 陳國蕙等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67324 美顏 廖秀瑩, 黃嫈琪, 李春振編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7331 美膚 許麗娜編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7355 幼兒教保概論 林惠芳等編著 2014-03-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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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0039 意識人生 林正國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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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77306 婦產科女醫師告訴妳懷孕前的11個叮嚀 宋美玄著; 郭寶雯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689 貓頭鷹守護神. 13, 發現迎風谷王國 凱瑟琳.拉斯基(Kathryn Lasky)著; 古倫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19 一小時搞懂什麼叫"憂鬱" 香山理香著; 鳥居志帆漫畫; 陳盈燕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764 釋然的修行 清虛山人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49 蝴蝶生活史圖鑑 呂至堅, 陳建仁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863 信任 肯.布蘭查(Ken Blanchard), 辛西亞.奧姆斯丹(Cynthia Olmstead), 馬莎.勞倫斯(Martha Lawrence)合著; 魏妙凌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924 最強的5A週期思考術 永田豐志著; 吳建慶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962 蝌蚪 無雲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7979 單字音律記憶術 曾利娟著 2014-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1777993 乳癌: 檢查、預防與治療後的最新知識 河野範男著; 蕭雲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006 魔法昆蟲使. 3, 暴走的艾菲爾鐵塔 串間美千惠著; 水向東工作室繪; 謝晴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013 改變科學的小運氣 瑪麗-諾艾兒.夏爾著; 王玲琇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國胤出版工作室



9789861778037 狗狗美容師 白雅涵, 曾怡菁採訪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044 從臉看男人女人 李家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051 昆蟲,就該這樣養!. 陸棲篇 廖智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068 一道馬不停蹄的旅痕 陳秋見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78075 一隻會寫情書的駱駝 陳秋見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78082 黑猩猩悖論 史帝夫.彼得斯(Steve Peters)作; 江羿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099 荒野手冊. 2, 預言之貓 艾琳.杭特著; 古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05 中醫教新手父母育兒經 吳建隆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12 健檢報告完全手冊 詹哲豪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36 魔法昆蟲使. 4, 羅馬競技場的決鬥 串間美千惠著; 水向東工作室繪; 謝晴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43 百變博士. 3, 疲於奔命的風 鄭暢勳著; 金真華繪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50 百變博士. 4, 狡兔三窟的熱能 林秀賢著; 金明浩繪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67 50歲以後,不吃碳水化合物 藤田紘一郎著; 李毓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74 荒野手冊. 3, 守則解密 艾琳.杭特著; 古倫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81 蝸牛爬慢慢: 一隻蝸牛發現慢吞吞有多重要的故事路易斯.塞普維達(Louis Sepulveda)著; 葉淑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198 圖解臺灣迎媽祖 吳漢恩, 楊宗祐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04 最想知道的鸚鵡心理學: 摸透鸚鵡心裡的小祕密,愛上有淘氣鸚鵡陪伴的小幸福!細川博昭著; 黃瓊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11 極致愛撫. 1, 胸部特集 辰見拓郎, 三井京子著; 張紹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28 暈眩．昏厥: 有意識頭暈或無意識昏厥?猝死的預防與治療小林洋一著; 陳盈燕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35 50歲以後how to SEX 潮田英子著; 高淑珍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42 狗語大辭典: 即學即用狗語速成術: 透過肢體語言與安定訊號徹底了解狗狗的心聲西川文二著; 高慧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59 速讀力: 3週學會終生受用的速讀力 安藤一郎著; 蕭雲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66 細胞的構造與運作 中西貴之著; 盧宛瑜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273 坐廉價航空出國去 Sugo, 貳毛, 小摳合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303 實用中藥學 吳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327 魔法昆蟲使. 5, 解開巨大的金字塔謎 串間美千惠著; 水向東工作室繪; 謝晴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341 心跳率訓練法 山與溪谷社著; 蕭雲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372 性愛功夫: 道家長壽房中術智慧 謝明德等著; 梁文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396 尼采治憂鬱 艾倫.波西(Allan Percy)著; 鍾莉方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402 金剛經答問輯 王世仁編撰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457 生活中的微知識: 一個生物學家對身邊的問題與人生煩惱的生命話題福岡伸一著; 吳佩俞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471 陳來興的土地戀歌 康原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8518 謝謝狗狗的擁抱: 14則狗狗與飼主互訴愛意的真實故事山口花著; 李毓昭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519 全球困境與大陸改革: 東湖讀思選集 李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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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570428 數位時代圖書館主題與新書資訊服務研究論文集簡秀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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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4347 兒童思考力學習. E 魏士博總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04354 兒童思考力學習. E 魏士博總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04385 幼兒思考力學習. A3 邱盡滿總編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4392 幼兒思考力學習. A4 邱盡滿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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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4707 SCAP國際架構企劃師初級證照考試用專書(第一版)吳旭峰, 劉啟沼, 魏鶯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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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613756 一讀就懂的英文法 蘇定遠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050 中國地方小戲及其音樂之研究 施德玉著 2013-10-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28 KK音標開口說 俞靜娟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614135 自動控制系統 鄒宏基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42 電氣油壓式順序控制 許正道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59 藝文雙絕李笠翁: 李漁研究 黃麗貞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66 聆森崑曲論集 顧聆森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73 曲論與曲史: 元明清戲曲釋考 陸林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5

清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御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設計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祥師文化



9789573614180 明清戲曲中的女性聲音與歷史記憶 華瑋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197 戲曲史論新得 傅謹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203 如何活用經營比率 李仁華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210 如何制定銷售計畫 鄭志傑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227 溝通技巧與談判藝術 程寬信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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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0807 春陽金華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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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17201 217/242: 發現致富的必然率 唐.麥德赫(Don McDoheu)著 2010-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7225 我要守護神: 掀開翻轉人生的王牌 泉天(王明溪)著 2010-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7249 日藏智慧 南宮悠子著 2010-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17256 望子成富: 教授爸爸與孩子的理財對話 洛克.布萊恩(Locke Br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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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95661 真愛 法蘭克.伊凡斯(Frank Evans), 湯姆.謝爾登(Tom Shelton)劇本; 比爾.康迪(Bill Conti)等作曲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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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5870 現代水墨之父: 劉國松 劉國松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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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1460 當女兒的超級英雄: 爸爸人發揮超能力,拯救女兒的時候到了!張天捷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07518 Play.紙標本: 聽黃子欽說封面故事 黃子欽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御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荷軒新藝空間



9789868807549 歐巴,開動囉: 宋米秦的幸福韓式料理 宋米秦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427 請問么零么在哪裡?: 一個北京女學生的愛臺灣遊學記張昊著 2012-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68434 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 劉志偉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441 首爾long stay: 大發!大發!體驗超夢幻韓國在地生活!屋哩阿沙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458 納豆剛剛好的練習 納豆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465 愛、不愛都有病 艾莉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107 結婚才能一起宅!: 四小折的幸福婚禮 四小折圖文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138 低調腐女的高調告解 摸摸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169 史丹利.大叔的法則: 我不懂人生的體會,只懂人生的體位史丹利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176 你還會記得我嗎?在很久、很久以後: 16封情書的故事京秋呼輪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1183 新.經典料理 香港商酷彩法廚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著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31190 那就跳舞吧,在咖啡館 H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315 愛到極致是放手 張德芬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322 菜鳥,快飛!: 臺灣聽障女籃的故事 臺灣聽障女子籃球隊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339 三回目的京都: Milly的日常感關西旅行提案 Milly著 201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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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8353 咖啡職人的愛與偏執: 好咖啡值得一生追尋 譚聿芯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360 家有諧星貓我是白吉: 吉人痣有天相 張角倫圖.文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8377 我的朋友陳白露小姐 海棠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384 在臺南生活的一百個理由 何芊澐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391 放聲笑吧,就像從未受過傷一樣 廖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505 巴黎,迷焦 畢遠月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5512 遇見100%的貓咪: interview by Pepe桑 Pepe桑作; 林心雁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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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40454 十大名校經濟學財金所: 歷屆試題詳解 謝薇編著 2012-01-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6240485 十大名校經濟學: 企管所歷屆試題詳解 謝薇編著 2012-01-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6240492 二技國文分類題庫 李華編著 2012-01-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240508 十大名校國文 李華編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240522 十大名校會計學: 歷屆試題暨詳解 蕭弘編著 2012-03-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0539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術科) 蕭弘編著 2012-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240546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學科) 蕭弘編著 2012-03-00 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陳偉文化



9789866240584 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術科 蕭弘編著 2012-08-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240621 十大名校統計學(企管組。財金組): 歷屆試題詳解魏徵, 陳浩編著 2012-12-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6240768 突破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分類題庫詳解 謝薇作 2014-01-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6240799 突破會計學. 進階篇: 分類題庫詳解 蕭弘作 2013-10-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6240805 統計學考前必備分類題庫 陳浩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40812 統計學考前必備分類題庫 陳浩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40829 吳限老師微積分講義 吳限編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240836 陳浩老師統計講義 陳浩編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40843 陳浩老師統計講義 陳浩編著 2014-04-00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40850 突破微積分. 基礎篇 吳限編著 2013-1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6240874 十大名校管理學: 歷屆試題詳解 李威編著 2013-11-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240881 十大名校英文: 歷屆試題詳解 陳偉工作室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40898 十大名校統計學 : 企管所、財金所歷屆試題詳解陳浩編著 2014-01-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240904 十大名校經濟學試題詳解 謝薇編著 2014-01-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6240911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學科) 蕭弘編著 2014-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240928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術科) 蕭弘編著 2014-03-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6849183 二技英文歷屆試題詳解 朱才金編著 2007-07-00 九版 平裝 1

9789866849794 記帳士大全: 國文 李華編著 2009-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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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62318 浴火重生: 西藏五明佛學院盛衰實錄 色達.慈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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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0111 一定.一定.要來接我喔! 陳芳怡作.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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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95009 探索孩子未來的競爭力 李偉文著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016 讓陽光灑在心上 李偉文著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5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涼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清涼音



9789574495023 傾聽自己的鼓聲 李偉文著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375 面相知人術. 領導統御篇 劉蟠著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382 面相知人術. 人際互動篇 劉蟠著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399 面相知人術. 開運妙法篇 劉蟠著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597 找出亮點,活出精彩 饒夢霞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03 情人.夫妻.父母夢 饒夢霞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610 親子溝通就是這麼簡單 饒夢霞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19 正向轉念: 創造生機 傅木龍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26 廣博閱讀: 豐富心靈 傅木龍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33 扎根教養: 活出品味 傅木龍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40 多元同理: 涵養真愛 傅木龍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88 中國帝王學: 漢朝皇帝漢文帝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795 中國帝王學: 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01 中國帝王學: 明朝皇帝永樂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18 中國帝王學: 清朝皇帝乾隆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32 說出影響力: 魅力的說話技巧 卓播英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49 不感動也難: 新時代的人際吸引力 卓播英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56 情字這條路: 經營幸福美滿的感情世界 卓播英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63 建立有品的美麗人生: 追求有品德、有品質、有品味的快樂人生卓播英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70 傳承說傳神: 點燈生活俗語智慧 高志斌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87 天生我材必有用: 個性VS角色 高志斌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894 千古風流: 話曹操 高志斌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00 圓滿人生 林俊良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17 建立孩子人生的3大銀行 吳娟瑜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24 人生必修的7堂課 吳娟瑜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31 唐朝唐太宗軍師徐茂公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48 元朝成吉思汗軍師耶律楚材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55 漢朝: 漢高祖軍師張良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62 三國: 曹操軍師司馬懿的成功謀略 劉燦樑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79 子思子的生活智慧: 研讀中庸的心得 鄭武俊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86 孔子的生活智慧: 研讀論語的心得 鄭武俊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5993 曾子的生活智慧: 研讀大學的心得 鄭武俊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037 好聲音形象力: 用聲音創造好形象 周震宇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044 好聲音影響力: 一開口就打動人心 周震宇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051 好聲音溝通力: 把話說好,讓溝通更有效率 周震宇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105 <>談自我管理 江緯辰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112 周朝丞相: 姜子牙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129 唐朝名將: 郭子儀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136 明朝太監: 鄭和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143 清朝皇帝: 康熙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181 <>猶太人的經商智慧 江緯辰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198 近代哲學精神 傅佩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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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71346 新眼光讀經. 2014年4-6月: 基督徒的影響力 李佳民等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353 新眼光讀經: 為了你的幸福 吳志仁等作; 陳惠淑主編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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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103 麥森. 2014: 臻情珍藝 稅素芃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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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06763 Conquer new toeic(elementary): practice tests for listening. IISean Gale, Regan Tyndall, Sandi Ward[作]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206794 Conquer new toeic: practice tests for reading. II Sean Gale, Regan Tyndall, Sandi Ward[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06770 Conquer new toeic: practice tests for listening. II Sean Gale, Regan Tyndall, Sandi Ward[作] 2012-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206787 Conquer new toeic(elementary): practice tests for reading. IISean Gale, Regan Tyndall, Sandi Ward[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06961 All about English 張世娟等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206978 Ready for English 張世娟等作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7206985 AETS time for English. D Sandi Ward等英文主筆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65002 English for workplace success Sandi Ward, Annita Ward, Grigorios Loukides英文主筆2013-09-00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65026 English for workplace success(workbook) 沈琇靖, 戴銘恩, 邱秀惠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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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送存冊數共計：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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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7072 團隊建造: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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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3306 i FUN Stacy編 2011-05-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723313 i FUN Stacy編 2011-05-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23320 i FUN Stacy編 2011-05-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723337 i FUN Stacy編 2011-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723344 i FUN Stacy編 2011-05-00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723351 i FUN Stacy編 201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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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441245 成功禮儀: 你的品牌符號學 陳麗卿作 2013-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441269 人事行政學: 兼論現行考銓制度 許南雄著 2014-01-00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1441276 公文表解與案例解析 張甫任, 楊安城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283 生涯發展: 生涯規劃.發展.管理與願景 許南雄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115 各國人事制度: 比較人事制度 許南雄著 2014-03-00 第1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2001 一個永續追求卓越的旅程: 蘇清祿回憶錄 蘇清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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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8003 40天點燃信心 史提夫, 溫蒂.貝克藍作 2014-01-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9038010 根基上的裂縫 史蒂夫.貝克藍作 2014-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9038027 擁有喜樂: 能力和長壽的祕訣 史蒂夫.貝克藍作 2014-03-00 一版 精裝 1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祥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清祿鞋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915 忽然一陣敲門聲 艾加.凱磊(Etgat Keret)著; 王欣欣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915 忽然一陣敲門聲 艾加.凱磊(Etgat Keret)著; 王欣欣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922 碟形世界特警隊. 6, 時空亂鬥 泰瑞.普萊契(Terry Pratchett)作; 章晉唯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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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1504 莊老師養生法與防癌宇宙操 莊壽美作 201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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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8117 重新定義神: 今日之神. 2014. 第一部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Jimmy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8117 重新定義神: 今日之神. 2014. 第一部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Jimmy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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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3961 多益普級高分教室 張秀帆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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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77517 我的第一本日語課本 奧村裕次, 林旦妃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616 聽力加速度,打開英語耳 松本茂等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623 TOPIK韓語檢定題庫大全: 初級 慶熙韓國語教育研究會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630 NEW TOEIC新多益閱讀滿分一本通 李益薰語學研究所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647 史上最強圖解日語動詞 森山新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7661 TOPIK韓語檢定題庫大全: 中級 慶熙韓國語教育研究會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678 NEW TOEIC新多益單字考前衝刺 洪尚夾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莊壽美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淳鳴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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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77692 NEW TOEIC新多益單字必考大全 David Cho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715 史上最強韓語俗語慣用語 曹喜澈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722 給初學者的第一堂韓語課 石田美智代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7739 我的第一本印尼語課本 Lee,joo-ye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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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74817 國文 王文河等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74824 新關鍵歷史學測講義 王真, 王強編著 2014-01-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74831 歷史 孫若怡, 白逸琦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74848 百試達歷史. 四 韓翔, 游正清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74855 UPUP歷史學測講義 陳惠珠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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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14291 指考解題滿分王: 數學乙 蕭育玲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07 指考解題滿分王: 生物考科 莊雪芳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14 指考解題滿分王: 數學甲 蕭育玲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21 指考解題滿分王: 物理考科 江濤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38 指考解題滿分王: 英文考科 趙又萱, 鄭瑞芝, 陳敬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45 指考解題滿分王: 國文考科 陳哲謙, 薛伊芸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52 指考解題滿分王: 歷史考科(內含公民與社會試題暨解析)邱玟慧等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69 指考解題滿分王: 化學考科 林清炎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4376 指考解題滿分王: 地理考科 蔡志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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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3600 閱讀雕塑. 2003-2013 陳龍斌[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陳龍斌書藝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康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捷學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4433 解構索羅斯金融市場思維 王超群作 2013-12-00 其他 1

9789868654440 追夢的旅途: 華人在日本的學習、生活與成長 劉洋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54457 遊+學=贏的經濟力: 京奧啟示的教育觀光商機 陳海藍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54464 穿越與昇華: 中外經典文學作品個性解讀 李錫琴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54471 一對多的商機: 安養照護的機制與趨勢 陳玉霖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54488 風化的淚痕: 中國古代八大遺憾 李秦州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654495 呼吸對了,健康錯不了 不藥師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05 退出世貿: 中國領銜未來十年的全球大經略 李秦州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12 小學生作文一點成精: 魔法精靈的神來之筆. 想像篇李錫琴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29 小學生作文一點成精: 魔法精靈的神來之筆. 記事篇李錫琴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36 小學生作文一點成精: 魔法精靈的神來之筆. 狀物篇李錫琴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43 小學生作文一點成精: 魔法精靈的神來之筆. 寫人篇李錫琴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50 小學生作文一點成精: 魔法精靈的神來之筆. 寫景篇李錫琴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67 教孩子聰明看世界: 詩歌啟蒙的快樂成長. 第二輯, 播種未來李錫琴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9874 教孩子聰明看世界: 詩歌啟蒙的快樂成長. 第一輯, 四季歌李錫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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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105936 日語漢字讀音字典(典藏精裝版) DT企劃編著 2014-01-00 初版第3刷 其他 1

9789577106131 韓國人每天必說生活短句 鶴見由美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162 今天開始學法語: 學文法必上的58堂課Debut! 大場靜枝, 佐藤淳一, 柴田茉莉子著; 陳琇琳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179 日本人每天必說的喜怒哀樂生活日語 山本峰規子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209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盛世教育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216 不用老師教的日語動詞.形容詞變化 舒博文著 2013-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6223 初學者開口說日語(攜帶增訂版) 中間多惠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6230 英文日記寫作句典: 31大生活主題+13000實用短句石原真弓著; 林曉盈翻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247 初學日漢辭典 胡傳乃著 2014-02-00 初版第二刷 精裝 1

9789577106261 現在開口說韓語 長友英子, 萩野優子著; 張亞薇翻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御璽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淨願蘭若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6978 五戒修學述要 釋淨界講述; 釋心賢編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16985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導讀 釋淨界講述; 釋心賢編輯 2014-05-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302 印象100．愛在克羅埃西亞 蕭世華, 吳懷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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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9456 羅漢拳 張世博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708 楊澄甫太極拳體用全書淺釋 李慶榮譯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722 霸州通背拳 臺灣武林編輯部著 2014-01-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329395 閱廬日記 閻道生著 2010-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401 閱廬信札 閻道生, 馬覺非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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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99170 景文外語學報. 第十一期 景文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主編 201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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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5918 孩子的抗壓性,遠比你想像的高: 用嚴格的教養方式,也能教出不叛逆的優秀孩子蕭百佑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925 爸媽的一句話,影響孩子一輩子 吳娟瑜文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932 陪伴的力量: 讓孩子快樂成長的幸福配方 梁小橋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956 愛與勇氣的故事: 全職媽媽向前衝! 歐沐慈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963 50元帶著孩子輕鬆玩. 1, 臺灣北部親子旅遊景點大蒐羅!高高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970 50元帶著孩子輕鬆玩. 2, 臺灣中、南、東部親子旅遊景點大蒐羅!高高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987 陪孩子一起玩故事: 編劇媽媽教妳說故事、編故事、玩故事余苗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景文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晴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261 清代詩經的鐘譜禮政文化學 林美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285 基礎園藝 宋芬玫, 謝素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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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18084 集郵彙報. 中華民國一0三年 郵文聯誼會編輯 2014-04-00 平裝 2

9789868618091 中國紀念(臨局)郵戳史(1899-1949) 何輝慶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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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9928 解讀易經的奧祕. 卷二, 易經的乾坤大門 曾仕強著; 陳祈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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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45252 職場英文 華立編委會著 2014-02-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5269 會計學: 全面採用IFRS 盧文隆著 2014-05-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7845276 西餐烹調技能檢定 華立編委會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283 國際禮儀: 文明禮儀行為的新視野 許南雄著 2014-04-00 八版 平裝 1

9789577845290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陳善珮, 李奇嶽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306 憲法與立國精神 林明煌編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5320 觀光與休閒遊憩資源規劃 鍾溫凊, 曾秉希作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5337 休閒產業分析: 特色觀光產品之論述 許文聖作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5344 供應鏈管理 林冠成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351 文化節慶與活動管理: 創造臺灣觀光發展的新觸媒,助益臺灣節慶與活動的永續經營黃金柱編著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375 旅館英文 胡宜蓁著 2014-06-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5382 餐飲英文 胡宜蓁著 2014-06-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5429 商用英文: 國際貿易書信實務 蒙美臻編著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436 管理學: 建立觀光休閒事業的競爭優勢 邱繼智, 黃榮鵬著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曾仕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7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郵文聯誼會



9789577845443 消費者行為: 顧客至上 鄭紹成等編著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5474 原住民社區發展生態旅遊之遊憩效益評估、地景變遷分析與指標權值排序吳守從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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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2625 嘟嘟找愛 而勇幼兒園劍橋班師生共同創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72731 師生共同創作繪本合輯. 1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所屬園所師生共同創作 2014-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72755 師生共同創作繪本合輯. 3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所屬園所師生共同創作 2014-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72779 師生共同創作繪本合輯. 5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所屬園所師生共同創作 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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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1705 開車環遊美國35天 王嘉明, 謝淑華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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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5241 野獸級笑話大亂鬥: 太犯規了! 蔣小花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272 面相識人200問: 知人知面可知心 杜易峰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289 笑話擂臺之含笑九拳PK仰天長笑 馮國濤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296 居心可測!: 嚴選111則神準心理測驗題 曾千庭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02 助你晉升人生勝利組的口才特訓班 劉瑩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357 氣場心理學: 教你照見內心,激發潛能,展現正能量的心靈自助手冊司徒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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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26527 和小小孩一起玩: 保母養成秘笈 廖英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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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傑尼爾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傑米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陽光房



9789861922041 倫敦自助超簡單 米愛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058 943帶你超值玩遍馬來西亞 943文.攝影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065 轉機好好玩: 一張機票玩N國 葉栢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089 新加坡自助超簡單 雪倫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096 玩美國,簡單5步驟 郝英琪文.攝影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102 日安,阿根廷 王晶盈文.攝影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119 玫瑰國度.黑海祕境: 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 王玲慧, 黃傑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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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6785 教育孩子的80種美德 劉筱寧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936792 肢體語言密碼 張榮妹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5936860 中國名將: 王朝戰神 邵裕民作 2014-07-00 其他 1

9789865936877 每天給自己60秒心靈正能量,打造100%生活熱情裴玲, 軒揚作 2014-07-00 其他 1

9789865936884 小故事大啟發 雅琴作 2014-07-00 其他 1

9789865936891 啟發人性的故事 雅琴作 2014-07-00 其他 1

9789865936907 哈佛教子枕邊書 子志作 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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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42872 臨床醫學概論 洪敏元作 2014-03-00 二版七刷 平裝 1

9789861943114 手術室實習手冊 梁文倩作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121 實用產科護理 李從業等作 2014-04-00 七版 其他 1

9789861943138 產科護理學 盧碧瑛等作 2014-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43145 婦女健康 余玉眉等作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152 當代人類發展學 蔡欣玲等作 2014-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169 華杏醫學縮寫辭典 劉正義, 袁瑞晃, 楊菁華編著 2014-05-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1943183 化妝品檢驗分析 張麗卿編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190 精油之化學基礎與實務應用 易光輝, 王曉芬, 李依倩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244 醫院功能設計 廖椿華編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610 國中資優數學 陳惠民編著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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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2217 應試空姐面試必備航空字彙1000 空勤學園教研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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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9011 公關專家不告訴你的(M型人脈)厚黑法則(文庫本)張潛作 2012-10-00 初版再刷 平裝 1

9789865899028 公關專家不教你的談判術(文庫本) 張潛作 2012-10-00 初版再刷 平裝 1

9789865899059 讓人無法說NO的攻心說話術(文庫本): 教你摸透人性死穴的68則攻心說話策略羅毅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99073 IF定律: 攻心說話聖經(文庫本) 羅毅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196 那些禪師教會我的做人心要: 讓你能「做自己」又能端穩「人情面」的人際攻略杜采芝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219 沒本錢,照樣創業賺大錢: 「零成本」創業致富的七堂課狄驤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325 薪水是假的,競爭力才是真的: 不想當"過季商品",就必須擁有的9種競爭力利津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332 塔木德: 猶太人的致富聖經 佛蘭克.赫爾著 2014-04-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356 老闆腦袋裡沒有橡皮擦: 這樣說,老闆也想幫你升官加薪的38則忠告唐禎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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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792587 八字論命一學就通: 史上最白話八字全書 林宏澤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92600 圖解易經占卜這本最好用: 活用易經指引事業、愛情、人生方向楊智宇作 201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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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82973 one、two、three你一定要會的基礎單字 張瑜凌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023 背包客的菜日文自由行 雅典日研所企編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030 韓國人最常用的慣用語 雅典韓研所企編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博志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智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言館文化



9789865753047 背包客的菜韓文自由行 雅典韓研所企編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054 私藏日語單字學習書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82065 對孩子這樣說會更好 張曉雲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061 私藏日本語學習書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078 私藏韓語會話學習書 雅典韓研所企編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085 背包客基本要會的日語便利句 雅典日研所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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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0069 歲月 梁瓊白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083 3種麵團變變變 梁瓊白, 魏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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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1673 漫想紛呈: 文化部漫畫產業人才培育計畫成果集杜書毓, 游傳盛, 洪嘉暉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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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7104 智慧資本運作模式與經營績效關聯性之研究: 以臺灣資訊電子產業為例張雯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111 服務導向與組織內外部行銷表現關係之研究: 以餐飲業為例梅玉驊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128 商管微積分 陳錦初, 楊國樑,陳玉蒼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326 投資學: 分析與管理 林正寶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166 貨幣銀行學 霍德明, 莊希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364 品牌行銷與管理 丁瑞華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388 國際禮儀與商務應對 林志鈞編著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401 休閒經濟學 楊國樑, 莊淑姿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418 期貨與選擇權: 理論與實務 鎮明常, 王慧娟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425 悅讀生命與人倫的交響樂章: 平衡人生 朱介國等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432 國際貿易實務 袁漱萱, 王令玲編著 2014-03-00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拓動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207 華施機制 吳松財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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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67226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籌備委員會總編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7226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籌備委員會總編輯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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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8158 走好人生關鍵的13步 武慶新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65 用禪來調養生活. 2, 禪來纏去悟人生 思無邪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72 教你辦成事的9個方法: 做事也要懂心機 萬劍聲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189 內向性格自我改造書 蘇明石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202 「壞」上司是所好學校 博鋒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257 每天一堂幽默課. 上, 幽默是一種人生智慧 吳月杰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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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4724 高跟鞋與蘑菇頭 江鵝, 小芳文.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731 靜子 佐野洋子著; 陳系美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748 閉經記 伊藤比呂美著; 蔡幼茱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762 武媽在此 北野佐紀著; 朱海翔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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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15580 美國人超剪單閱讀法：首創「剪枝解讀」，看出關鍵字再長文章也不怕李仙旭著; 千太陽譯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463 當心!別被「英文騙語」拐了! 鍾亞捷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470 一起上50音吧 小池多津編著 2014-04-00 再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無限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菁品文化

華施人腦開發研究機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2279 Windows MovieMaker影音樂趣多 劉秀霖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279 Windows MovieMaker影音樂趣多 劉秀霖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620 Sigil&Calibre電子書樂趣多 王麗君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620 Sigil&Calibre電子書樂趣多 王麗君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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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468642 教出會做人的孩子 凱信教養線編輯團隊編著 201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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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468895 不停地說,不如聽孩子說 蘇曉慧著 201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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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6053 律師爸爸保護孩子的28堂法律課 連世昌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350 富兒學: 正確的金錢觀是孩子最大的財富 鐘倩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68581 教會孩子吃苦,就是給孩子幸福: 你對孩子的照顧,究竟是愛?還是剝奪?蘇曉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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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9015 望鄉之星: 長谷川照子女兒的一生 長谷川曉子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084 越是有煩惱痛苦的人越能夠幸福 本村正次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114 平民百萬富翁教戰手則: 60個日常生活理財實例羅守至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145 生命十重奏 安乃文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152 海軍艦長: 代寫情書的悲歌 蔡金宣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218 大變動時代的滄海一粟: 劉錫輝回憶錄 劉錫輝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9652 溯訪國姓 潘樵文.攝影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169 嫦娥 嬋娟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176 與大我一起平靜: Hooponopon(四句清理)實踐心得張安柏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06 截貧制富 黃文杰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213 今晚夜色很美 陳贊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無限可能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凱信企管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2588 圖解心理學 王美緒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595 決定一生健康!0-3歲營養食譜 吳光馳編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942601 圖解經濟學: 致富理財,就從讀懂經濟學開始 柳守平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618 用彩繪拼貼心情記事: 塗繪+拼貼,讓日記更加新鮮有趣飛樂鳥編著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5942625 圖解水滸傳 (明)施耐庵原著; 呂哲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942632 決定一生健康!4-6歲營養食譜 吳光馳編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2649 圖解莊子 莊子原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942656 學齡前必玩的300個小遊戲: 奠定孩子一生的腦力與智熊津編輯部編著; 金哲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942663 用彩繪妝點幸福生活: 變身創意達人,輕鬆塗鴉專屬風格的生活小物、禮品飛樂鳥編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942670 穴道按摩速效圖典 黃海濤作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942687 圖解聖經 傅宏基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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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3626 淺言深思 黃金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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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4194 一片冰心在玉壺: 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個認真活過來的人姜文淑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7607 複製張忠謀: BEP大腦優質計畫 王冠雄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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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98437 管理學概論 黃恆獎, 王仕茹, 李文瑞著 2012-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8482 現代管理學 Stephen P. Robbins, David A. DeCenzo, Mary Coulter著; 林建煌譯2012-02-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6098505 企業診斷與績效評估: 平衡計分卡的應用 陳澤義, 陳啟斌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8512 中級會計學 呂瑞芳著 2011-08-00 四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富茂圖文傳播采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策馬入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泰



9789576098529 保險學: 理論與實務 凌氤寶, 康裕民, 陳森松著 2012-01-00 七版 平裝 1

9789576098536 期貨與選擇權: 衍生性金融商品入門經典 黃昱程著 2012-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8574 行為財務學 林美珍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8567 服務業系統設計與作業管理 顧志遠, 薄榮薇著 2012-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8642 現代人力資源管理 Gary Dessler著; 方世榮, 楊舒蜜編譯 2012-09-00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8864 微積分 林光賢, 陳天進, 劉明郎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8918 RFID概論 陳昱仁等作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8925 專利分析與智慧財產管理: 以資訊技術與知識管理方法為手段張瑞芬等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8949 經濟之旅: 高等經濟分析與應用 趙捷謙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8956 運輸規劃 李克聰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8963 智慧型運輸系統 李克聰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8970 神奇的曼陀羅: 心靈舒壓彩繪書 瑪莎.巴特菲德(Martha Bartfeld)作; 黃建森譯 2013-01-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6099069 創新與創業 田文彬等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083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實務 黃良志等著 2013-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090 餐旅會計: 管理與實務 陳哲次著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106 求真求美: 徐淑英教授的研究之旅 徐淑英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113 現代物流管理: 物流與供應鏈整合 張有恆作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6099120 飲料管理理論與實務 韋桂珍, 孫建平, 許智棻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137 Phonics land. 1 Isabel Lee, Lisa Liao[作] 2013-05-00 1st ed. 其他 1

9789576099144 Introductory linear algebra: an applied first course Bernard Kolman, David R. Hill[著] 2013-07-00 8th ed. 平裝 1

9789576099151 國際企業: 環境與管理 于卓民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175 實務專題製作與報告寫作 王貳瑞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576099199 餐旅管理概論 John R. Walker著; 鄭建瑋譯 2014-01-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6099205 統計學導論 方世榮, 張文賢著 2014-01-00 七版 其他 1

9789576099212 組織與管理研究的實證方法 陳曉萍等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236 貨幣銀行學 黃昱程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243 門市服務實務: 丙級技能檢定 蕭靜雅, 簡鈞銘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250 組織行為學 Stephen P. Robbins, Timothy A Judge作; 黃家齊, 李雅婷, 趙慕芬譯2014-01-00 15版 平裝 1

9789576099267 策略品牌管理 Kevin Lane Keller著; 徐世同編譯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274 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解析 林震岩, 高孔廉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281 商用微積分 林光賢, 陳天進, 劉明郎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6099298 商業數據分析師標準級認證: 以IBM SPSS Statistics為範例李德治, 梁德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304 法律經濟學 Robert Cooter, Thomas Ulen原著; 溫麗琪, 顧慕堯編譯2013-09-00 六版 平裝 1

9789576099311 組織領導學 Gary Yuki作; 宋秋儀編譯 2014-01-00 8版 平裝 1



9789576099328 財務管理概論 俞海琴, 陳隆麒著 2014-01-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6099335 工程經濟學 李克聰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342 統計學: SPSS分析導論: 生活中的統計應用14篇 梁德馨, 王智立, 臺灣析數顧問群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6099359 行銷學 Gary Armstrong, Philip Kotler著; 李元恕編譯 2014-03-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6099366 禮記: 楸園書屋讀經筆記 顏道泗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373 道德經: 楸園書屋讀經筆記 顏道泗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380 詩經: 楸園書屋讀經筆記 顏道泗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397 論語: 楸園書屋讀經筆記 顏道泗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403 周易: 楸園書屋讀經筆記 顏道泗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427 科技與創新管理 陳澤義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434 高科技產業與策略分析 張順教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441 會計學概要 吳嘉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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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75305 逆向旅程: 溫哥華留學記 辰亦儒作 2011-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75824 老地方, 慢時光: 文化與老街, 歷史與舊建築的台灣小旅行一哥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848 營養師謝宜芳開課了,0-3歲嬰幼兒頭好壯壯,健康成長飲食謝宜芳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855 繼續美味 Maken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862 前進原鄉 大慶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879 定稿: 開膛手傑克的獨白 詹姆士.卡奈科(James Carnac)作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886 好媽媽的手工麵包: 愛與健康的100種幸福滋味 黃健梅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893 聆聽: 一名山林解說員的驕傲與孤獨 李圓恩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909 韓國旅遊作家帶你玩私房景點 洪順溧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930 66號公路 吳定謙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947 營養的迷思: 美麗, 瘦身和養生的66個健康主義 江奕賢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954 交易遊戲. I, 午夜密令 大衛.懷特利(David Whitley)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961 一輩子不再復胖的體型校正瘦身法: 揮別小腹、下半身肥胖、重塑S曲線一次到位的減肥計畫宋美娟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75985 睡眠瑜珈: 十分鐘, 改善失眠與睡眠困擾 唐幼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992 花漾記 南方島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020 臺灣1001個故事: 臺灣嚴選好食材 東森電視臺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037 花漾: 電影小說 周美玲原著劇本; 侯紀瑄小說改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044 醫美名醫告訴你女明星不為人知的美麗秘密: 為什麼她們總是吃不胖、曬不黑、不會老?盧靜怡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凱特文化創意



9789865882051 逃離德黑蘭 東尼.曼德茲(Antonio Mendez), 麥特.貝格里歐(Matt Baglio)合撰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068 貓散步 貓夫人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075 還能繼續愛嗎? 貝兒老師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082 愛貝客親子旅遊超好玩評鑑300家 Abic愛貝克親子旅遊網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099 粥: 99道補精氣神、養顏美容、聰明頭腦、幫助消化美味健康粥韓福善作; 張鈺琦譯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05 快樂的祕密 謝怡芬作 2013-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2129 交易遊戲. II, 遺失之子 大衛.懷特利(David Whitley)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36 57健康同學會: 破除關鍵57健康迷思 潘懷宗, 東森財經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43 真男人教科書 亞當德永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50 想吃就吃!: 讓你盡情吃也不怕胖的食慾瘦身法 夏目祭子作; 方瑜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67 她消失之後 翠西.比倫(Tracy Bilen)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74 陪你到最後 蓋瑞.科瓦爾斯基著; 張蓓欣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81 愛上歐洲的理由 費國賓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198 吐司: 親手動手做!超乎想像的160種美味吐司 金旼熙作; 康福怡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04 用電鍋做蛋糕!: 75種輕鬆做的人氣美味蛋糕 朴賢真作; 福康怡譯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11 沒有學校的日子:那些旅行中學會的事 暖暖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28 交易遊戲. 三部曲, 覺醒頌歌 大衛.懷利(David Whitley)作; 藍恩琪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35 我不是教你減肥重: 想要瘦身,得先知道為何瘦不下來的原因邱成湦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42 寫給怕老族: 從現在開始儲存健康資本 陳亮恭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59 每日30分鐘經絡按摩: 輕鬆瘦身,抗老,排毒與活血的健康養生法金昭亨作; 康福怡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66 提升自然療癒力: 調養,淨化,蔬食,令人心神愉悅的快活療法橋本俊彥, 橋本雅子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73 東京一緒に 薇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80 此生必去!臺灣健康散步旅行 Clare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297 新手父母輕鬆育兒沒煩惱!: 人氣小兒科醫師許登欽為你解答60個常見的育兒問題許登欽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03 在加,打工度假 Toby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10 旅行的溫度: 30個人情小鎮的私房旅行 段慧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34 營養的真相: 解開60個飲食的營養密碼 江奕賢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41 Be stronger: 阿沁概念音樂輯 阿沁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58 戀人口是心非 夏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65 史朵莉的心靈旅程 伊莉莎白.賴肯納斯(Elizabeth Leiknes)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72 刮痧美人書: 讓妳美肌、小臉與窈窕的天然美麗秘訣薄井理惠著; 黃邱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89 在島上 翠西.賈芮絲.葛瑞薇絲(Tracey Garvis Graves)作; 薛芷穎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396 我25歲擺脫22K: 慘賠7百萬到7間房地產的創富之路張景泓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02 失竊: 逃離敘利亞 露薏絲.莫納漢(Louise Monaghan)著; 莊懿桐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19 悠閒民宿:一起出發吧!: 美好生活民宿TOP50 泰咪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26 沙娜拉三部曲. 1: 傳奇之劍 泰瑞.布魯克斯作; 張蓓欣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33 孕婦瑜珈: 安胎、待產、產後塑身46招 唐幼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40 C式人生 謝昕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57 沙娜拉三部曲. II: 奇幻精靈石 泰瑞.布魯克斯作; 張明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64 快樂到不可能的事 阿喜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71 Will win,Chen 陳偉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88 愛情無全順電影考察 第九單位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495 神戶飯桌: 日本美味の家庭料理 成民子著; 蘇琬清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01 愛情無全順: 電影小說 藍弋丰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18 情愛格鬥藝 劉黎兒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25 片刻/永恆 蕭敬騰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32 理想的瞬間 李昱宏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49 172小時 約漢.哈爾斯塔(Johan Harstad)著; 李昕彥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56 臺灣在地好美味 東森電視臺臺灣1001個故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56 臺灣在地好美味 東森電視臺臺灣1001個故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63 快樂的人和你想的不一樣 露西.布萊斯福特(Lucy Beresford)著; 李恆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63 快樂的人和你想的不一樣 露西.布萊斯福特(Lucy Beresford)著; 李恆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70 冬季奇蹟 馬可.赫爾普林(Mark Helprin)作; 李函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87 馬桶圈、迷幻藥,還有洞穴和火山: 一個研究生的行腳筆記黃小遜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594 末班車晚餐 梅津有希子, 高谷亞由作; 李俊增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00 沙娜拉三部曲. III: 希望之歌 泰瑞.布魯克斯作; 佩特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17 生活舊金山: 21種男孩女孩都愛上的散步風景 李思嫻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24 腰痠背痛不要來 賴清旭醫師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31 塵埃之地. 壹, 血色謎途 莫拉.楊(Moira Young)作; 陳思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48 塵埃之地. II, 反叛之心 莫拉.楊(Moira Young)作; 陳思華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55 維多莉亞的道別 維多利亞.羅斯特(Victoria Loustalot)著; 李恆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62 臺灣手創探索旅行: 生態、博物館、觀光工廠64條體驗路線Clare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79 地理 郭政彰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86 歐洲不貴: 15萬90天的歐洲樂遊記 林果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693 戀夏進行式 提姆.薩爾普作; 李昕彥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709 性愛成就願 劉黎兒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2730 黑羊效應: 心理醫師帶你走出無所不在的霸凌現象陳俊欽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5053 L.A狂想曲 鄭元暢著 201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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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22630 中陰教法擷粹 詠給明就仁波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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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1538 學習愛, 一起幸福吧 甄琴著 2014-02-00 1版 平裝 1

9789868821545 幸福是人生最深的滋味 張笑恒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8821569 高效思維.創造無限可能: 史蒂芬柯維高效能成功金律侯書照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868821583 擁抱真心.幸福就在不遠處 赤根祥道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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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15486 醫事放射師考精選: 基礎醫學(精選題庫) 賴明德等合著 2011-09-00 平裝 1

9789866115851 餐飲管理 郭珍貝等作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15998 高齡營養學 許青雲等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022 社區衛生護理學 林綽娟等合著 2012-08-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29039 實用食品添加物 黃登福等合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046 保濕美膚護理新技 黃秀勤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9053 色素代謝美膚護理新技 黃秀勤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9060 敏弱修護美膚護理新技 黃秀勤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9077 調理美膚護理新技 黃秀勤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9084 老化提拉美膚護理新技 黃秀勤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9107 美容衛生學 彭金玉等編著 2013-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29206 健康保險 楊志良等合著 2012-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29213 醫護數學 張振華等合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220 實用美容營養學 蔡淑芳等合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244 食品感官品評學及實習 區少梅著 2012-08-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29251 實用餐飲營養學 徐阿里等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282 運動生物力學理論與應用 洪得明等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6

喜笑之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9789865929299 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 吳蕙君等編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336 儀器分析 林志城等合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343 營養學概論 蔡秀玲等合著 2012-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29350 實用食品加工學 林淑瑗等合著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29367 菜單設計 江敏慧等合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459 新編生物技術概論 孔建民等合著; 關政平主編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473 德霖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 陳秀美等作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5929527 排球運動員專項運動能力基礎選材之研究 邱金治作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5929558 化妝品檢驗 蔡文玲等合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572 家庭概論 張美鈴等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633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等合著 2012-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640 壓力調適 陳淑姬等合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657 營養師考試秘笈. 二, 生化學 林翠品等合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688 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 陳銘正等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695 家庭教育 童玉娟等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718 營養與免疫 謝榮鴻等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725 微生物免疫學(精選重點整理) 尤封陵編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732 婦產科護理學(精選重點整理) 羅惠敏等合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749 微生物免疫學(精選題庫) 尤封陵編著 2013-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770 實用醫學美容 蔡嘉惠等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817 護理資訊學 陳汶均等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831 新編身體檢查與評估 嚴惠宇等合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848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檢定 雲漪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9855 兒科護理學(精選重點整理) 林琦華等合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862 兒科護理學(精選題庫) 林琦華等合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879 幼兒營養與膳食 王昭文等合著 2013-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29893 運動營養學 郭家驊等合著 2013-02-00 四版 精裝 1

9789865929916 新編內外科護理技術 蔡玲君等合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29923 兒童產業概論與實務 陳建志, 薛慧平, 張冠萫合著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985 幼兒園經營與管理 林以凱等合著; 歐姿秀主編 2013-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29992 實用營養學 謝明哲等合著 2013-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828035 德霖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林珊妏等作 2013-04-00 平裝 1

9789865828080 消防水力學 林文興編著 2013-07-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28165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呂銀益等合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202 卡那卡那富文化采風錄 周如萍作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28233 公共衛生護理學 王淑諒等合著 2014-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28257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合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370 膳食療養學實驗 謝淑玲等合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417 新編藥物學 黃安正等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448 食品技師考試重點整理. 三, 食品微生物學 連耿汶, 陳欣郁編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82845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宋琇鈺等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479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一, 食品化學 陳欣郁, 連耿汶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486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精選重點整理) 陳碧桑等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493 公共(社區)衛生護理學(精選重點整理) 王惠玲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509 公共(社區)衛生護理學(精選題庫) 王惠玲等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547 解剖生理學(精選重點整理) 黃清賢, 郭純琦編著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28578 產科實習手冊 陳怡靜, 楊琪華, 李小璐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5907 公共(社區)衛生護理學 王惠玲等合著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585 新護理考試秘笈. 7, 解剖生理學 張勝豐編著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592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二, 食品分析與檢驗 李柏憲, 呂玟蒨合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608 嬰幼兒學習環境規劃 黃麗錦等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615 藥理學(精選題庫) 詹婉卿, 翁逸奎合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28622 服務品質管理 蔡柏旻等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660 最新食品化學 劉展冏等合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677 玩轉那瑪夏 周如萍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828684 實用食品添加物 黃登福等合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691 新編護理學導論 楊慕慈等合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745 休閒社會學 劉照金等合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769 嬰幼兒按摩 鄭宜珉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28776 特殊幼兒教育 傅秀媚等合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783 新編食物學原理 陳肅霖等合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790 食品科學概論 曹欽玉等合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28806 觀光暨餐旅消費者行為 李宜靜等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905 食品發酵學 周正俊等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912 物理治療師實習手冊. 二, 骨科疾病物理治療學 吳銘堂編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8929 餐飲成本控制 石東立著 2014-03-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936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法規彙編 賴坤明主編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943 休閒運動概論 徐欽賢等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8967 微生物免疫學(精選題庫) 尤封陵編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974 婦產科護理學(精選題庫) 羅惠敏等合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28998 新護理考試秘笈. 2, 內外科護理學 張凱喬等合著 2014-03-00 二版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3620006 新護理考試秘笈. 8, 微生物免疫學 尤封陵編著 2014-03-00 四版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3620068 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科學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2014吳佩玲, 高而仕, 蕭蓉禎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0082 德霖通識教育暨跨領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劉明香等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6335914 藥理學: 精選重點整理 詹婉卿, 翁逸奎合著 2010-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5952 婦產科護理學: 精選重點整理 羅惠敏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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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15991 琢玉記. 卷一, 巧施連計 泠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04 胡作妃為. 卷4, 王妃歸來 小女妖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11 琢玉記. 卷二, 緣來還是你 泠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28 琢玉記. 卷三, 拜師之路 泠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35 胡作妃為. 卷5, 駙馬王妃 小女妖作 2014-03-00 初版 0 1

9789862816066 花開並蒂. 卷4, 真情流露 浮蘇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73 花開並蒂. 卷5, 患得患失 浮蘇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80 花開並蒂. 卷6, 雨過天晴 浮蘇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097 紙貴金迷. 卷1, 絕世寒梅 清楓聆心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03 花開並蒂. 卷3, 將計就計 浮蘇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27 琢玉記. 卷四, 情生意動 泠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34 戲君侯. 卷一, 神偷志願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41 戲君侯. 卷二, 回不去了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58 紙貴金迷. 卷2, 展露頭角 清楓聆心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65 戲君侯. 卷三, 霧裡看花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72 胡作妃為. 卷6, 救世王妃 小女妖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189 琢玉記. 卷五, 登峰造極 泠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202 戲君侯. 卷四, 月牙彎彎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219 胡作妃為. 卷7, 再嫁王妃 小女妖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226 琢玉記. 卷六, 執子之手 泠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257 喜笑錢后. 卷1, 陪嫁女官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264 喜笑錢后. 卷2, 風雲際會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3

送存冊數共計：93

紫宸社文化



9789862816288 喜笑錢后. 卷3, 神宮之謎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295 喜笑錢后. 卷4, 靈魂互轉 雲外天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16646 如夢 孟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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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902 苗栗縣立三灣國中同學會紀念冊. 第四屆 邱鑫森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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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21261 Stitch刺繡誌特輯. 1, 手作迷繡出來!一針一線x幸福無限: 最想擁有のSTITCH刺繡誌人氣刺繡圖案BEST 75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莊琇雲, 陳冠貴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78 衣櫃裡就少這一件!: 實穿好搭の自然風洋裝&長版衫佐藤ゆうこ著; 苡蔓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85 明心見性企業禪 吳三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292 脫離薪貧族,業績大進擊!: 20個不必爆肝又能賺到財富&幸福的成功心法劉永偉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08 給大一外甥的40封信: 一起聊聊學校不會教的事邱珍琬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15 秀惠老師的不藏私の先染拼布好時光 周秀惠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22 斉藤謠子の北歐風拼布包: 簡單時尚x雜貨風人氣手作布包Type. 25斉藤謠子著; 瞿中蓮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39 Cotton friend手作誌: 愛上秋の花葉風景: 迎接最舒適の手作季節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瞿中蓮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46 Stitch刺繡誌: 私の刺繡小風景: 打造秋日の手感心刺繡: 幸福系花柄刺繡x可愛風插畫刺繡VS彩色刺子繡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黃鏡蒨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53 格子教你作甜點手工皂 格子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21360 陳彥渲染手工皂 陳彥著 2013-11-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21377 遇見可愛の襪娃小人兒 鐘岸惠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84 行銷,說出故事力: 傳遞理念&商品的49個感召法則張宏裕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391 邊走邊拍!設計人の手作輕旅行: 背包客の雜貨x影像日記游兒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07 拼布包也能這麼作!設計師の私房手作布包: 動物x女孩x花朵x彷皮四大超人氣主題一次收錄!臺灣羽織創意美學有限公司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14 易經塔羅占卜 易學佛堂, 黃四明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21 媽咪親手鉤!歡樂系兒童毛線帽變裝Party 愛線妞媽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38 寶貝專屬的手作鞋&布雜貨: 37款媽咪最愛的手作寶貝禮薛素英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45 媽咪親手織: 溫柔100%的可愛寶貝服 川路ゆみこ著; 陳冠貴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52 43件送給貝比的衣服x玩具x配件小物 川路祐三子著; 莊琇雲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69 毛線.棉線.輕布作: 38件好想鉤的可愛幼兒服 川路ゆみこ著; 黃立萍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490 獻給手作小文青!100%好玩の創意紙刺繡: 85個簡單x立即上手不NG紙雜貨人氣手作提案atsumi, 千葉美波子, 神尾茉利合著; 楊淑慧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華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9789863021506 第一次學會縫拉鍊作布包: 27款手作包x布小物FOR新手の布作小練習水野佳子著; 徐淑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513 超詳解!初心者の開心打皂筆記書: 一次學會分層皂x蛋糕皂x填色皂x翻模技巧.快樂打皂.玩不膩!依凡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520 姓名學教科書 何榮柱著 2013-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1537 Cotton friend手作誌: 暖暖冬の手作季: 暖和系手作服x手作包x溫暖小物Boutique社著; 洪鈺惠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544 手作人最愛x拼布人必學!39個一級棒の口金包 越膳夕香著; 鄭純綾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551 Funtape到你家!33堂週末の紙膠帶手作遊戲課: 大小紙膠帶控最愛的驚喜創意x趣味裝飾x華麗變裝全收錄知音文創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568 斉藤謠子の拼布: 晉級の手縫: Quilt Japan精選11大主題x66款傳統圖形,拼布人必學の手縫基礎BEST斉藤謠子著; 張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575 我的第一朵手作布花: 全圖解.一起來做40款76朵讓你眼睛為之一亮的布花呂宥臻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1582 純天然無毒清潔術: 妙用小蘇打x檸檬酸x醋 Boutique社著; 瞿中蓮等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1599 她的貓 蝴蝶(Seba)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05 Stitch刺繡誌: 出發吧!春の刺繡小旅行: 旅行風刺繡x暖心羊毛繡VS溫馨寶貝禮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吳思穎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12 歐洲手繪瓷盤: 收錄近200年共600多件行家必收的代表性作品顧為智, 邱秀欗合著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21629 深院月. 上, 轉朱閣篇 蝴蝶Seba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36 深院月. 下, 低綺戶篇 蝴蝶Seba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43 365日都百搭!穿出線條のMay Me自然風手作服: 一次學會上衣.洋裝.裙子.褲子.罩衫外套.背心.包包伊藤みちよ著; 洪鈺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50 花現刺繡の美好時光: 超人氣!法式甜蜜布小物: ステツチ精選最愛花草圖案116日本VOGUE社著; 吳思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67 秋田景子の優雅拼布BAG: 花草素材x幾何圖形.25款幸福感拼接布包秋田景子著; 莊琇雲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74 Cotton Friend手作誌: 清爽燦爛の新色布料.為春天打造美好手作時光: 印花手作服&包包&帽子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周欣芃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698 風工房のMOTIF: 美麗嚴選.織片花樣150款 風工房著; 彭小玲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1704 小可愛手作!馬卡龍x小刺繡の幸福練習簿: 230枚圖案xMacaron.胸針.布小物日本VOGUE社著 著; 莊琇雲譯 2014-04-00 初版 0 1

9789863021742 純手感.布書衣: 36款純手感&超有型的個性書套!Kelly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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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0280 我是612: 我當包租公: 包租公律師蔡志雄教你一千萬退休投資術蔡志雄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0280 我是612: 我當包租公: 包租公律師蔡志雄教你一千萬退休投資術蔡志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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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5545 山海的傳承「服飾之美」: 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專刊. 第五屆藍本設計顧問有限公司編輯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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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順益博物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330 設計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編輯部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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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0493 老人休閒活動設計與規劃 周芬姿等作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509 餐飲服務 何珮芸, 蔡念育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516 食物學原理 程修和作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523 生死學概論 郭慧娟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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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6560 不流淚配方 吉爾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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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0818 壯闊的生命: 臺灣 劉得浪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0825 繁花似錦開不盡 金芬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0832 交界迷蹤 胡朝聰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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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59279 衛生紙+. 18, 強盜國家 鴻鴻主編 2013-01-00 平裝 3

9789866359286 衛生紙+19: 我是人 鴻鴻主編 2013-04-00 平裝 2

9789866359392 六四詩選 孟浪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59408 自由的幻影 鴻鴻主編 2014-04-00 平裝 2

機構簡稱：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煮鳥文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7303 我的生命故事書 郭慈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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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43500 百年思想起: 臺灣百年唱片圖像 楊蓮福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3692 近代東亞百年圖像集 闞正宗編譯 2012-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3739 臺灣原住民寫真照片(1912年) 遠騰寬哉原著; 闞正宗導讀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3746 皇民化時期臺灣寫真照片(1944年版) 朝日新聞社原著; 闞正宗導讀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3753 臺灣經典寫真照片(1909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原著; 闞正宗導讀 2012-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3890 戰後臺灣輸出品要覽 楊蓮福導讀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3906 民俗與文化. 第八期, 民間信仰與地理資訊科學專刊山田明廣等作; 張珣主編 2013-06-00 平裝 1

9789866543913 日治時期臺灣公司名錄: 臺灣諸會社銀行錄. 1940楊蓮福總策畫; 闞正宗導讀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3920 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 臺灣新港奉天宮世界媽祖文化研究暨文獻中心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543944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3, 「人物」專輯 劉文星, 蕭百芳, 王見川主編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3951 一九二三年臺灣之文化寫真照片 內外評論社原著; 闞正宗導讀 2013-08-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3975 慈安太后研究 王明燦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3982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史: 晚清至戰前時期 松浦章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014 臺灣歷史、大事年表: 一九二五 闞正宗導讀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57021 董作賓文物遺珍選輯: 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陳正榮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038 臺灣丹道的傳承發展與科學研究 蕭進銘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045 殖民樁腳: 日治時期臺灣煙酒專賣經銷商 蕭明治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052 當代臺灣宗教研究精粹論集: 詮釋建構者群像 江燦騰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083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江達智等著; 蕭百芳, 陳雯宜, 王見川主編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57090 探索與發掘: 微觀臺灣美術史 林振莖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106 一九二0中國寫真照片 楊蓮福總編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57120 臺灣的道教文化與祭典儀式 謝宗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137 臺灣民間文學女性視角論 洪淑苓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144 臺灣專賣樟腦寫真照片 闞正宗導讀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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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揚智文化



9789862981252 多功能巨蛋體育館之營運管理實務 李柏熹, 臧國帆, 黃蕙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269 綠色飲食概論與設計 楊昭景, 馮莉雅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276 旅館管理: 理論與實務 郭春敏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283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鄭佩芬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290 老年社會學 彭懷真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306 國際禮儀實務 徐筑琴編著 2014-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1313 餐飲法規 李義川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320 餐飲安全與衛生 李義川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337 臺灣公共關係職能建構之研究 邱淑華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344 2000年至2012年我國總統選舉候選人之競選廣告策略: 功能分析與效果初探鈕則勳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351 航空經濟概論 張哲銘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399 臺灣軟式網球運動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王丁林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443 績效管理 丁志達著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1450 博奕管理與賭場遊戲 洪揚, 洪鷹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467 數位電視與新媒體平臺之政策與發展策略 石佳相等合著; 劉幼琍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474 中醫護理學 顧祐瑞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481 婚禮專案管理 林君孺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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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1646 EZ100指考數學甲嘿皮書 鄭昇數學團隊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901653 EZ100指考數學乙嘿皮書 鄭昇數學團隊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901660 EZ100高中地理總複習(一-二冊全) 周鴻海等編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901677 EZ100高中地理總複習(三-四冊全) 周鴻海等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1684 EZ100高中歷史新教材 季子欽, 郭敬編著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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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51439 百歲老師的奇蹟教室: 不用國文教科書,成為升學第一名校的秘密!橋本武作; 江宓蓁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446 30天900分!!無往不利的超速習法. TOEIC篇 濱口達史作; 涂祐庭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453 人生勝利組の心理學: 東大精神分析醫師教你看穿職場與人生和田秀樹作; 雲譯工作室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460 350萬人都在學的東大家教讀書必勝100法則 安河內哲也作; 涂祐庭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智富



9789866151477 老闆只要這些人: 日本獵人頭達人教你職場勝出秘訣佐藤文男作; 謝佳玲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484 帶來幸福能量的工作日記: 日本心理學家教你這樣寫日記,工作不憂鬱海保博之作; 許昆暉譯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491 零雜念: 東大和尚教你做自己、活得輕鬆自在 草薙龍瞬作; 涂祐庭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07 東大教授告訴你,Science也不知道大腦的26個怪癖: 理解大腦運作,人生變得輕鬆又有趣池谷裕二作; 陳冠貴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14 細心: 超業與你的0.01公分差距 川田修作; 涂祐庭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21 東大最強驚奇讀書法: 日本第一補習名師特訓班清水章弘作; 雲譯工作室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38 憂鬱社長開創偉大航道的20個領悟: 拿出膽量與夢想搏鬥,我這樣逃離痛苦的工作小倉廣作; 許郁文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45 這樣拒絕,沒有罪惡感: 不吃虧、不生氣的練習 石原加受子作; 張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52 快狠準五秒鐘待客術瞬間產生購買意願 三浦由紀江作; 謝佳玲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69 說中點.講重點,我就是能說動人: 說出你的自信指數王東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76 Hold住你的讀書動力,人人都能學習逆轉勝!: 我這樣考上第一志願益森直義作; 雲譯工作室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83 驚人的大腦重設法: 八步驟擺脫上癮,愛自己不再沈迷磯村毅著; 張凌虛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590 跟任何人都可以處得來: 瞬間解除人際關係壓力,行動提升正向力量上村光典作; 楊御楓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13 脫離「冏」職場不卡關,小資生活永保安康: 上班族必學!化解尷尬維持好印象,才能留下老闆的面子、客戶的金子!門昌央作; 張婷婷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620 1分鐘進擊工作術,文具手帳秘技!: 時間控管再提升,突破瞎忙,擺脫加班生活桃山透作; 許郁文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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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3067 口語化學習法: 日本語口語化學習法: 基礎 鍾盛昌編著 2014-03-00 再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8833074 口語化學習法: 日本語口語化學習法: 基礎 鍾盛昌編著 2014-03-00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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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43856 載譽道遠二十有成: 朝陽科技大學20周年校慶紀念特刊劉福田, 許光華總編輯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7043863 TQC Project 2007檢定題庫解題秘笈 吳獻堂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3870 Auto CAD 2012 3D TQC Plus電腦輔助設計類檢定題庫解題秘笈吳獻堂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3924 Start-up Taiwan全國創新創業競賽(高中職組)作品彙編. 2014楊文廣等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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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43894 綠色與運動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李素箱, 鄭政宗總編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朝陽科大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華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3597 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第十三屆蔡進德總編輯 2012-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043740 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十四屆李素箱總編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043917 朝陽科技大學建校二十周年卓越創業論壇暨2014第十五屆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素箱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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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9602 百家樂葵花寶典 劉明發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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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80449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680456 職業風水師 阿添師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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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91585 大師運鏡: 解析100種電影拍攝技巧 克利斯.肯渥西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37754 優格甜點廚房: 32道健康優格食譜 本間節子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006 iPhone高效率管理術 音葉哲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044 遠方 韓承燁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105 幸福印記: 超可愛創意手工章 貓貓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112 攝影手帖: 我的四季.生活.隨手拍 山岡麻子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143 女孩們的iPhone私房活用術 高橋浩子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181 2小時製本教室: 我的夢幻手工書 西川順子, 齋藤珠美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198 寫真的初衷: 9大人氣攝影師的創作心法 MOSH books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266 SONY NEX原味輕寫真 山本まりこ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310 社群引力: 成功企業的新集客策略 齊藤徹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327 微感氛圍: OLYMPUS PEN漫遊輕寫真 山崎麻里子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博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極工作室



9789866009358 MAKEXART: ZOE的特效彩裝異想世界 Zoe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365 首爾我來囉!: 美食x咖啡x暖男的私房旅記 臺灣妞, 奧莉薇小K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372 日日好食光: 幸福便當小料理x304 市瀬悅子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426 凱倫愛旅行: 臺灣OL的德國爆走日記 凱倫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457 中亞,聽見邊境的心跳 洪滋敏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464 7天學會色鉛筆!從此畫什麼都可愛 飛樂鳥, 小米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488 設計。紐約 諾伯特, 艾芙琳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501 小錢玩大曼谷 林家芬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525 夢想,出發: 特色咖啡館人氣開店! 竹村真奈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556 典雅和風手繪素材集: 花鳥繪景X水墨文字X紙感底紋兔書屋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09563 車站,出發!東京潮玩攻略 禾白小三撇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617 輕鬆搞定夢想婚禮 Becca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624 日本.鐵道旅行途中: 在地慢車的人情味漫遊 肉拉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655 跟著節氣學吃酸. 檸檬 種籽設計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792 24小時保命關鍵!第一時間該懂的外傷急救手冊 洪子堯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22 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最美城市: 歐洲精選小旅行蘇瑞銘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860 在歐洲吃午餐, 去亞洲吃晚餐: 兩個女孩的世界奇幻冒險詹依潔, 詹依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9945 緩緩前行,女子鐵道 酒井順子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12 舒芙蕾&焗烤輕鬆上桌!: 70道蔬菜、肉類、海鮮入菜的幸福法式鹹點三宅郁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43 重曝: 疊加創意的攝影玩法 陳思瑾Yui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74 文具大好!: 38款日常文具X46則絕妙巧思, 從此擺脫亂糟糟的失控生活宇田川一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098 Costco好食提案: 小餐桌/大家庭/自己開店都愛的分裝、保存與料理食譜Minakuchi Nahoko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104 澳門小旅行 克里斯.李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135 百分百臺灣味100%: 臺灣釀醬 種籽設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159 大家的Facebook問題集 PCuSER研究室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197 絕美.花之繪: 色鉛筆的優雅描畫X花卉彩繪技法飛樂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203 大阪休日小旅行 Vivi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241 原來有這站?神隱鐵道,臺灣的無人秘境小車站 許傑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302 天天都是甜點日! 小家的幸福烘焙好食光 Julia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319 曼谷小角落: 背包客的清新散步路線,人文、設計、特色小店旅宿,發現不一樣的怡情之都湯小野, 周鬧鬧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333 UP!10分鐘美胸操!: 打造20歲彈性肌+黃金比例好身材,身體從內到外變美麗!神藤多喜子著; 吳嘉芳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詠瑞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6981 澳洲紐西蘭留學申請指南. 2015 張詠誠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16998 英國大學導覽及申請指南. 2015 張詠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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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0809 差一點正妹 謝雅蕙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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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41403 一九四九年後: 中國字體設計人: 一字一生 廖潔連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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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0242 超棒小說再進化: 深度剖析拍成電影的暢銷小說,教你呈現好萊塢等級的戲劇張力!詹姆斯.傅瑞(James N. Frey)著; 尹萍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0259 故事造型師: 老編輯談寫作的技藝 蕾妮.布朗(Renni Browne), 戴夫.金恩(Dave King)著; 尹萍譯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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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00530 職場求生存,你一定要讀懂對方的表情: 透過五官表情,就能一眼把人看到骨子裡海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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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17661 GameSalad遊戲APP開發實戰演練 白乃遠等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903 Flash CC動畫設計誌: 這樣做就會的15個造型路徑X圖層影格X動態廣告X互動面板關鍵技巧黃寶慧, 鄭苑鳳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910 Visual Basic 2013程式設計實例演練與系統開發 許清榮, 吳宜隆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927 Photoshop CC影像設計誌: 這樣用就會的14個修圖合成X人物去背X濾鏡特效X3D列印關鍵技巧鄭苑鳳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934 泰奇幻: 深入眾佛國度的人文之旅 韓東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941 創新商業模式: 前進中國獲利的新戰略思維 鄭翔洲, 葉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傑瑞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夢千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誌文化



9789862018958 孩子們教給我的旅行意義: 用旅行帶給孩子不一樣的教養!萬之逸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965 健康寶貝這樣來: 輕輕撫觸+親子育兒操,快樂成長一起來!籍孝誠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8972 解構<>電影人物插畫設計書 狂龍國際, 駿恆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989 絕讚餐飲管理: 提升業績與工作氣氛的「讚美表單」原邦雄著; 鄭婷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996 拍前必看!與微單眼共遊的活用術 金善雄著; 陳品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09 養成iOS7 App程式設計實力的30堂課: 知名iOS教學部落格AppCoda作家親授關鍵技巧讓你不NG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16 一流的智慧型手機網站就該這樣做: 運用HTML5+CSS3發揮手機功能極限的實踐法則林久純, 今野昭彥著; 許郁文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023 SQL Server效能調校 陳祥輝, 陳臆如, 黃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30 讓塵封的夢想再啟: 妳不該就此妥協! Whitney Johnson著; 廖文秀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47 漫遊趣: 海上花園廈門 小麥咖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54 日系百元文具活用術: 整理x學習x手帳x筆記本 文房具朝食会, 多田健次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61 C++沉思錄 Andrew Koenig, Barbara E. Moo著; 黃曉春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2013038 三色鋼珠筆這樣畫才可愛: 教你輕鬆畫出身邊大小事Miu Miu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78 在雲之南: 從大里、麗江到香格里拉 周一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85 手繪西藏: 雲端上的奇妙旅程 蘇三著.繪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092 0-1歲寶寶健康成長週記: 讓新手父母也安心的育兒筆記土豆家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108 Java網路程式設計 湯秉翰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115 晉身一流設計師必備的Photoshop創意設計80招 銳藝視覺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122 Linux Shell程式設計實力養成: 180個實務關鍵技巧徹底詳解酆士昌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139 繪生活.會生活: 東京TOTORO帶你體驗生活美好三兩事東京TOTORO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146 專案開發實戰攻略: 進銷存系統設計與開發 許清榮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160 HTML5+CSS3+jQuery Mobile: 輕鬆打造APP與行動網站陳婉凌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019177 Oracle雲端解決方案完全攻略: 以Oracle 12c搭建完整的雲端系統翁宜萱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184 挑戰視野!DSLR Cinema創作完全自學 朴仁範, 張[]相著; 郭淑慧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9221 超實用!人資.行政.總務的辦公室EXCEL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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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020411 苦才是人生: 索達吉堪布教你守住 索達吉堪布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雅歌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喇榮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7256 邊陲與中心 龔立人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927263 職場達人 司徒永富著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6927287 當新教宗遇見聖方濟 張力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294 舊約奇女子 區伯平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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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70830 神奇大腦和神經系統的保健 張青史策畫 199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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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5606 Arduino步進馬達控制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613 Arduino 互動跳舞兔設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620 Arduino互動字幕機設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637 Arduino RFID 門禁管制機設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5644 Arduino EM-RFID門禁管制機設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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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4447 印尼人的實用中國話 陳玉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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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91059 皇帝與掛紙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4-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066 我的媽媽 智趣王數位科技_產品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2014-05-00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073 愛國詩人: 屈原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2014-06-00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陽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創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智寬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1903 機率分配模擬器與統計分析軟體 創碼有限公司作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1910 統計學 創碼有限公司作 2014-03-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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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061258 Easy englsih baby. B Beat Eisele, Catherine Eisele 2011-01-00 2nd ed. 平裝 1

9789575061265 Language arts. 5B Catherlne Elsele, E. B. Karl, Grace Sum 2011-01-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272 Max & mousy. A Beat Eisele, Catherine Eisele 2011-05-00 3rd ed. 平裝 1

9789575061289 Max & mousy Beat Eisele, Catherine Eisele 2011-05-00 3rd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061296 Max & mousy Beat Eisele, Catherine Eisele 2011-05-00 3rd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061302 Language art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2011-09-00 1st ed. 平裝 6A 1

9789575061319 Language art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2011-09-00 1st ed. 平裝 6B 1

9789575061326 Max & mousy Beat Eisele, Catherine Eisele 2011-12-00 3rd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061333 Max & mousy Beat Eisele, Catherine Eisele 2011-12-00 3rd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061340 Max & mousy. B Beat Eisele, Catherine Eisele 2011-12-00 3rd ed. 平裝 1

9789575061357 Magic 1200: Word powe. level 1 Catherine Eisele, Winni Lin[編] 2013-10-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364 Easy English. Book 4 Beat Eiseley, Catherine Elsele[編] 2014-01-00 2nd ed. 平裝 1

9789575061371 Magic 1200: Word power. level 2 Catherine Eisele, Winni Lin[編] 2014-03-00 平裝 1

9789575061197 Language arts. 3B E. B. Karl, Grace Sum, Catherine Eisele 2010-02-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203 Language arts starter book E. B. Karl, Catherine Eisele 2010-05-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210 Easy English. book 1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2010-07-00 2nd ed. 平裝 1

9789575061227 Language arts. 4A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2010-07-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234 Language arts. 4B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2010-07-00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241 Language arts book. 5A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20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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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5717 基本電學: 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724 製圖實習: 職業學校機械群. 103年審定版 吳清炎, 李建億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724 製圖實習: 職業學校機械群. 103年審定版 吳清炎, 李建億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731 普通高級中學音樂. 一(丙版) 梁秀玲, 柯瓊瑢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撒琳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9

華興文化



9789866255748 動力機械概論(職業學校動力機械群). 103年審定版吳興祥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55755 普通高級中學生活科技. 傳播科技篇 張彤萱, 林湧順, 劉謦儀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5762 機械電學實習(職業學校機械群). 103年審定版 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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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54927 司法太平洋: 三名董事長流浪法庭的真實故事 江元慶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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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8414 靜簏苑 許志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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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5357 圖繪沒力島傳說 施並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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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27188 芥川龍之介文學中的身體論述 王綉線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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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98356 語言遲緩兒童家長手冊 歐陽來祥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363 音樂律動創意教學與應用 許碧勳, 廖瑞琳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387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 Frances A. Karnes, Suzanne M. Bean作; 侯雅齡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8400 高齡者體適能測驗手冊 Roberta E. Rikli, C. Jessie Jones作; 朱真儀等譯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98431 教保專業倫理 顏士程等合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448 老人照顧管理 Cathy Jo Cress作; 吳瓊滿等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455 老人學概念與議題 Harry R. Moody作; 舒蕙菁等譯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邊社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報導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菩薩寺



9789865998462 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 由信任與夥伴關係創造雙贏Ann Turnbull等作; 王慧婷等譯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479 Rainbow&candy: how a little&brave hamster changes a world!Audrey Huang[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8486 老人生死教育: 緩和照護與靈性需求 Elizabeth Mackinlay作; 吳瓊滿, 賴維淑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493 醫護術語 Davi-Ellen Chabner作; 林素戎譯 2013-11-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5998509 幼教課程模式 陳淑琦等作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8523 創造力關鍵思考技法 潘裕豐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530 遇見李歐.李奧尼的驚奇世界: 用李歐.李奧尼的繪本來教學Kathleen M. Hollenbeck作; 劉淑雯等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547 成人教與學的豐富視界: 師生與內容共構的課堂何青蓉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554 領導才能: 理論與實務 Peter G. Northouse作; 吳昆壽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561 輔助溝通系統之原理與運用: 支持複雜溝通需求之兒童與成人David R. Beukelman, Pat Mirenda作; 藍瑋琛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578 創造力: 理論與當代議題面面觀 James C. Kaufman, Robert J. Sternberg作; 黃曉嵐等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585 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理論與研究: 以技職校院為例鄭博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592 高齡者休閒遊憩活動規劃與設計: 以嬰兒潮世代為例Lynda J. Cochran, Anne M. Rothschadl, Jodi L. Rudick作; 葉怡矜等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8608 遇見阿諾.羅北兒: 兒童文學的教學運用 Ellen Geist, Ellen Tarlow作; 劉淑雯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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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64163 偏鄉學校發展: 議題與研究 陳聖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4170 臺灣與中國大陸視障教育師資培育制度之研究 袁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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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09829 The wild orchid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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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42444 洄游「視覺思潮 」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楊肇傳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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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華騰全球數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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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一代圖書



9789866156151 喫牛: 牛排全蒐錄 蔡毓峯作 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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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80333 藥聖 夏琦拉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50 天才女醫鬥奸商 寄秋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67 草根王子妃 明星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74 誘妻要在晚餐後 綠光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81 夜寢嫩妻 心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898 夜寵傲妻 十二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04 搞定失憶夫 亮妍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11 掉價鑽石男 白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28 王妃不圓房 香彌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42 寵奴不嫁狼 風光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59 有妻萬事足 米樂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66 甕中妻 喜格格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73 男友二度上任 白翎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80 總裁見不得光 花襲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4997 前夫摸上床 米樂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00 代班枕邊人 亮妍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17 不良世子 香彌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24 吃貨夫人 瑪奇朵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31 吾家福妻 米恩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48 帝王妻 明星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55 富貴憨夫 風光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62 穿越馴夫　 井上青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79 追夫先調戲 白翎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86 禍水王子 子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093 拒進富家門 芳妮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109 翻盤鹹妻 瑪奇朵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116 惡質前夫 喜格格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123 吃定展先生 黎孅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130 寵妻終身職 白翎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9789862885147 醫夫依妻 花襲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154 相親遇前夫 桐伊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5161 狼經理 官穎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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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2057 教出好大人: 用愛打造的七大教養藍圖 鍾安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064 玩出棒小孩,帶著孩子一起蒙特梭利 馬雅.皮塔明克(Maja Pitamic)著; 陳芳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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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2210 中國古典文學郵票珍藏冊. 1970-2013 蘇士哲作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8932227 蔣宋美齡版張郵票珍藏冊1975-2013 蘇士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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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054319 施工計畫與管理 廖基全編著 2012-05-00 四版 其他 1

9789577054333 都市設計應用理論與設計原理 廖世璋作 2012-04-00 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7054340 營建成本及財務管理 丁建智作 2012-05-00 增修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4357 建築概算估價應用實務 楊秉蒼編著 2012-07-00 三版 其他 1

9789577054371 鋼筋模板混凝土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作 2013-10-00 增修一版 平裝 1

9789577054388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一本專為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書王英欽著 2012-09-00 增修一版 精裝 1

9789577054494 水電工程施工與監造實務 陳天來編著 2013-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4517 好宅: 集合住宅規劃設計 陳聰亨作 2013-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4524 營造工程管理技能檢定題庫解析(附甲乙級學術科歷屆試題)陳泓文等編著 2013-06-00 增修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4531 營建預算編列要訣: 從投標到發包成本實案分析陳重義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054548 好宅: 看懂集合住宅規劃設計法令 陳聰亨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4555 水資源回收再生廠營運管理 歐陽嶠暉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562 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術科透視圖表現技法 郭純純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579 建築&太陽對話 加藤義夫作 2013-09-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4586 GPS衛星定位測量概論 高書屏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源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詹氏



9789577054593 違建築: 買賣、查報、拆除,違章屋主解套術 鐵雄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609 營建法令輯要. 102年度 詹氏書局編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4616 園藝療法實案操作: 撫慰智能障礙者的綠參與 郭毓仁編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7054647 乙級裝潢木工術科試題施作詳解手冊 林木發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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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2925 宅男也能把正妹: 追愛必勝的40個戀愛妙招 魔妮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2949 我的第一本法式磅蛋糕 瑪汀.琮巴(Martine Lizambard)作; 謝孟渝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20701 圖解八卦與經絡按摩大全 唐譯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732 圖解黃帝內經大全 陳昌駿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749 隨幸福飛翔: 75個轉變人生的快樂魔法 官佳薇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756 新手也會畫!我的第一本原子筆手繪書 飛樂鳥編著 2014-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763 常見草藥漢方養生百科 李岡榮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0787 30歲前一定要懂的84個做人攻心術(全彩圖解版)林琇琬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4324 圖解三國演義 羅貫中作; 馬承五, 嵇霞編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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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1326 Pathways to listening Pearl Chang, Richard A. Roshay[編]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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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57508 第一馬太價量操作: 費雪集中成長金鑰36把 吉爾曼(Edwin Gilman)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57515 易經易中大樂透: 總統大選大預言450個巴菲特 莫瑞森(Walter Morrison)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57522 移動平均線密碼: 七大錯誤觀念 南森(Fridtjof Nansen)著 2011-10-00 第3版 平裝 1

9789867157539 績優股房地產: 巴菲特黃金比例333 法卡斯(Leonardo Farkas)著 2011-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546 坦伯頓心法22訣: 富蘭克林<> 布萊恩(Arthur Bryan)著 2011-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553 KD值隨機指標: 站在上帝的一邊 雷門(Stephen Levine)著 2011-10-00 第3版 平裝 1

9789867157560 小周天氣功8段: 長壽歌打通任督兩脈 清河新藏著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577 大周天氣功12段: 神仙道出現特異功能 清河新藏著 2011-04-00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史子集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新文創文化



9789867157607 新酒田法價量: 36個經濟學家的讚嘆 霍華德(Neal Howard)著 2011-10-00 第3版 平裝 1

9789867157614 移動平均線MA: 低本益比射手約翰.奈夫 科林斯(Jerry Collins)著 2011-10-00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7157621 當沖K線圖譜: 你一定要記住的投資經 布魯斯(Marc Bruce)著 2011-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638 動能K線指標: 定期定額扣款人數 羅柏(Jewell Loeb)著 2011-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645 高級酒田戰法. 上冊, 松下政經塾實踐課程 李浦斯基(John Lipsky)著 2011-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652 高級酒田戰法. 下冊, 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 埃爾森(Charles Elson)著 2011-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669 放空比較賺7計: 黑天鵝困惑馬爾薩斯 辛格森(Lau Thygesen)著 2011-09-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676 英語作文滿分: 刺蝟與狐貍的對話+巴菲特 瑜伽媽媽編著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683 酒田戰法煉金術: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 法拉(Miranda Farrell)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690 K線當日沖銷: 不要跟股票談戀愛 沙岡(Karen Sagan)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713 蘇黎世輪動金律: 期貨選擇權操作聖經 皮塞克(William Pesek)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720 股票期貨當沖: 鮑爾森9門投資心法 蘭德斯坦(Lael Landsteiner)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744 K線鐘擺理論: 俄羅斯輪盤贏家105則 卡布列拉(Duane Cabrera)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751 艾略特波浪法則: 巴菲特愛啃可樂不啃蘋果 伯恩斯坦(Pat Bernstein)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768 伊索寓言陷阱逃空: 加氏16條交易巴魯克 艾波本(Lori Appelbaum)著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775 K線十字星: 五星上將來做頭 唐安(Elizabeth Dunn)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782 股票線路圖形: 永不過時的證券操作41點 莊孟德(Eliot Drummond)著 2011-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7157799 開盤168法: 股海羅盤法人車與散戶船 索倫提諾(Pater Sorrentino)著 2011-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7157805 高級證券分析: 葛萊姆投資學 巴米沙諾(Sam Palmisano)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812 塔木德經. 1, 巴菲特必讀方向書 穆連恩(Robert Mulraine)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829 塔木德經. 2, 刺蝟與狐狸613條 戴伊(Millan Dye)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836 股票技術分析: 渾水研究報告先下手 辛格森(Lau Thygesen)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843 證券教父投資學: 卡斯托蘭股票經 鮑洛斯(Peter Burrows)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850 翡翠極品古玉: 巴菲特的價值與價格 瑞諾(Rob Reinner)編著 2011-11-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7157867 K線之王: 三猿金泉祕錄 莫瑞(Harold Murray)著 2011-11-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7157911 葛蘭碧八大法則: 產銷供應鏈分析師 葛羅斯(Sergey Gross)著 2013-05-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7157928 西藏天珠印章石: 壽山石田黃雞血石青田石 羅丹(Bernard Rodin)著 2013-10-00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7157935 禁果: 氣功房中術: 高帥富與白秀美的愛情 清河新藏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942 酒田戰法K線. 1, 花剌子模的信使 阿部規秀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959 酒田戰法K線. 2, 飢餓式行銷的背後 井阪隆二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157966 酒田戰法K線. 3, 肥貓每週工作15小時 九澤三利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農田水利聯合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017 探索臺灣農田水利組織與制度 林建村, 李源泉, 陳信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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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4101 尚武備崇文事: 古今武學圖書暨兵器展 林昌湘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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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9407 1942金瓜石事件: 鑛城蒙冤悲歌 新北市瓜山國民小學校友會文史組編輯 20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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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7801 熱血男校: 徐匯中學五十年 天主教徐匯中學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7818 少年風火輪: 徐匯中學環島中 天主教徐匯中學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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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1413 眷村記憶拼圖: 新北市地方文史研究 [新北市擎天協會]文史工作小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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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21517 廣告創意策略 Bonnie L. Drewniany, A. Jerome Jewler著; 黃振家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1944 English at work 1A Richard Shearn, Andrew Ferris, Greg Tackett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6121951 English at work 2A Richard Shearn, Andrew Ferris, Greg Tackett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5840006 Let's dine out: English for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Yevvon Yi-Chi Chang, Tim Warren[作] 2013-03-00 其他 1

9789865840013 企業倫理: 倫理決策訂定與案例 John Fraedrich, O. C. Ferrell, Linda Ferrell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105 數位邏輯設計 Charles H. Roth, Jr., Larry L. Kinney著; 周靜娟等譯 2013-1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40112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Allen Rubin, Earl Babbie原著; 趙碧華, 朱美珍, 鍾道詮譯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擎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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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瓜山國小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徐匯中學



9789865840174 國際企業: 管理與策略 John B. Cullen, K.Praveen Parboteeah著; 楊慎淇譯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204 現代財務管理 Eugene F. Brigham等原著; 李隆生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211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以多國籍企業的觀點探討人力資源管理Peter J. Dowling, Marion Festing, Allen D. Engle, Sr.著; 胡承楷譯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228 材料科學與工程 Donald R. Askeland, Wendelin J. Wright著; 王玉瑞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40235 系統分析與設計 Harry J. Rosenblatt原著; 鍾俊仁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242 Express to the TOEIC test Jenny Wilsen[編] 2013-11-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40259 Express to the TOEIC test Jenny Wilsen[編] 2013-12-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40266 Reading master James Baron[作] 2013-11-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40280 Reading master James Baron[作] 2013-12-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40273 分析化學: 儀器分析 F. James Holler, Stanley R. Crouch著; 方嘉德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297 Essentials of general chemistry Darrell D. Ebbing, Steven D. Gammon, Hisen-Ming Kao[作]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840303 大眾媒體研究導論 Roger D. Wimmer, Joseph R. Dominick原著; 黃振家等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0310 Reading master James Baron[作] 2014-01-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40327 On the road: tourism english for travelers Joseph Henley, Andrew Crosthwaite[作] 2014-01-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40334 On the road: tourism english for travelers Joseph Henley, Andrew Crosthwaite[作] 2014-02-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40396 Reading master James Baron[作] 2014-03-00 其他 第4冊 1

9789865840419 Read to achieve: from 100 articles to 100 points Charles Tracy, Stephen Bachman, Rich Issak[文] 2014-02-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840426 Read to achieve: from 100 articles to 100 points Charles Tracy, Stephen Bachman, Rich Issak[文] 2014-03-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840433 Read to achieve: from 100 articles to 100 points Charles Tracy, Stephen Bachman, Rich Issak[文] 2014-04-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840549 團體諮商: 歷程與實務 Marianne Schneider Corey, Gerald Corey, Cindy Corey原著; 王沂釗, 蕭珺予, 傅婉瑩譯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40549 團體諮商: 歷程與實務 Marianne Schneider Corey, Gerald Corey, Cindy Corey原著; 王沂釗, 蕭珺予, 傅婉瑩譯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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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8409 星耀學園: 赤狼的戰歌 宴平樂著; Animen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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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1742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暨產學合作成果觀摩會. 2014年鄭秀月, 沈孟祥執行編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8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義守大學電子工程系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367 電子工程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第七屆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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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67713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3第十屆 黃瑜月, 陳學義總編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8767713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3第十屆 黃瑜月, 陳學義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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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57637 福德正神真經(國語注音) 2012-03-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7828 彩臨<>.草蟲花卉譜.翎毛花卉譜 江豊明作.繪圖 2013-01-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7910 太上玄門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國語注音) 2013-12-00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7927 明心寶鑑斠理 周安邦編著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7934 明心寶鑑研究 周安邦編著 2013-11-00 1版 平裝 1

9789577857941 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祕訣(國語注音)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577857958 北帝說豁落七元經(國語注音) 2013-12-00 1版 其他 1

9789577857965 重訂教乘法數 2014-03-00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57972 淨土懺法儀規 2014-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7857996 陸潛虛道學選編 (明)陸西星原著; 蔡聰哲編校 2014-04-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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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4420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杉作作; 涂愫芸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4475 天才少年的奇幻冒險 雷夫.拉森(Reif Larsen)作; 愛米粒編譯組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86 聖草之書: 芙烈達.卡蘿的秘密筆記 哈根巴克(F. G. Haghenbeck)作; 葉淑吟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5093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杉作作; 涂愫芸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8508 貓咪的祕密指南: 給小貓與流浪貓的教科書 保羅.葛立軻(Paul Gallico)作; 丁世佳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8515 內田悟的蔬菜教室: 今日的伙食也是最棒的! 內田悟作; 林仁惠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8522 銀砂糖師與青公爵 三川美里作; 涂愫芸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8539 快樂的人看書並喝咖啡 阿涅絲.馬汀-陸杭(Agnes Martin-Lugrand)作; 邱瑞鑾譯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書畫學會



9789869038546 你的夢想是什麼 : 在25個國家相遇的365個夢想 金壽映作; River Tree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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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967597 血糖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井藤英喜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603 尿酸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谷口敦夫監修 ; 張秀慧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627 三酸甘油酯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西崎統監修; 張秀慧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634 血壓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半田俊之介監修; 胡慧文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7641 別讓噪音謀殺你的聽力: 第一本臺灣人的耳朵健康保護書余仁方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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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396591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王承先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0輯 1

9789860396591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王承先總編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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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0202 臺灣島國詩篇 李魁賢等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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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49026 Best of obamablog ゴ一ルデンボンバ一, 樽美酒研二作; 黃桂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88 流動的線條Jessie King 潔西.金的插畫世界 海野弘監修; 蔣佳珈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095 無奶油小餅乾: 當飯吃也零負擔! 中島志保作; 沙子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101 全原味健康好食料理: 李德全主廚嚴選代表作 李德全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9118 人體解剖生理學速查事典 後藤昇, 楊箸隆哉作; 鄭世彬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125 從6種版型學會做24款外套 野中慶子, 杉山葉子作; 羅淑慧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49132 大師如何設計: 最完美住宅照明 遠藤和廣, 高橋翔作; 高詹燦, 黃正由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149 不受傷完美身材計畫書 有賀誠司作; 蕭名珍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156 大師如何設計: 最理想空間規畫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作; 闕韻哲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竹縣教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瑞昇文化



9789865749163 跟手拙不拙沒關係!1、2、3步驟畫出彩色小塗鴉石黑史佳作; 黃瓊仙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170 教出一生幸福好女兒 和田秀樹作; 李明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187 不老不生病的第一長壽料理 大田忠道作; 沙子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194 最新人氣大阪燒 文字燒 鐵板燒：日本國民美食的好吃秘訣永瀨正人編著; 沙子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00 中醫精、氣、神性愛滿足法 瀨尾港二作; 蔡晉峰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17 洋館的故事: 建築學博士導覽32棟最經典西式建築田中禎彥, 青木祐介, 金井健作; 林麗秀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31 手殘族學魔術的神奇秘技 日向大祐作; 林鍵鱗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48 世界絕景住宅蒐藏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X-knowledge Co., Ldt.)編著; 徐亞嵐譯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55 漫畫角色服裝設計輯. 女子休閒服篇 Amusement Media綜合學院監修; 高詹燦, 黃正由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62 多肉控 懶人植物園 勝地末子作; 蔣佳珈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86 大師如何設計: 最適合居住的居家空間構想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X-knowledge Co., Ldt.)編著; 龔智良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9293 驚人的抗老養顏α -硫辛酸徹底了解! 主婦と生活社編著; 張華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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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80959 完美氣質塑造指南 玲瓏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966 優秀女生 侯曉曉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973 少女的秘密手帖 崔坤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980 女孩成長的秘密 雲心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0997 美女是這樣煉成的 馮鳳珍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00 魅力女生養成計劃 劉愛娟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17 女孩的100封秘密電子郵件 陌上新桑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24 校花養成計劃 苗培培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31 我的傾城流年 李紅艷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48 做一個向日葵男孩 陳春蘭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55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寫給青春女孩的20封信杜玲玲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62 女孩,青春不朽: 女生18歲前要做的50件事 宋魏秦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79 這個世界,我最棒!: 致優秀的男生 吳一山著 2014-03-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86 男生成長的絕密檔案 陳譚星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093 智慧男生如此養成: 100個人生箴言 易新陽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109 十八歲,男人的成長季 王瞿恩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116 小男生大風度 王志先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123 我的青春我做主 段廣燕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圓明



9789574881130 理想與現實的橋樑: 夢想成真的10條規律 南來寒著 2014-04-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147 前進吧!少年們 陳宮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154 為美麗做個加法 黃冬琴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21 培養自己的社會能力 劉瑜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38 人生的藏寶圖 陳年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45 遇見完美的自己 譚雅雯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52 解碼「高富帥」與「白富美」 武曉燕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69 什麼才叫LIFE: 生命意義的N種解釋 李叢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76 受歡迎的八種武器 朱軍平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83 有效溝通的N種對策 何弼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390 愛在奇跡開始的地方 陳春蘭著 2014-05-00 1版 平裝 1

9789574881406 男孩的100封秘密電子郵件 沈海然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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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97324 火般冷 吳耀宗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7362 尚書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呂刑篇義證 程元敏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7379 楚文字論集 蘇建洲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7430 臺灣現代詩的現象學批評: 理論與實踐 陳政彥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093 東漢史事述論叢稿 李學銘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383 辭章章法學導讀 陳滿銘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420 江戶時代經學者傳略及其著作 張文朝編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8475 譜牒學研究 廖慶六著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8499 曉研夜爇集: 建中十年國文教學與研究 劉崇義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43 書評寫作指引 林慶彰, 何淑蘋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50 舊巷 李皇誼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81 南宮搏著作研究 蔡造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81 南宮搏著作研究 蔡造珉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598 臺灣文學與中國童謠 龔顯宗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611 國文教材教法及閱讀指導 王慧茹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635 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 許建崑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642 宋代杜甫年譜五種校注 蔡志超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659 當代西藏漢語文學精選. 1983-2013 鍾怡雯, 陳大為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萬卷樓



9789577398666 他們改變了臺灣: 13位閩籍墾臺先驅的傳奇事蹟何池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673 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時空流轉: 文學景觀、文化翻譯與語言接觸林鎮山等著; 林淑慧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673 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時空流轉: 文學景觀、文化翻譯與語言接觸林鎮山等著; 林淑慧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697 國際<>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 林慶彰, 錢宗武主編 2014-04-00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577398703 統編本: 國中、高中國文教科書叢談 董金裕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3357 <>女性服飾文化 張金蘭著 200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3432 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與研究: 上古天文學史論叢陳久金著 2001-05-00 平裝 1

9789577394934 杜甫新議集 鄺健行著 2004-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4958 北宋初、中期辭賦研究 劉培著 2004-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4965 亞洲閱讀: 都市文學與文化(1950-2004) 陳大為著 2004-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4989 國文教學心路 林玲著 2005-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5009 國中國文章法教學 仇小屏，黃淑貞著 2004-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5016 北宋詠物賦研究 林天祥著 2004-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5030 講座FORMOSA: 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 許俊雅主編 2004-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5054 郭店楚簡綜覽 劉祖信, 龍永芳著 2005-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5061 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 兼論唐宋詩之異同 張高評著 2004-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5108 戰國楚簡研究 淺野裕一著; 佐藤將之監譯 2004-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5474 我國大學臺灣人文學門系所現況調查彙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主編200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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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92484 方便與真實 劉濟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491 醫心如月映百川: 臺灣急診醫學先行者胡勝川回憶錄胡勝川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507 臺灣綠食堂 潘美玲等撰文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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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9605 懶人大旅行: 上船吧!跟著老黑環遊世界 田臨斌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29612 安靜的煙火: 我的臺灣花.樹 愛亞著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29629 遍路: 1200公里四國徒步記 小歐著 2014-05-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6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群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5172 SOS. 3, 救難小英雄: 尋找第二個地球 李鳳基著; 崔秉國繪; 林建豪譯 2012-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5752 療養院直播間: 王爺你有事嗎!? 一世華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15783 療養院直播間: 王爺你有事嗎!? 一世華裳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515769 幽靈酒店. 4, 神所允諾的願望 酥油餅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776 幽靈BOSS. 1, 小明的杯催倒楣史 酥油餅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790 Why?. 4, 東亞文明的興起從繩文到隋唐 全宥美著; 金在善繪; 張珮婕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5813 哈囉!小梅子 Lee Vin文.圖; 林建豪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515837 世界第一喪屍王: 喪屍王哪有這麼可愛!? 明仔著 2014-06-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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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401878 素描與造型設計 朱麗惠, 李牧, 周秀香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1908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群英出版社]編輯小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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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9881 Honey honey (starter) student book. B Vivian, Terence, Iris[文] 20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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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45341 刑法概要: 預試演練 沈杰編著 2012-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6034 國際公法: 第1試司法官.律師非試不可 名揚編著 2012-10-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6393 國際私法: 第1試非試不可 常揚編著 2013-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2487 刑法刑事訴訟法 : 畫解難題 羅伊, 實景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2524 法律倫理 袁翟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2777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14-02-00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2951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2014-02-00 四十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誠品世紀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保成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群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0609 水墨與彩釉的對話: 吳春惠作品集. 四 吳春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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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69404 工作研究 林樹強, 陳文哲, 葉宏謨編著 2014-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0009 電力系統 李元編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122 組織倫理實踐與社會創業精神 吳成豐編著 2014-01-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3450139 金融投資實務: 投資理財入門工具書 廖詠濬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0160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總整理 林文興, 林坤層編著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177 試題大補帖: 電子儀表概要. 2014 余宏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184 試題大補帖: 基本電學. 2014 余宏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191 電路學試題大補帖 劉承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207 轉學考微積分試題解析. 102 歐大亮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214 勇敢去敲貴人的門 管家賢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245 提綱挈領學統計 張翔, 廖崇智編著 2014-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0252 消防勤業務作業流程指南 曹重賓, 吳世騰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269 試題大補帖: 電子學. 2014 劉明彰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276 試題大補帖: 電磁學與半導體. 2014 李長綱, 袁大為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283 試題大補帖: 電力系統與電機機械. 2014 李元, 孫廷, 陳澤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306 Actionscript 3.0程式設計初探 卓立正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313 國際法考用小法典精編 蔡育岱, 熊武合編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0320 試題大補帖: 工程數學. 2014 程逸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337 保安監督人初訓教材 吳武泰編著 2014-04-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0344 通路管理: 行銷策略與企劃實戰案例 戴國良編著 2014-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0368 展覽行銷與管理實務 姚晤毅編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0382 民法在警政之應用 吳家慶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399 轉學考經濟學試題解析. 102 楊莉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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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暄風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新頁圖書



9789868628113 An applied econometric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financial and capital energy marketsChing-Chun Wei[編] 2014-03-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6198502 學藝術 陳美芬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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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5414 全國網際網路暨通訊科技研討會. 2014第10屆 趙亮琳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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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34929 管理你的每一天: 建立好習慣、鍛鍊專注力、磨練創意99U, 約瑟琳.葛雷(Jocelyn K. Glei)作; 陳維真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29 管理你的每一天: 建立好習慣、鍛鍊專注力、磨練創意99U, 約瑟琳.葛雷(Jocelyn K. Glei)作; 陳維真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36 希望回來了: 最大的苦難,最美的重生 陳雅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36 希望回來了: 最大的苦難,最美的重生 陳雅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43 沉默的妻子 A.S.A.哈莉森(A.S.A Harrison)著; 劉嘉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950 無形之雨: 草莓之夜 譽田哲也著; 徐嘉霙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50 無形之雨: 草莓之夜 譽田哲也著; 徐嘉霙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67 決戰王妃. 3, 真命天女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賴婷婷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67 決戰王妃. 3, 真命天女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賴婷婷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4974 偵探偶爾獅性大發: 蠻憨女偵探事件簿 東川篤哉著; 張鈞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1334981 英文給它有點難,我靠畫畫搞定它 露琪.古提耶雷茲(Luci Gutierrez)著; 歐罷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4998 拼死也要去的世界絕景 詩步著; 游韻馨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001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7, 莉子PK時尚女王 松岡圭祐著; 李漢庭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018 黑色粉筆 克里斯多福.J.葉慈(Christopher J. Yates)著; 林力敏譯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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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5155 皮革工藝. 17, 印第安小物篇 高橋矩彥作; 劉好殊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62 愛犬造型百科 世界文化社作; 吳冠瑾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75179 德國空軍轟炸機. 1939-1945 野原茂作; 張詠翔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86 別急著下結論 中野明作; 林詠純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193 學畫畫真簡單. Q版手繪篇 飛樂鳥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約翰科大電通系



9789865775209 漫畫秘技: 畫出生動靈活の手&腳 管清和作; 林倩伃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16 馬卡龍魔法書. Part 2 田佳琳作; 王翎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23 Mizutama小姐の卡哇伊手繪杯墊日記 Mizutama作; 潘舒婧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30 超級漫畫百科5000例. 人物篇 C.C動漫社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47 讓狗狗越來越聰明の教育與訓練法 鈴木昌子作; 劉淳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54 超省錢公寓微整型 大倉祥子作; 黃筱涵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61 畫出自己の貓國物語 飛樂鳥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78 做出34種不同Style的鬆餅點心 高橋教子作; 吳冠瑾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85 名模隨時都在偷練的究極燃脂操 石井直方作; 陳韻如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292 學畫畫真簡單: 鉛筆素描入門 飛樂鳥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08 超級漫畫百科5000例. 服裝篇 C.C動漫社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15 透明水彩技法: 果實の詩篇 高橋京子作; 潘舒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22 淋巴經絡瘦身操 渡邊佳子作; 林詠純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39 新經典: 家の私設計 中山繁信作; 吳乃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46 圖解反恐維安系統 坂本明作; 張詠翔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53 簡筆插畫Book. 7: 超吸晴手繪字&點綴術 渡邊美里作; 潘舒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60 達人開課,教你一手玩調酒 岡崎ユウ作; 高智賢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77 蘇姑娘の拼布大集合 市川直美作; 蘇月卿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84 隨心所欲彩繪我の365天 カモ作; 潘舒婧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391 1/700重現聯合艦隊精密船艦模型 細田勝久作; 許嘉祥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07 皮革工藝. Vol.18, 簡約日用包 高橋矩彥作; 劉好殊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14 翻滾吧!泡芙: 58款可口美味泡芙,自己動手輕鬆做!高橋教子作; 張暐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21 日和手製本: 10位製本家の私授製書秘笈 嶋崎千秋作; 吳冠瑾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38 一伸一扭治痠痛 宮崎裕樹作; 蘇暐婷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52 森山百合子の七彩繪畫風拼布 森山百合子作; 林農凱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69 圖解中醫經絡、穴位教科書 兵頭明作; 陳韻如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76 北歐剪紙藝術: 來自丹麥的可愛立體旋轉吊飾 Jens Funder-Nielsen, 田尻知子作; 林倩伃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83 圖解裝飾品 池上良太作; 曹茹蘋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490 超級漫畫百科5000例. Q版篇 C.C動漫社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506 超可愛黏土甜點飾品&配件小物 山田けい作; 林農凱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513 手工裝幀基礎技法&實作教學 喬瑟夫.坎伯拉斯(Josep Cambras)作; 王翎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5520 人體藝用速寫: 將美術解剖學活用於素描.動畫.漫畫高桑真惠作; 林倩伃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145 觀光餐旅暨運輸服務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王榮祖總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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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7089 價值創造與風險管理: 理論、迷思與實務 張士傑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287 UHC論文集. 2012 UHC2012編輯群編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393 偏振光學 張京戈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430 數理傳染病學 何肇寶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454 經濟學: 生活世界之讀解 王鳳生, 李仁耀, 陳思慎著 2013-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37508 知識管理: 智慧營運的磐石 陳瑞陽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539 動畫圖解計算機概論 李春雄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7546 管理學: 以服務為導向的新觀念 蔡敦浩, 李慶芳, 陳可杰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37553 半導體量測理論與實務 楊誌欽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560 經濟學: 觀光與休閒之應用 楊明憲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577 電子商務: 理論、實務與CEO規劃師、分析師證照欒斌, 陳苡任合著 2013-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37584 電磁學 周志隆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591 通識微積分 江哲賢等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07 公司評價理論與實務 梁憲政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14 電子商務: 理論、實務與TQC證照: 實用級(EC1)、進階級(EC2)、專業級(EC3)欒斌, 陳苡任合著 2013-08-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37621 64位元Debian Linux作業系統實務: 輕薄易用桌面環境建置李博明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38 顧客關係管理: 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 陳德富著 2013-09-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37645 觀光行銷學: 觀光餐旅與休閒遊憩整合觀點及科技思維陳德富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52 同調訊號到達方位估測統計模型之研究 林建洲, 程雅琳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69 生物機電工程概論 郭彥甫主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76 訂價策略 王鳳生, 許竹筌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690 計算機概論 Nell Dale, John Lewis原著; 施松村, 施弼耀譯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37706 People we know 薛珍華, 劉窕娟, 陳婉青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713 自然科學與視覺化 陳永富, 梁興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720 員工資訊隱私權與企業網路監控之協調 江啟先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744 企業管理學 林永順作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37751 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暨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2013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暨技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萬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9789865937768 基礎8051與CAN網路介面實習 劉宗穎等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7775 精密儀器概論 劉柏村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782 管理與商業心理學 林財丁著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37812 農民團體經營國產品牌水果現況之研究 葉影棉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829 工業工程管理: 企業流程與供應鏈 陳以明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836 設施規劃: 佈置實務與倉儲設計 張倫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843 人因工程實驗設計與實習 吳欣潔等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37850 水資源工程 羅健成, 張德鑫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37874 新編古典文學導讀 廖國棟等合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904 企業經營與診斷 胡伯潛著 2014-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37928 系統模擬與Arena應用 郭幸民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7935 果蠅最佳化演算法: 最新演化式計算技術 潘文超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2

9789865937942 微積分 黃天受等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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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61458 網路與軟體應用 楊國隆, 游清柱, 熊高生著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7313 HTML5 & CSS3辭典(第2版) 彭俊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8617 C++ API設計 林昆穎, 吳京子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164 User-Centered Design使用者導向設計 Travis Lowdermilk著; 黃朝秋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881 PHP程式設計 Kevin Tatroe, Peter MacIntyre, Rasmus Lerdorf著; 林耕溥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69911 Music Maker 2013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林逸青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69966 新趨勢網路概論 陳惠貞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769973 Hadoop管理手冊 Eric Sammer著; 王耀聰, 楊順發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045 訊連科技CCP國際專業認證官方教材: 威力導演12創新影音剪輯訊連科技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052 網路行銷: 3A時代來臨 劉文良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70106 Mathematica錦囊妙計 林威仰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113 大字輕鬆讀,誰都能看懂的iPad玩全攻略 陳千里, 吳銘崧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199 Linux指令大全 William E.Shotts.Jr.著; 柳百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281 HTML標籤辭典+CSS 株式会社ｱﾝｸ著; 許郁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335 Learning Autodesk 3ds Max 2014 Autodesk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342 AutoCAD 2014超強3D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機械/工業設計)邱聰倚, 姚家琦, 劉耀鴻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359 中老年人快樂學FACEBOOK臉書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1

碁峰資訊



9789863470373 微軟系統技術顧問養成手冊 顧武雄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380 Visual C# 2013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397 微互動Microinteractions Dan Saffer著; 鄭巧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403 21世紀C語言 Ben Klemens著; 莊弘祥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441 透視數位攝影技巧. Part 2, 攝影一點訣 Scott Kelby著; 若揚其譯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0465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寶典(SolidWorks 2012最新版)郭宏賓等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472 3D印表機自造全書 蔡富吉, 蔡坤哲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489 超簡單!PhotoImpact X3影像精修設計美學 張仁川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588 不平凡的攝影視角: 快拍、快修的必學秘技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595 Autodesk Revit建築設計與建模實務基礎 王明德等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601 網路安全概論與實務: 開源碼架構之網路安全防禦解密陳嘉玫, 吳惠麟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618 Unity跨平臺3D全方位遊戲設計 楊東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625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632 Autodesk Inventor 2014電腦輔助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魏廣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656 用實例學Visual Basic2013/2012程式設計 陳會安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663 汪博士解讀PMBOK與PMP認證 汪小金著; H&C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670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AutoCAD 2014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687 Python錦囊妙計(第三版) 黃銘偉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694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完整學術科解析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2014-03-00 五版 其他 1

9789863470700 Windows Server 2012 R2 Active Directory建置實務戴有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717 第一次玩Mac就上手(Mac OS 10.9對應版) 許宸豪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724 數位攝影之道: 更具創意的Photoshop攝影後製之路Harold Davis著; 陳亦苓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731 深入淺出C# 楊仁和譯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0748 精通Objective-C程式設計 Stephen G.Kochan著; 蔡明志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0755 Learning Autodesk Revit 2014 Autodesk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762 Artlantis建築與室內設計超擬真彩現 張敬鴻, 顏若飛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779 SketchUp 2013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邱聰倚, 姚家琦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793 第一次學C++就上手 李啟龍, 鄭任翔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809 我的第一本蘋果書: Mac OS X 10.9 Mavericks 詹凱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816 威力導演12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李燕秋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823 跟我學Windows 8.1 郭姮劭, 江高舉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830 iOS 7程式設計實戰: 171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朱克剛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847 跟我學Outlook 2013: 將Outlook從個人資訊管理提昇至雲端應用沈正懿, 江高舉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854 Make: 樂高機器人與Arduino專題製作 莊啟晃等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878 TQC+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885 Autodesk Revit 2014建築與室內設計絕佳繪圖表現張敬鴻, 林景賢, 謝銀欣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892 口袋神器Ricoh GR: 功能解析x實拍技巧x達人分享阿奇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908 iPad Air/iPad mini完全活用術: 220個超進化技巧攻略i 點子工作室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0915 第一次玩微型單眼就上手 尚藝攝影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946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著 2014-04-00 四版 其他 1

9789863470953 歡喜學OFFICE 2013 濬碩資訊工作室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960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2015 陳惠貞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0977 挑戰PHP/MySQL程式設計與超強專題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著 2014-05-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0984 學會Objective-C的24堂課 蔡明志著 2014-06-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0991 Wordpress網路拉皮術: 手機、平板、PC都好用的響應式設計吳姿穎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011 AKILA魔法教室: 非常好色9創意DIY 蔡俊傑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028 Scratch 2.0積木.程式.創造力 王麗君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035 Scratch 2.0程式積木創意玩 王麗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059 用Photoshop去背兼職X網拍並不難 楊比比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066 Excel函數與分析工具 楊世瑩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073 Visual Basic 2013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何叡/張傑瑞/吳昱欣 著 吳明哲 策劃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080 不再只是糖水照!: 創作不凡影像的52項修煉 胡為君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097 SketchUp 2013設計實感與快速繪圖表現 陳麗娥, 李盛明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103 SketchUp 2013建築與室內設計絕佳繪圖表現 張敬鴻, 謝銀欣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110 Visual C# 2013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127 Google Nexus 5玩全攻略 3C布政司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134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文淵閣工作室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141 中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4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165 Windows Server 2012 R2系統建置實務 戴有煒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189 有趣的威力導演12: 影音.設計.剪輯 蔡俊傑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196 軟體大發現Unity自由嬉遊趣 E趣自由教學團隊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202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Dreamweaver CS6吳玄玉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219 Windows 8.x Apps市集應用程式開發: 使用C# 章立民研究室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226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4年版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264 最新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著 2014-05-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71271 8051入門: C語言輕鬆學 楊明豐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301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318 新趨勢網路概論 陳惠貞作 2014-05-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3471332 專題製作 ezgo開發團隊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349 資訊科技概論. 2014: 含Office 2010應用 楊榮文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356 人像構圖美學 侯俊耀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363 ERP基礎檢定考試認證指南(增訂版)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ERP中心, 林文恭, 謝志明著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1370 資訊教育. 2013: 依100年最新課綱編訂(九年一貫國民中學)楊游勳, 陳昕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387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400 網路行銷與創新商務服務: 雲端商務和物聯網個案集陳瑞陽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1417 專案管理: 結合實務與專案管理師認證 劉文良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1424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函數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1431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Windows Phone 8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448 訊連科技CCP國際專業認證官方教材: 威力導演12創新影音剪輯訊連科技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479 中老年人快樂學FACEBOOK 臉書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486 Autodesk Revit建築設計與建模實務基礎 王明德等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493 超簡單!PhotoImpact X3影像精修設計美學 張仁川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509 不平凡的攝影視角: 快拍、快修的必學秘技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516 AutoCAD 2014超強3D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邱聰倚, 姚家琦, 劉耀鴻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523 Artlantis建築與室內設計超擬真彩現 張敬鴻, 顏若飛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530 Autodesk Inventor 2014電腦輔助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魏廣炯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547 Android初學特訓班 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2014-04-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471554 Music Maker 2013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影視動畫配音、配樂與音效超強全應用林逸青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1578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4.5完美入門: 使用C# 奚江華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1776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2013最新版) 林文恭研究室, 苑景資訊工作室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783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檢定術科 林文恭研究室, 鐘文彬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79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e次通office2010 林岑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806 單晶片能力認證學術科: 專業級暨專家級 趙芊逸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813 8051入門: 組合語言輕鬆學 楊明豐作 2014-05-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1820 資訊安全概論與實務 潘天佑作 2014-05-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1837 Access 2013嚴選教材!資料庫建立.管理.應用 楊世瑩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844 Android Apps初學必修課(適用Android4.x~2.x) 吳錫修, 耕雲智慧生活科技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851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 苑景資訊工作室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868 數位邏輯設計實用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趙芊逸作 2014-05-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1875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 林文恭研究室作 2014-05-00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471882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檢定學術科 林文恭研究室, 鐘文彬作 2014-05-00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471929 數位邏輯設計實用級暨專業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趙芊逸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936 IC³ GS4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總考核教材 臺灣資訊整合協會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943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檢定學科 林文恭研究室, 鐘文彬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950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瑋博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作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1967 Java SE7與Android 4.x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2014-05-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2049 Dreamweaver CS6 X PHP超強互動網站特訓班: 從基礎、進階到雲端整合與行動網頁的全面運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2014-05-00 其他 1

9789863472056 用Visual Basic您也能開發Android App 陳會安作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063 3ds Max 2014超強3D設計與絕佳動畫表現 黃義淳作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2148 SQL Server 2012 資料庫管理實務 陳會安作 2014-06-00 其他 1

9789863472155 SQL Server 2012資料庫設計實務 桂思強作 2014-06-00 其他 1

9789863472162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2012最新版 林文恭研究室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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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90752 奈米材料學簡明教程 汪信, 劉孝恒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90769 設施規劃 James A. Tompkins等作; 邵柏林等譯 2011-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2890776 管理數學 Michael Sullivan作; 趙可南譯 2014-02-00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2890783 生物統計 Thomas Glover, Kevin Mitchell原著; 方嘉德譯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2890790 財務會計(IFRS版) Jerry J. Weygandt, Paul D. Kimmel, Donald E. Kieso原著; 陳美娥等譯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85001 閱讀.生命.書寫 陳憶蘇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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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797260 早識地產.早日脫貧: 地產勝經. 2014 馮先勉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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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33491 成本會計學: 題庫及題解 馬君梅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3699 市場調查實務問卷設計與研究分析 吳柏林, 謝名娟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3729 健康促進管理與實務: 規劃管理觀點 林紀璿, 張林松, 蔡維鈞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3736 餐旅管理與個案實務: 策略管理之顧客關係管理觀點林紀璿等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3835 SAS: 財金計量之應用 王萬成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碁泰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129

送存冊數共計：129

滄海圖書資訊



9789866333927 e化會計學 馬君梅等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6333965 管理學 沈鵬飛, 林宥瑩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3972 國際禮儀實務: 教您培養優雅與風範 陳禔銨等著 2013-08-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6333989 微積分導論 郎正廉, 施俊良, 葉建寧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33996 投資學: 理論與實務 徐俊明著 2013-09-00 8版 平裝 1

9789865761004 金融機構管理 沈中華著 2013-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028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著 2013-09-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61035 財務管理個案: 策略與分析(系列二) 鍾惠民, 王燈山, 李怡樺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042 企業併購理論與實務 伍忠賢著 2013-10-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1059 保險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 許文彥著 2013-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1066 財務風險管理 汪逸真, 絲文銘, 鄭昌錞著 201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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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49351 英文聽力攻略 林漢忠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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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8002 道德經新編心譯 心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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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5130 勞動法令暨實務見解 李洙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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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7047 經營變數中五行相生致中和之力 林國雄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瑞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善心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逸智慧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604 百變積木.親子10pcs: Lasy積木の基本原創模型 林志霖作; 褚淑娟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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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8701 活血養生的經絡按摩 傅國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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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1751 出來騎,總是要環的! 丹尼爾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8981768 比特幣: 你第一次就上手 Dave C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8981775 黃金交易的第一本書: 黃金自動交易指南 Dave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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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3759 咖啡入門教科書 堀口俊英作; 林倩伃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66 小空間大格局. 收納x動線篇. Part 2 X-Knowledge作; 邱婉婷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73 畫一本書過耶誕 Fiona Watt作; 陳鴻銘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97 畫一本書送給她for Girls Lucy Bowman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780 進擊の網球: 軟式網球基本打法&戰術200招 神崎公宏作; 李永智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803 居家裝潢終極指南 村上太一, 村上春奈, 平真知子作; 曹茹蘋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810 進擊の羽毛球: 打好基礎的200種練習法 舛田圭太作; 李永智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827 今天我要做什麼?畫一本書送給他 James Maclaine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834 膝蓋疼痛Q&A 內尾祐司, 千田益生, 齋藤知行等作; 羅怡蘋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841 浪漫女孩風立體編織小物 アツブルミンシ作; 潘舒婧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858 今天我要做什麼?畫一本書給自己 Fiona Watt文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3865 咖啡館開店教科書 田口護作; 張暐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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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經典圖文傳播



9789865824150 浮光 吳明益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67 京都戀習世代 瀧羽麻子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74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24181 大唐李白. 二, 鳯凰臺 張大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198 致青春 朱利安.費羅斯(Julian Fellowes)著; 宋瑛堂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04 謬拉老師上學去 菲利普.穆勒(Philipp Moller)著; 林繼谷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11 耳朵借我 馬世芳[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228 歌物件 馬世芳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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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9447 時空冒險: 次空間之謎 雷哲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54 賺大錢有這麼難嗎? 蔡嫦琪作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61 斗數占出富樂人生: 紫微心靈療癒 飛翔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78 這些英文連老外都弄錯! 劉志堅作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85 把拔的野蠻情人 北川舞作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09492 從赤道到南極 Dreamer girl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1608 尹莎變身日誌 尹莎作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1615 Facebook非試不可的行銷術: 用15招心法打造你的網路行銷通路林達宏, J&M Studio文創作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1622 愛美有理 張宇正作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1639 中國人應當認識的英國 徐永泰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1646 公園裡的烏龜先生 張憶梅文; 嘻齡圖 2014-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31653 實戰帶兵學: 業務主管的自學書 宋家旺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1660 我給了你我的第一次和最後一次 王遐昌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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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9060 幕後英雄 姜俊昊作; 崔光明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29077 找到你的事奉哲學 任耶利米(Jeremy Ren)著; 吳約瑟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意群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零極限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502 25篇美國TESOL協會專欄文章: 資深教師教你怎麼度過語言教學瓶頸Dorothy Zemach作; Emily Chu翻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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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77813 新約 : 新和合本聖經 李廣編譯 2012-07-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01113 古代以色列的敬拜: 要點指南 布魯格曼(Walter Bruggemann)著; 郭大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120 神給母親的應許 傑克.康特曼(Jack Countryman)著; 沈紡緞, 劉睦雄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59587 新約新和合研讀譯本(註釋本) 李廣著 20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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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6305 企業永續DNA: CSR創利 張明輝, 吳德豐總策劃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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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2911 高人一等呷百字不是夢 鄭勵君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2928 國際運動健身產業發展趨勢之研究: 以World Gym國際健身俱樂部為例鄭勵君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2935 運動休閒管理學術論文集 鄭勵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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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3744 中華文明啟示錄 欒樹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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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7907 化石話古: 一個牙醫師的蒐藏驚艷 葉貴玉編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爾文化石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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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微塵工作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8904 隨緣摭葉: 梁丹美畫集 梁丹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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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5834 中國近代憲法第一人: 汪榮寶 趙林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5902 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 杜正宇等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5902 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 杜正宇等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2

9789865915957 創造力: 啟發頭皮下的東西 邱慶雲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5988 黑牆裡的倖存者: 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 齊家貞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6004 黑牆裡的倖存者: 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 齊家貞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15995 臺灣的選擇: 亞太秩序與兩岸政經的新平衡 顏建發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011 白佛言作文教室: Being教與學 白佛言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6028 大聱林鵬: 一個革命者的反思 周宗奇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042 烏托邦的幻滅: 延安一代士林 裴毅然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059 演技六講 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Richard Boleslawski)著; 鄭君里譯2014-04-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066 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 趙旭作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073 秦淮河 魏得勝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080 消失的西康 張永久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097 與骨共舞 卜華志作 2014-04-00 B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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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8608 潘枝鴻水彩油畫集. 2014 潘枝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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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61165 關鍵: 傑出人物的行為祕密 樊雄著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623 大謀略家.對決 庸人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07 蔬果美容健康法 張志華, 丁峻, 張嘉主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6

煙樓坊美術館餐廳

鼎銘畫陳列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潮社



9789863164838 大秦的謀略 慕寒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45 酒桶中的女屍 弗里曼.克勞夫茲著; 東野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52 知己知彼心理學 麥凡勒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76 猶太人成功寶典 李佳東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83 大漢的謀略 陳冬梅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890 三國大謀略 雷靜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06 鹿茸精: 不老之祕 林子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13 蜂膠新發現 城後昭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20 我們都活在誘惑的世界 林郁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37 劉羅鍋的糊塗最聰明 東野君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44 寫給女兒的30封信 伊麗莎白.凱茜著; 張明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51 醫遍天下 鐵牛著 2014-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4968 豪宅魅影 瑪麗.羅伯茲.萊因哈特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75 水是最好的藥 張明玉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82 改變讓一生更精彩! 華章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4999 24節氣養生術 月望西樓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02 胡雪巖就是比你會做生意 東野君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19 12時辰健康法 月望西樓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26 裸睡健康法 張明玉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33 多喝健康好水: 富氫水 呂鋒洲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40 生命永遠在微笑: 鶴翔莊功法治癌 陳慧獻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57 鶴翔莊功法 北京氣功研究會，鶴翔莊功法研究小組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64 新版.菜根譚 東野君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71 五穀雜糧治百病 敏濤主編 2014-04-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088 大唐的謀略 移然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095 大宋的謀略 甘谷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101 八極拳 劉雲樵著 2014-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118 曾國藩一生不敗的「忍」字 東野君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125 猶太人改變世界 顧駿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132 肝硬化 張焜和著 2014-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149 骨質疏鬆症 蔡樹濤主編 2014-06-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156 人際關係心理學 麥凡勒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163 掌握人心的技巧 麥凡勒主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170 將計就計 希區考克原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187 幸福告白 柯波夢丹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194 大元的謀略 胡善恩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200 個人時間管理學 蒼井剛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217 康熙大智慧 東野君著 2014-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224 康熙用人之道 東野君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255 孫子兵法大智慧 吳希艷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262 午夜追蹤 希區考克原著; 懸疑俱樂部主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279 人生每天都有轉折點 樊雄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286 世界最偉大的推銷員 奧格.曼丁諾著; 李潤生譯 2014-05-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293 大明的謀略 朱雲霞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309 大清的謀略 王蕙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316 人人都能成功 拿破崙.希爾, 克里曼特.斯通合著; 李潤生譯 2014-06-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5323 平衡就是美 雅瑟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330 多走路,更健康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5347 郭林新氣功: 治癌功法 郭林氣功研究小組著 2014-06-00 修訂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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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6685 鬼在春天做什麼 吳永毅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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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2210 如何過一個敬虔的人生 許茂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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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39739 無聲的對話: 范晏暖作品集. 2012 范晏暖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39746 視象與圖像的思維: 范晏暖作品集 范晏暖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經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摩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樂園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蜃樓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3753 清代學術與文化新論 陳東輝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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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5803 挑戰晶片: 全球電子業的勞動權與環境正義 泰德.史密斯(Ted Smith), 大衛.桑那菲(David A. Sonnenfeld), 大衛.佩洛(David N. Pellow)主編; 地球公民基金會譯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5827 食物: 認同、便利與責任 沃倫.貝拉史柯(Warren Belasco)著; 曾亞雯, 王志弘譯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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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50135 土地法研究 陳立夫著 2011-06-00 一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952450 身分法爭點整理 與樂, 小明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481 民事訴訟法概要題型破解 尚勤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603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2610 法院組織法題型破解 林肯編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641 民法概要題型破解 揚英編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658 非訟事件法新論 姜世明著 2013-10-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689 法學大意: 主題式全面解析題庫 又新編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719 日本近代文学としての童話: 昭和前期の作品を中心に顧錦芬著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771 政府採購法之開拓線 林家祺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795 民事訴訟法註釋書 姜世明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52801 票據法題型破解 米奇編著 2014-01-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2818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禾呈, 里昂編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2825 債各、物權關鍵選擇 宋世傑, 殷越編著 2014-07-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832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黃程國編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2849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編著 2014-02-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2856 刑法題型破解 雷洛虎編著 2014-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2863 高齡化社會法律之新挑戰: 以財產管理為中心 黃詩淳, 陳自強主編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870 法律與資訊科技: 新興議題之理論與實務 謝國廉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887 物權法題型破解 唐浩編著 2014-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2894 身分法題型破解 大邁, 雷霸龍編著 2014-03-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2900 學位論文集: 機會喪失.客觀計算 曾世雄著 2014-01-00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學林



9789862952917 民法總則題型破解 綺夢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2924 債法題型破解 大邁編著 2014-03-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2931 由合夥組織之四大原則看合夥人之更易 王千維著 2014-0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2931 由合夥組織之四大原則看合夥人之更易 王千維著 2014-0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2931 由合夥組織之四大原則看合夥人之更易 王千維著 2014-0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2948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2014-03-00 三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955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編著 2014-03-00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2962 全球品牌商標案例簡析 陳春山作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2979 證據評價論 姜世明著 2014-02-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2986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2993 打開文學的門窗. 下卷, 島嶼身世 王靖婷等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006 地震防災概論 陳光榮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013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2014-02-00 十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3020 左傳名句選讀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037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2014-0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3044 執行力擴張與不動產執行 許士宦著 2014-0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53051 保險法題型破解 海青編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068 憲法題型破解 姚明編著 2014-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3075 公私協力與行政合作法 詹鎮榮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082 地政士歷屆試題解析 棨澂編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3105 一試就上手: 超好用英文題庫書: 英文 理查.派克(Richard Parker)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12 一試就上手: 超好用測驗題庫書: 行政學暨概要 利澤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36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撲吼獅編著 2014-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3150 核能法體系. 一, 核能安全管制與核能損害賠償法制臺灣能源法學會作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67 土地稅法規 棨澂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74 土地法規 棨澂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81 土地登記實務 棨澂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3198 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彭韻婷編著 2014-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3211 格式塔理論融入古典詩意象分析之探索 潘麗珠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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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23736 史上最強瘦腹對策 高田一也作; 陳韻如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1

楓樹林



9789866023743 輕鬆讀歷史. 6, 世界歷史地圖 カルチヤーラソド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750 平清盛 西村誠等執筆; 劉格安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774 日本後現代主義建築巡禮 磯達雄作; 曹茹蘋翻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781 徹底圖解恐龍世界 金子隆一作; 高智賢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798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14, 遠東圍城器械 Stephen Turnbull文; 賴芊曄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804 決定版三國志 吉川英治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6023811 決定版三國志 吉川英治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6023828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13, 西洋圍城戰. 上中.中世紀篇Duncan B. Campbell, Christopher Gravett作; 黃漢強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835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15, 二戰兵器大比拼 Michael E. Haskew作; 王翎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842 戰國三公主 阿江 雙葉社作; 劉格安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859 輕鬆讀歷史. 7, 江戶風情話 江戶歷史研究會作; 陳聖怡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873 日本大合戰 五稜郭工作室作; 陳聖怡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880 徹底圖解三國志 榎本秋作; 麥盧寶全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897 唐朝穿越指南 森林鹿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903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16, 裝甲列車 史提芬.查羅加(Steven J Zaloga), 東尼.布萊恩(Tony Bryan)作; 卡米柚子翻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910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17, 現代武器大比拼 馬丁.道格提(Martin J. Daugherty)作; 王翎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927 日本名將100傑 歷史魂編集部作; 劉格安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934 江戶城與將軍 双葉社作; 陳聖怡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941 徹底圖解電的奧秘 榎本秋作; 麥盧寶全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3958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18, 中世紀俄羅斯堡壘 Konstantin Nossov作; 陳筱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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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2317 一念間: 我所體悟的慈濟思惟 何日生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8952386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三年, 冬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2393 靜思語(越法中英典藏版) 釋證嚴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5802 青年靜思小語(簡英對照) 釋證嚴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5819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四年, 春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5826 Jing si aphorisms Shih Cheng Yen[編] 2014-04-00 平裝 第1集 1

9789869055833 靜思語(越法中英典藏版)(附錄西文) 釋證嚴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慈濟中文期刊部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238 活活的告別式: 看見圓滿的自己 葉文鶯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238 活活的告別式: 看見圓滿的自己 葉文鶯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9245 我的第六個孩子 吳玉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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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9225 殷勤治理: 「成人」取向的教會管理 林德晧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232 給事奉充充電 蔡頌輝文.圖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9249 早安!美音女士 植垣步子作.繪; 米雅翻譯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263 11隻貓 馬場登作.繪; 米雅翻譯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270 爺爺的櫻花道 劉清彥作; 曹俊彥繪 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287 11隻貓和豬先生 馬場登作繪; 米雅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294 11隻貓和阿呆鳥 馬場登作繪; 米雅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324 摩爾小姐: 兒童圖書館的推動者 珍.賓波洛夫作; 黛比.艾威爾繪; 劉清彥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9355 苦絕的猶太文化 殷穎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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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807 生命靈數: 從數字中看見 通往富足 幸福之道 安琪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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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6058 海燕.鏡觀: 菲律賓風災慈濟援助 陳國麟等文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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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11714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第二十三屆2012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靜宜大學漢字研究中心, 中國文字學會主編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1776 韓詩外傳解譯 徐芹庭, 徐耀環註譯 2013-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1769 韓詩外傳解譯 徐芹庭, 徐耀環註譯 2013-04-00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鼎鴻國際財富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環圖書



9789577811837 大圓滿成佛法 徐耀環總編輯 2014-01-00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1868 中日韓城市文學及藝術創新比較 嚴明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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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625540 慈濟學初探 釋德傅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7625564 紫式部の漢学世界: 源氏物語と白氏文集.紫史吟評岡部明日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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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3621 大家的西班牙語 Jose Gerardo Li Chan作; Esteban Huang譯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669 趣上日本語 林京佩, 陳冠敏, 木村翔著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676 新韓檢: 初級聽力全攻略 裴英姬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683 讀故事書, 學好韓語初級閱讀 金京子著; 周羽恩譯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690 日本在地名部落客WAWA私心推薦!: 大東京最完整瘋狂買物地圖林潔珏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706 法國人天天說的生活法語 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Mandy Hsieh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713 Fun!有趣的韓國俚語.俗諺 陳慶智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720 新日檢N5言語知識全攻略(文字.語彙.文法) 張暖彗著 2014-04-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3737 法語發音通 趙俊凱著 2014-04-00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744 每天10分鐘聽聽日本人怎麼說 林潔珏作 2014-05-00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751 新日檢N3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全攻略 余秋菊著 2014-05-00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3768 一考就上! 新日檢N5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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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8128 淡淡的蘭 潘詠梅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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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43680 材料力學: 系統剖析 林冠丞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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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瑞蘭國際



9789867343703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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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1934 道教女神信仰研究 莊宏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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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6416 追夢的人生: 一位臺灣人文主義運動者的生命故事林衡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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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97130 禮頌 劉志明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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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1972 兩岸紡織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七屆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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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1873 跨越文化.多元想像: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微型論壇論文集. 一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微型論壇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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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21590 藝術學報. 第一期 康台生總編輯 2012-07-00 平裝 2

9789866221835 藝術學報. 第二期 康台生總編輯 2013-07-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跨文化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186 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 (隋)天臺智者大師撰疏; (宋)四明沙門知禮述鈔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9029919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 智溫居士擷選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29926 壽康寶鑑; 不可錄合刊 天津居士, 臺中市佛教蓮社彙整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9029933 壽康寶鑑; 不可錄合刊(簡體版) 天津居士, 臺中市佛教蓮社彙整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9029940 太上感應篇直講; 文昌帝君陰騭文譯註合刊 臺中市佛教蓮社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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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15914 2013臺中真情味: 廚神大賽: 102年度臺中市各區農會田媽媽暨家政班地方特色創意料理爭霸賽食譜李月貴, 張淑馨執行編輯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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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8561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覺世真經白話註解 蘇俊源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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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7805 廣教誡開示錄 三聚精舍編輯組編輯; 果清第五律師講述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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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04932 臺灣兩岸石雕展暨臺中縣石雕協會會員展作品集. 2013第四屆洪紹倫主編 201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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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78828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08 吳相君校稿 2008-12-00 平裝 1

9789572878835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09 2009-10-00 精裝 1

9789572878842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0 邱錦卿總編輯 2010-11-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石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瑤天門汰沅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芬園三聚精舍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市清水區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113 明尊妙應.救攝不捨:《大通方廣經 》卷中(一)經文選讀曲嘉仁波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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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806169 牙醫最新主流醫學文集 王法仁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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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34757 戴氏頭皮針: 顱骨縫刺激區的研究及臨床應用 戴吉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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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1241 南港常見蕨類圖鑑 曹錫智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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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10165 理路幻鑰.小理路.白紅顏色等的建立 永津強巴仁波切作; 洛桑蔣千編譯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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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86144 圖解中國百科全書 華遠路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144 圖解中國百科全書 華遠路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151 創意居家布置,空間機能提升100%的裝潢專書 林芷欣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175 廚神的私房料理食記 玄真禧編著 ; 崔冬梅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182 孩子成長拍攝零失誤的38種技巧 金勇男編著; 金哲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大通方廣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牙醫師公會



9789865786199 從新手變達人的必備料理教科書 金恩珠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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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3127 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三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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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51112 寫意台北: 城市意象文學攝影集 丘彥明等作; 何經泰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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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40652 商業概論(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2014版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208034 經濟學歷屆試題精選 補教名師群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8058 影像處理: GIMP 旗立研究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8072 國民中學資訊教育 旗立研究室編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40676 計算機概論. A(職業學校一般科目生活領域) 李亮生, 傅珏華, 陳源宏編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40706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40720 大學升了沒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林淑芬,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40737 會計學總複習(2014年版) 吳秀蓮編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40744 會計學總複習(2014年版) 吳秀蓮編著 2014-04-00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40751 資訊科技概論 施威銘等編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40799 經濟學隨堂樂易通 高翠玲, 郭敏如, 蔡惠琦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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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04865 臺北國際攝影沙龍. 2013第三十七屆 簡榮泰總編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8604872 臺北攝影年鑑. 2014 簡榮泰總編輯 2014-03-00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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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城市科大商管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紅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002 當愛停在這一秒 楊海莫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019 斑點帶子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026 小公主莎拉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Frances Hodgson Burnett)原著; 繁井原創漫畫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033 外婆的雜貨店 徐瑞蓮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040 彩虹鳥在哪裡? 月亮喵喵作; 潔子繪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064 木偶奇遇記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idi)原著; Happy原創漫畫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071 來自天堂的信 羅若沂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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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5012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in the Asian century APISA HSP 2013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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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5005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八屆 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5029 商學專業與品德國際研討會摘要手冊. 2014 僑光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學院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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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81154 FBI教你讀懂面部表情: 抓住1/25秒的真實情緒 霍晨昕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1581 最完整的孕期飲食宜忌,一本就受用! 李敏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1796 最完整的寶寶斷乳飲食宜忌,一本就授用! 陳敏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1864 婦產科常見病症與保健百科 馬偕紀念醫院婦產科醫師合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1871 FBI教你掌握超級攻心術: 攻城為下,攻心為上 霍晨昕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1970 Mind Map Japanese: 圖解日本人每天必用的單字句型Ebidora作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2282090 媽媽寶寶的營養聖經 李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2199 Mind Map Korean: 圖解韓國人每天必用的單字句型Naritha Sukpraman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2282298 30歲之前一定要讀,21個關鍵致富指南! 申鉉滿著; 崔昌燮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2403 4~12個月寶寶的斷乳副食譜120道 漢宇編輯部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僑光科大國貿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僑光科大商學與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宇國際文化



9789862282526 隨時隨地瑜伽 張斌著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2533 教育部版!會唸就會寫的音節式4000英單記憶法 希望星球語言工作室編著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2571 :七田真的45條育兒規則: 激發孩子無限的潛能 七田真, 七田厚合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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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03605 媽媽的座頭鯨 侯維玲文; 王書曼圖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858 科學推理Fun教室. 2,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破狐狸陣陳雅茜作; 咖哩東漫畫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872 小精靈商店. 2, 快樂足球秀 岡部理佳文.圖; 周姚萍譯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26 神奇的毛線 麥克.巴奈特(Mac Barnett); 雍.卡拉森(Jon Klassen)繪; 柯倩華翻譯2014-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3933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3971 人生最後一件大事: 安寧度過臨終,尊嚴走向生命終點大津秀一著; 陳光棻譯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060 李安: 堅持夢想的大導演 譚立安著; 南君繪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077 別讓鴿子開公車! 莫.樂威(Mo Willems)文.圖; 許耀雲譯 2014-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4084 鴿子想要養小狗! 莫.樂威(Mo Willems)文.圖; 江坤山譯 2014-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091 別讓鴿子太晚睡! 莫.樂威(Mo Willems)文.圖; 許耀雲譯 2014-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4138 草根的力量: 楊秋興的興利觀點 楊秋興口述; 邱淑宜採訪整理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145 Be the change: 成為更好的自己 朱平作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152 生命從哪裡來? 崔惠永作; Ida-communication繪圖; 金炫辰譯 2014-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4169 無我無框: 李祖德的人生品牌學 李祖德口述; 王家英著 2014-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176 女人的幸福守護書: 善用時序、瑜伽、食療,開啟妳的美麗能量莎拉.阿凡特.史多福(Sara Avant Stover)著; 方淑惠譯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190 世界第一好懂的科學課: 瞬間搞懂最夯的科學議題米勒(Ben Miller)著; 蔡承志譯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06 芭蕾女孩的祕密日記 芭蕾群陰(Ballet Monsters)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13 五味太郎的生活繪本: 怎麼做才對? 五味太郎文.圖; 櫻菜譯 2014-03-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220 神奇酷地理. 5, 翻天覆地的地震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麥克.菲利浦(Mike Phillips)圖; 沈昌鎮譯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37 神奇酷地理. 6, 不可思議的火山 阿妮塔.加奈利(Anita Ganeri)文; 麥克.菲利浦(Mike Phillips)圖; 沈昌鎮譯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44 富士山小旅行 王鶴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51 品格致勝: 以自覺資本主義創造企業的永續及獲利約翰.麥凱(John Mackey), 拉哲.西索迪亞(Raj Sisodia)著; 許瑞宋譯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68 本心: 張榮發的心內話與真性情 張榮發口述; 陳俍任採訪撰文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75 教出最聰明的孩子 亞曼達.瑞普立(Amanda Ripley)著; 葉怡青譯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299 老得好優雅 瓊.齊諦斯特(Joan Chittister)著; 唐勤譯 2014-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4305 追光少年 林滿秋著; swawa.com, 黃怡姿繪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312 音樂,不只是音樂: 認識古典音樂的40堂課 彭廣林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4329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2, 100堂親子自然課 張蕙芬撰文; 黃一峰攝影.繪圖 2014-03-00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4336 皇帝陛下的成績單 李欣歆, 楊現軍編著; 譚海芳主編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343 丞相大人的成績單 韓傳濱, 吳旦旦編著; 譚海芳主編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350 不用翻白眼,也能搞定職場天兵: 員工是做不來,還是聽不懂?讓行為科學教你如何輕鬆做主管石田淳作; 江裕真譯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367 當世界正在質變: 梁國源帶你迎向全球經濟重整之路梁國源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04374 48個真相,幫你找回醫療自主權 長尾和宏著; 陳光棻譯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381 睡吧!像老虎一樣 瑪麗.羅格(Mary Logue)作; 潘蜜拉.札格倫斯基(Pamela Zagarenski)繪; 宋珮譯2014-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411 好忙好忙的小鎮 理察.斯凱瑞(Richard Scarry)作; 陳雅茜譯 2014-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428 遠距工作,go!: 雲端時代,企業與個人的美好生活主張福萊德(Jason Fried), 漢森(David Heinemeier Hansson)著; 陳逸軒譯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435 藍色星星的孩子國 安德里.斯奈.德納森(Andri Snaer Magnason)文; 亞斯蘭.瓊斯朵蒂(Aslaug Jonsdottir)圖; 劉清彥譯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442 聰明女孩的不敗攝影術 蘿娜.雅博絲莉著; 謝凱蒂譯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459 健康生活,你做對了嗎?: 30則你一定要知道的保健新知潘懷宗等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466 轉念間,全世界都聽你的: 哈佛最重要的自我成功學艾莉卡.愛瑞兒.福克絲(Erica Ariel Fox)著; 連育德譯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473 什麼都能賣!: 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 廖月娟譯 2014-04-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4480 漢字奇兵 張之路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4497 讓每個孩子都發光: KIPP學校如何打破學習困境,扭轉孩子的未來杰.馬修(Jay Mathews)著; 林麗冠, 侯秀琴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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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7704 哈佛教你帶人學 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等作; 吳佩玲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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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6025 基列系列. I, 遺愛基列 瑪莉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著; 施清真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6025 基列系列. I, 遺愛基列 瑪莉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著; 施清真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6032 基列系列. II, 家園 瑪莉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著; 姬健梅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6032 基列系列. II, 家園 瑪莉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著; 姬健梅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6049 城堡(德文手稿完整版)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姬健梅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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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全球繁體中文版



9789865787233 罪與罰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岳麟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240 諸神的禮物: 馬鈴薯的文化史與美味料理;以激烈方式改變世界歷史的貧民食材英格麗德.哈斯林格著; 薛文瑜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7257 看圖就能學會的家常料理124 食的Studio編; 許郁文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158 搭乘人氣鐵道前進!一生必去的77個世界遺產 櫻井寬著; 蕭雅文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288 疊煮料理73 梅和子[]作; 周若珍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295 與左右有關的244個為什麼: 沖水馬桶的水流為何向左?賽跑比賽為何朝逆時鐘方向跑?北嶋廣敏著; 陳柏瑤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301 文學地圖館.唐詩: 一看就懂唐詩之美 遠足文學館編輯組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325 江戶時代文化：一本通從商人規範、武士儀節到敦親睦鄰之道歷史之謎探討會著; 卓惠娟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332 圖解中.日.西餐餐桌禮儀 市川安夫著; 何姵儀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349 三浦雄一郎の步行技術: 從街道到山路的「步行訓練&裝備術」三浦雄一郎, 三浦豪太著; 高淑珍譯 2014-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356 達人開講!鐵道迷的第一本書: 100個鐵道愛好者必懂的常識與非常識鄧志忠作 2014-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87363 徹底圖解蔬菜種植: 從基本知識到提高效率的種植技巧,一本就通!川城英夫, 板木利隆監修; 賴庭筠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370 3分鐘就能上桌的70道美味家常菜 牛尾理惠著; 許郁文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387 義大利料理的常識與奧祕 吉川敏明著; 游韻馨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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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4943 Beauty微寫真: 漫步閃著微光的綠園道 Howard Chen, Cool, 大頭作.攝影 2014-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44950 Beauty微寫真: 漫步閃著微光的綠園道 Howard Chen, Cool, 大頭作.攝影 2014-04-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44967 Beauty.微寫真: taste classical life Howard Chen, San, Kulimu Su作.攝影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44974 Beauty.微寫真: taste classical life Howard Chen, San, Kulimu Su作.攝影 2014-05-00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44981 微光分子 Yuzi圖.文 2014-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044998 Meine postkdrte Allen Jacky圖.文 2014-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000 My story 蘇漢英圖.文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3017 讓愛,自由 Dora J.圖.文 2014-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024 別擔心,有我在 Mr. Prince圖.文 2014-05-00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031 Dorothy插畫精選集 Dorothy圖.文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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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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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07498 客人教會我的100個心法: 服務,這樣做就對了 王一芝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遠見雜誌



9789869057004 鼎泰豐,你學不會: 臺灣國際化最成功的餐飲品牌王一芝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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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93061 拜訪昆蟲小宇宙: 250隻昆蟲的趣味生活筆記 孫淑姿著.繪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51 掃除文明病: 指壓幫你更健康 劉明軍, 張欣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68 激活生命線,敲打讓你更健康 劉明軍, 張欣主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75 戀戀幸福: 婚俗必備寶典 莊旻嬑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93682 玩繪時尚光療美甲 邱佳雯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699 動手玩羊毛氈: 超治癒的12生肖小動物 玩創編輯小組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93729 動手玩羊毛氈: 超治癒的12生肖小動物 玩創編輯小組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93705 八字集議. 丙上 呂家恂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93712 30秒搞懂數學: 函數、幾何、微積分沒你想的那麼難理查.布朗(Richard Brown)編; 路思南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736 失眠症全食物調養 章茂森, 王全權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743 胃病全食物調養 謝英彪, 韓旭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750 30秒搞懂心理學: 人心沒你想的那麼複雜 克里斯提安.賈瑞特(Christian Jarrett)編; 路思南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767 高血脂全食物調養 章茂森, 田磊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774 骨質疏鬆症全食物調養 張浦, 陳巨鵬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804 辛香.泰美味 關順發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811 大手按小手: 提高免疫力,增強體質的親子按摩 劉清國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3828 30秒搞懂大腦: 天才與白癡沒你想的那麼複雜 阿尼爾.賽斯(Anil Seth)編; 林奕伶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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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90486 武士道十八歲 譽田哲也著; 吳函璇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707 冰箱 九把刀著 2014-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90844 憤怒少女 傑琪.凱斯勒(Jackie Morse Kessler)著; 鄭潔如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851 人形軟體 譚劍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0868 鋼鐵德魯伊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875 天國餐廳 阮光民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0882 特殊傳說. II, 亙古潛夜篇 護玄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0899 龍戰在野 黃易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卷1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蓋亞文化



9789863190905 龍戰在野 黃易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0943 CCC創作集16. 文學少女 Akru等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0943 CCC創作集16. 文學少女 Akru等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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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3006 專業經理人 盧正昕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013 破繭而出 盧正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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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44438 我的第1顆橡皮章 mizutama作; 李致瑩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44445 圖解拼布技法教科書 hiki等作; 沙子芳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44452 百變麵包機(超值加量版) 飯田順子著; Bonnie譯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44469 便利貼memo生活小創意 Yuzuko作; 謝佩芙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476 新手學機縫的第1本書 河合公美子作; 沙子芳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44483 美麗鉤花織片の溫暖手作 陳美齡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44490 暖暖手織毛線手套 沙子芳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44506 日日溫暖!獨享鍋料理 小林まさみ作; 許書華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513 羊毛氈の基礎入門BOOK 脇坂雅子作; 沙子芳譯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5944520 暖暖手織毛線襪 沙子芳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44537 Pancake Cafe!天天鬆餅日! 越智千惠子作; 許書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544 紙膠帶X風格素材的創意拼貼雜貨 原田ひこみ作; 陳美齡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551 彩繪★蛋糕卷. 3, 主題派對篇 Junko著; Bonnie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44575 超人氣!可愛杯子蛋糕 本橋雅人作; 黃真芳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5944582 基本7材料做的自然原味西點 福田淳子作; 許書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599 手繪X刺繡超簡單 Yuzuko圖案; 中村周子刺繡; 沙子芳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5944605 365天不生病的即效經絡伸展 村井玉枝, 中村勝美作; 黃真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4612 超繽紛!餅乾動物園 花田えりこ著; 陳美齡譯 2014-04-00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榮林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維京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1129 我長大以後 余治瑩文; Smart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36 熊爸爸打怪物 余治瑩文; Smart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43 玩具熊不見了 余治瑩文; Smart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150 酷酷熊交朋友 余治瑩文; Smart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235 跳舞吧!小雅 派翠西亞.李(Partrick Lee Gauch)文; 市川里美圖; 姚文倩翻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259 我們的大地 莫麗.邦(Molly Bang)文.圖; 林芳萍翻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297 派弟是個大披薩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lg)作; 余治瑩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41 追逐夢想的男孩: 查爾斯.狄更斯 黛博拉.霍金森(Deborah Hopkinson)文; 約翰.亨德里克斯(John Hendrix)圖; 劉清彥翻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58 殼斗村的麵包店 中屋美和作; 林真美翻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65 空中的飛船 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作; 李瑾倫翻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72 黑猩猩的好朋友: 珍. 古德 貞娜. 溫特(Jeanette Winter)作; 朱恩伶翻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89 拉封丹寓言 莫里斯.波特. 蒙維爾圖; 吳愉萱翻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396 喜歡塗鴉的男孩: 蘇斯博士的童年故事 凱薩琳.克魯爾(Kathlen Krull)文; 露.范契爾(Lou Fancher), 史帝夫, 強森(Steve Johnson)圖; 謝維玲譯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402 小烏鴉汪汪 栗田伸子文; 多田治良圖; 游蕾蕾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1440 最喜歡媽媽 窗.道雄文; 真島節子圖; 鄭明進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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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8160 衝刺!關鍵18週致勝祕笈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177 戰勝大考2000字 遠東圖書公司邊審委員會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184 遠東圖解英漢辭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2014-04-00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78191 遠東少年中文(teaching kit). level 1 Wei-ling Wu etc.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5878207 非選BOOK: 不可不選的統測非選寶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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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66525 寶藏在哪裏: 馬祖島嶼課程教學旅遊繪本 曾義凱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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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嘉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碩亞數碼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遠東



9789868639881 綠色思潮與環境政治 黃之棟, 黃瑞祺主編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8639881 綠色思潮與環境政治 黃之棟, 黃瑞祺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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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44281 天使與魔鬼 賴効忠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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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88985 N5日語單字聽力急診室 陳乃慈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6134517 N3文法快速明瞭全解析 和風編輯部編集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6134524 初心者日本語 洪瓔玲著 2014-02-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6134548 日本語入門 洪瓔玲著 2014-02-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6134562 職場日文(商業情境) 阿倍麻理作 2014-04-00 一版 其他 1

9789866134579 詳細一番N4高分必勝 佐野誠著; 謝嫣文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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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2809 樂高玩世界 華倫.艾斯摩爾(Warren Elsmore)著; 陳希林, 徐立妍, 李斯毅譯2014-0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3431 我的野鳥朋友 張伯權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448 泛權力: 透視中國歷史上的權力法則 張程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486 當孔子遇上哈佛. 二部曲, 個人戰技 李克明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516 科學怪人: 另一個普羅米修斯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范穎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547 殘壘 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著; 方祖芳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554 極度天真 艾連.羅(Erlend Loe)著; 寧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561 七年 彼得.史塔姆(Peter Stamm)著; 姬健梅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592 在落地之處開花: 無論在何種境遇,你都能閃耀發光渡邊和子著; 鄭正浩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608 張步桃解讀傷寒論. 方劑篇 張步桃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3646 王道劍 上官鼎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273653 王道劍 上官鼎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273660 王道劍 上官鼎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碧岳學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遠流



9789573273677 王道劍 上官鼎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3273684 王道劍 上官鼎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3273714 爸媽,請聽我說!: 青少年寫給父母的真心話 梅根.拉芙葛洛夫(Megan Lovegrove), 露易絲.貝德維爾(Louise Bedwell)作; 張毓如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721 每天存一點好情緒,陪孩子練習不悲觀 Tamar E. Chansky著; 何純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738 歷史上的不倒翁 秦濤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745 江戶時代那些人和那些事 磯田道史著; 李其融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769 用故事改變世界: 文化脈絡與故事原型 邱于芸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769 用故事改變世界: 文化脈絡與故事原型 邱于芸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769 用故事改變世界: 文化脈絡與故事原型 邱于芸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776 紐約人的城市翻轉力: 紐約舊街區十年觀察 黃金樺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813 練習有氣質: 讓個性沉穩、姿態優雅的氣質養成術加藤惠美子作; 王蘊潔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844 四分之三的香港: 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 劉克襄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851 黑白曹操 秦濤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868 戰國新聞(西元前四五八年-前二一O年) 黃榮郎文.圖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905 好孩子: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教育. 家教篇 洪蘭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912 好孩子: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 身教篇 洪蘭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3967 忍者: 闇影軍團的真實面貌! 川上仁一監修; 許嘉祥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001 夢想家的披風 艾琳.佛里德曼文; 金.霍華圖; 王心瑩譯 2014-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4025 義大利麵與肉丸子 瑪瑞琳.伯恩斯文; 黛比.提莉圖; 吳梅瑛譯 2014-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4049 貪心的三角形 瑪瑞琳.伯恩斯文; 戈登.西佛里雅圖; 冶海孜譯 2014-05-00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4056 我的新聞是這樣跑出來的: 衝撞第一現場的理性與感性黃逸卿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063 甲乙丙丁: 十七個寬容等待的教學故事 凌拂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070 腦到中年照樣靈光: 成熟大腦&中年心智出人意表的開創優勢Barbara Strauch 著; 洪蘭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124 最佳賞味期的代價: 你願意用多少的營養和健康,交換食品科學帶來的平價、方便與美味Melanie Warner著; 張水金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179 冥核 葉淳之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186 失去的會再回來 約翰.柯瑞.懷利(John Corey Whaley)著; 王敏雯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216 齊瓦哥醫生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作; 藍英年, 谷羽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223 反正都是我贏: 全面適用的大師心理素質與心戰手法布萊德.吉伯特, 史提夫.傑米森著; 呂佩珊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247 像外行一樣思考,像專家一樣實踐 金出武雄著; 鄭舜瓏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339 在這裡與歷史相遇: 磯田道史的日本史路上觀察磯田道史著; 高詹燦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377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II 蔣勳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4

南市書法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801 臺南市書法學會會員作品暨第一、二屆南書盃全國書法比賽精選作品輯. 陸臺南市書法學會楊玉秀暨臺南市書法學會全體會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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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7109 Rhetorik in volker brauns dramen 黃文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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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0517 公立機關學校待遇加給獎金費用法規釋例彙編 陳榮茂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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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90900 一瘦就是一輩子: 女中醫教你健康瘦身不復胖: 針對不同體質對症下藥,輕鬆雕塑S型曲線彭燕婷, 彭美婷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6590917 飲食相宜與相剋速查圖典(革新版) 胡維勤主編 2014-03-00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590962 超萌塗鴉技法: 一次學會28種基礎畫法 王薔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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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0516 吃掉原文書的英文單字書 申象鉉著; Nina Wong, 許竹瑩譯 2013-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00523 吃掉原文書的英文閱讀法 李仙煜著; Lora Liu譯 2013-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00530 圖解英文單字的原理 李政壎著; 許竹瑩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554 偷看耶魯大師的單字講義 William A. Vance著; 亞理莎．關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00561 圖解英文文法的原理 安正峰著; 徐若英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578 終極三國中英日萬用會話9000 Janpan Times Ltd, Nihon IR Inc.編著; 亞里莎．關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585 吃掉原文書的英文文法書 朴皙熙作; Lora Liu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0592 韓國人天天用的單字地圖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邵依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517 搶修耶魯大師的7堂超給力開竅英文課 William A. Vance著; 劉芳英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531 30秒1題! 吃掉新多益閱讀測驗 李仙煜著; 張雅惠譯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茂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41872 迴藝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103級畢業班合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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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5800 帥哥Daddy的信 王導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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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0437 驢子不是先知 趙曉音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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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41410 文化脈動於視覺設計應用之探討 賴怡臻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1434 賴怡臻: 個人設計作品集 賴怡臻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1441 學習者之圖像認知與知覺偏好研究 王藍亭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41465 企業電子化實務應用研討暨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14戴文禮, 黃玉枝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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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659639 搞經濟 親子一起來 泉美智子, 河原和之著; 黃怡筠翻譯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646 幸福的真實模樣 珍妮佛.史密斯著; 游凱麟翻譯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776 Dr.南雲的終極美麗聖經：100個凍齡生活Tips 南雲吉則作; 蔡靜宜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783 孩子可以這樣教：青春不叛逆－父母輕鬆教養34堂課水島廣子文字; 陳光棻翻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806 家喻滬曉: 上海菜的故事 馮兆霖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813 原來我真的很瞎 nonie圖.文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820 我的韓國雜貨店 班.瑞德.豪威(Ben Ryder Howe)著; 楊崇榮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59837 活到100歲的血液循環保健法: 血管不阻塞破裂血流改善保健康松原英多著; 卓惠娟譯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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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漢家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說書人數位內容



9789575659981 擺脫貧窮家庭理財圓夢計畫：從零開始也沒關係，夫婦一起存下這輩子要用到的錢花輪陽子著; 郭玲莉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659981 擺脫貧窮家庭理財圓夢計畫：從零開始也沒關係，夫婦一起存下這輩子要用到的錢花輪陽子著; 郭玲莉譯 2013-10-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659998 熱情的地中海滋味 : 西班牙美食 宋良音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01 食在有夠快,美味Possible!: 130道快速料理,時間減半,美味加倍!劉家卉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18 講真話就能賺大錢 蘇.于內曼Sue Unerman, 強納森.巴斯金著Jonathan Salem Baskin; 溫力秦翻譯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25 仁醫樂手 黃美賢, 羅伯特.維亞加斯(Robert Viagas)著; 蔡裴驊翻譯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32 義大利帥哥主廚到你家：橄欖油健康料理 5分鐘YAMI上菜貝利主廚(Bellissimo Francesco)作; 李璦祺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49 任何人都做得到！心律不整＆心臟問題狀況緩解200%基本技巧山下武志文字; 賴庭筠翻譯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70 提升免疫力菜單：111道蔬菜料理吃健康 安保徹監修 ; 中村美穗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094 神奇米飯力量大 李耀堂, 呂哲維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31 迷走超時空. Ι , 異世界行者 尼爾.蓋曼(Neil Gaiman), 麥可.李維(Michael Reaves)著; 洪慈敏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48 40歲起~預防癡呆要趁早：活用7招，讓你愈老愈精明松原英多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55 這樣做！就不會臥病不起：健康人生3部曲 丸山淳士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55 這樣做！就不會臥病不起：健康人生3部曲 丸山淳士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62 若我們親吻了 芮秋.費爾(Rachel Vail)著; 楊偉湘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79 嘉妲的幸福家庭晚餐 吉雅妲.狄羅倫提斯(Giada De Laurentiis)著; 藍毓仁翻譯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86 你的主管是豬頭？: 在蠢上司底下做事也可以成功的撇步緒方健介著; 陳惠文翻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193 和風旨味: 料理職人勇師傅的70道經典與創意料理,及30年大廚之路林文勇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09 打造幸福住宅：住了好感動！生活真美好！ 八納啟造文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16 開創理想,訂製人生：26歲創業！38歲日本東證上市櫃！最年輕的上市櫃公司女社長經澤香保子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23 看漫畫學家庭理財：一看就懂，聰明GO 上大岡留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30 15個消除疲勞新常識：30億日圓研究成果大公開 用科學的方法消除疲勞梶本修身監修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30 15個消除疲勞新常識：30億日圓研究成果大公開 用科學的方法消除疲勞梶本修身監修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30 15個消除疲勞新常識：30億日圓研究成果大公開 用科學的方法消除疲勞梶本修身監修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47 看漫畫學親子理財: 一看就懂,輕鬆GO! 武谷kimiko文字; 黃瓊仙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61 魔法師之戒. 首部曲, 尋覓英雄 摩根.萊斯(Morgan Rice)著; 畢非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78 瞭解你的身體：搞懂70個健康關鍵 伊藤裕, 役滿著; 卓惠娟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85 請找到我 羅米莉.伯納德(Romily Bernard)著; 林嘉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92 保羅.帕茲星光傳奇 保羅.帕茲(Paul Potts)著; 藍毓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292 保羅.帕茲星光傳奇 保羅.帕茲(Paul Potts)著; 藍毓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15 吃得快樂,活得健康!營養又有效的食療. 兒童篇 西川千寬監修; 何軒瑋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39 每日排毒好簡單! 請你跟我這樣做 蓮村誠文字; 賴惠鈴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46 搞懂孩子專注力問題,學習力提升200%: 不是孩子不專心,是父母不了解!搞懂了就教的會、叫的動、講的聽!廖笙光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53 嘉妲的鄉味經典義大利麵 嘉妲.狄羅倫提斯(Giada De Laurentiis)著; 李芬芳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84 錯誤的保健反而不長壽 高須克彌文字; 李璦褀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30391 1公升的眼淚: 媽媽的生病日記 中村yuki文字.; 李伊芳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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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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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53212 名偵探福爾摩斯精選. 3, 銀十字架消失的祕密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翁培元翻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243 名偵探福爾摩斯精選. 2, 波希米亞王的祕密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閔昇基插畫; 翁培元翻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328 看漫畫,學經濟: 讓你三天搞懂經濟學! 鄭甲榮著; 翁培元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335 蘿拉的異想世界. 4, 閃亮大明星蘿拉! 伊莎貝爾.阿貝迪(Isabel Abedi)作; 達格瑪.亨策(Dagmer Henze)插畫; 唐陳翻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380 圖解客戶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技術 簡倍祥, 萬恆, 張殷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2253717 蘿拉的異想世界. 5, 神祕獅心蘿拉! 伊莎貝爾.阿貝迪(Isabel Abedi)作; 達格瑪.亨策(Dagmer Henze)插畫; 唐陳翻譯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3830 彼得．杜拉克的9堂經典企管課: 刺蝟的企業理論和狐狸的革新戰略李在奎著; 楊明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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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908203 政客嬉春 林行止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210 以港為鏡 林行止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227 茉莉花開 林行止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234 禍根深植 林行止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241 靜默的光,低吟的風: 王大閎先生 徐明松, 倪安宇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265 為何堅持: 七等生精選輯 張恆豪主編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302 猶有葵花 潘郁琦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364 臺灣黨外民主運動之父: 郭雨新先生 張文隆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371 鷺鷥飛入山 廖淑華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395 梅鏡傳芳: 臺中市大甲區頂店梁宅傳統建築修復或再利用研究計畫李乾朗, 鄭碧英等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401 一輩子賺錢的技術: 線上看圖外匯交易進帳不落人後,啟動你一輩子的現金流!Vins Do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418 雲泊平溪: 陳文輝/畫輯 陳文輝[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456 死屋手記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原譯; 陳逸重譯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463 前海後港 林行止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470 國之不幸 林行止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487 圓謊超人 林行止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4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遠景



9789573908494 不顧後果 林行止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500 我和一枝筆在路上 文霞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531 深耕50: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五十週年特刊葉麗晴總編輯 2013-09-00 平裝 1

9789573908548 信念奇蹟: 后綜高中HBL奇蹟之旅 戴金鼎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8555 書店風景 鍾芳玲作 2013-11-00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573909064 書店風景 鍾芳玲作 2013-11-00 增訂再版 精裝 1

9789573908562 書天堂 鍾芳玲作 2013-11-00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573909057 書天堂 鍾芳玲作 2013-11-00 增訂再版 精裝 1

9789573909095 月光下的蝴蝶 黃玲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101 我是誰?他是誰?: 天行者的生命故事 臺北市天行者全人關懷協會編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909118 The lonely american Vera Lam[編] 2014-01-00 平裝 1

9789573909125 孤單的美國人 林小萍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132 指向天際的弧線: 漫談漫畫臺南孔廟 蘇春敏繪圖.文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09149 城市的討海人 陳佳芬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156 菲律賓國父: 黎剎傳 林衡哲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573909170 胡長青將軍: 日記.家書......追念 林景淵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187 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 路寒袖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194 佳龍帶你遊臺中 路寒袖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200 尋聲記: 我的黑膠時代 李志銘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224 尋聲記: 我的黑膠時代 李志銘著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09217 誹謗官司: 呂前副總統的名譽官司 尤英夫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231 生途悠悠 雷驤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2

9789573909231 生途悠悠 雷驤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09248 復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原譯; 陳逸重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286 教我如何不想她: 名歌與名曲 遠景編輯部主編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3909293 蛆樂園 蘇飛雅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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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0829 冬月麻園平和圖 福智國小101學年度六年級全體學生作 2014-04-00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鄉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3

福智教育園區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608 方塊之間.黑白之外: 紀宗仁個展專集. 2012 紀宗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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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616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4楊瑞蓮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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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586 財經語料詞義探勘及其於企業信用風險評等之應用盧陽正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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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623 銘傳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設計組-設計基因論文集. 2014高志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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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25103 兩岸資訊社會的史學與應用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兩岸資訊社會的史學與應用學術討論會籌備委員會編輯200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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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7654 經典研讀教學: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游秀雲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67654 經典研讀教學: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游秀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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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4005 福全歲月: 番仔溝田仔的故事 林美玉等採訪 2014-01-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財務金融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市福全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096 中華殉道聖人簡史畫冊 劉河北繪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102 <>六十四卦淺釋 劉太萼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25119 <>六十四卦淺釋 劉太萼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25140 天主教在臺南: 臺南教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1961-2011天主教臺南教區金慶委員會編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164 在聖神內更新 唐迪福, 古茲曼合著; 楊成斌譯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201 信仰問答信箱 許平和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218 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會通 劉前敏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225 悠悠天涯路 黃斌瓊等文字撰寫; 陳韋廷編輯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232 教理講授教學手冊 愛德.彼德菲(Ida Peterfy), 全體耶穌聖心會修女共同製作; 盧孟慧譯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249 愛的哲學 路志高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6125256 愛的哲學 路志高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下集 1

9789866125263 緊隨祂的芳踪 劉振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300 瓜達露貝聖母: 胎兒主保 華璐德(C. Lourdes Walsh)著; 馬邁克, 鄭文文, 黃玉梅譯2013-01-00 平裝 1

9789866125317 一門三召.與祢相遇 聞道出版社編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362 老子<>講義 劉太萼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379 論語漢英今譯 許平和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409 荒漠百合: 武永波修女小傳 房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416 你問我答 孫茂學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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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25430 教宗方濟各: 其人、其思、其言 安德烈.托爾涅利(Andrea Tornielli)著; 江國雄, 胡皇伃譯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447 會聽話的烏鴉: 聖本篤的故事 大國瑞(Gregory the great)著; 李燕芬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25454 我見.我感.我思 劉太萼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461 恩寵長河 吳終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461 恩寵長河 吳終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478 于君同樂: 于神父的小故事 于惠霖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25027 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張秀亞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058 多瑪斯的風範 宋稚青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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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送存冊數共計：28

睿煜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9789866159190 淺談運動彩券 吳明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206 易卦精蘊: 象數理古今縱說 陳文章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9237 工程永續與土木防災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編輯委員會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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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6783 別再管了!溝通才是最好的領導: 60位全球百大企業CEO會對員工這麼說凱文.莫瑞(Kevin Murray)著; 吳書榆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790 馬鹿野郎!: 噩夢中的喜劇,絕無冷場的北野武 北野武, 米歇爾.坦曼(Michel Temman)著; 賈翊君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806 一日一生 喬依斯.梅納德(Joyce Maynard)著; 陳佳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813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頂尖物理學家眼中的能源真相理查.繆勒(Richard A. Muller)著; 顏誠廷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851 非普通下流: 兩個不體面的故事 亞倫.班奈(Alan Bennett)著; 林步昇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6868 非普通讀者(五周年紀念版) 亞倫.班奈(Alan Bennett)著; 林步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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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2833 好設計，改變世界的力量 : 7大原則，創造「好到無可挑剔」的產品、服務與體驗約翰.艾德森(John Edson)著; 張國儀譯 2013-10-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840 用食物來取代藥物：美人中醫院長的四季養生藥膳王慧文著; 曹家瑜, 張鑫莉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857 牆×窗　戀上好感家空間 崔有利著; 邱淑怡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864 家.手感.小麥香: 《巧思廚藝》曾美子老師的家製烘焙 嚴選健康食材，為家人手作50道早午餐×午茶時光×手工甜點×天然抹醬曾美子著 2013-11-00 首版 其他 1

9789865912895 蘭陵長歌 八喜作 2013-10-00 首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12901 超圖解!今日的伸展操! : 跟著77天的伸展操日曆做運動：體適能教練的3分鐘、3步驟、77天健身中野.詹姆士.修一作; 榎本泰基插畫; 黃薇嬪譯 2013-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12918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100：100個網站規劃必備的知識長谷川敦士作;林欣蔚譯 2013-12-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925 奇蹟幼稚園: 只要願意放手就能看見孩子們的不思議趙惠慶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949 蘭陵長歌 八喜作 2013-12-00 首版 平裝 卷2 惟有兩心同 1

9789865912956 跟我一起無病到老: 80歲醫生的逆齡奇蹟,腦科學實證的預防醫學實踐法則李時炯著 2013-11-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912963 小小創意，激發你的畫畫超能力：5位日本人氣插畫家×636個卡哇伊圖案阿部千香子等著; 陳冠貴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2970 在最好的時候，遇見你 艾莉著 2013-12-00 首版 其他 1

9789865912987 輕聲說再見 松浦彌太郎著; 許明煌譯 2013-12-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740016 這輩子，一定要去一次馬爾地夫 丁楓峻, 郭哲宇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023 拯救3C惡視力 葉威毅作 2014-01-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740030 每天都好吃!: 122道超簡單、不失敗的平底鍋料理井澤由美子著; 吳嘉芳譯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40054 書店時光II : 感受知識的氣息, 探索人文薈萃的夢想殿堂清水玲奈著; 黃薇嬪譯 2013-12-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精誠資訊



9789865740078 正韓家常菜 : 由來台10年的人氣韓語老師，親自傳授道地韓式美食100道俞靖珠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085 拯救3C惡視力 葉威毅作 2014-01-00 首版 其他 1

9789865740092 狗兒狗兒水中游 Seth Casteel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108 駭客人生: 全球頂尖駭客的真實告白 凱文.米特尼克(Kevin Mitnick), 威廉.賽門(William L. Simon)著; 鍾協良譯2014-01-00 首版 平裝 1

9789865740139 添加物掰掰!用製麵機簡單做安心美味麵食 : 呼嚕呼嚕快意下肚！醬料 x湯頭x變化款麵食蘿瑞娜等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146 我的幸福烘焙廚房：205道經典烘焙食譜，完整收藏！朴英卿等著; 張鑫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160 跟著小氣少年自由行: 大阪.神戶.奈良 小氣少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191 絕對派得上用場！：70則不完美人生經驗法則 烏賀陽正弘著; 陳冠貴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207 Photoshop專業攝影後製奧義 李星官, 李朴高, 高裕錫作; 鍾長志譯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0221 有碗家常菜 黎慧珠(Jane Lee)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276 預約孩子的全球化競爭力 Suzy Im著; 鄭瑾又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0320 其實你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千田琢哉著; 楊明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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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2471 慧光集. 58, 般若攝頌淺釋 堪欽索達吉譯講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8852471 慧光集. 58, 般若攝頌淺釋 堪欽索達吉譯講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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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29342 聖法訣云: 玄佛劍聖宗壽元佛無量真訣: 聖宗聖法劍門鞏志昇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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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6464 出境: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所畢業專刊. 2014 陳宥翔平面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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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21251 HTML5 API程式設計範例辭典 片渕彼富作; 李佳蓁譯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3121480 高爾夫技巧聖經: 完整訓練課程, 職業名將示範, 掌握練習訣竅, 突破差點瓶頸Steve Newell作; 賴瓊媚譯 2013-10-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滿福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9789863121503 Microsoft Excel 2013商用範例實作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121589 最新!讓我們LINE在一起: 免費代幣、繽紛主題加強版阿祥, 3C布政司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121596 愛犬品種聖經: 養育. 照顧. 訓練- 了解犬種的天性, 才能養出最合意的伴侶DK Publishing作; 王尚麟, 韓立祥譯 2013-10-00 精裝 1

9789863121602 產品設計的原型與模型 Bjarki Hallgrimsson作; 楊久穎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3121633 上班族一定要會的Excel函數x組合應用x商務實例土岐順子作; 許郁文譯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121657 Windows 8.1使用手冊 施威銘主編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121664 完全詳解!手機App活用術 Elvis,柚子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121671 Samsung Galaxy Note3使用手冊 poppyplus著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121688 AutoCAD 2014電腦繪圖設計 夏海旭, 張顯宗, 彭世明作 2013-11-00 其他 1

9789863121695 Sony Xperia Z1&Z系列手機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3121701 Michael Freeman's攝影研修班: 曝光 Michael Freeman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121732 設計ㄕㄧ定要懂得材質運用知識 日経デザイン作; 林大凱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121749 iPhone 5S/5C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121756 智慧手機App UI/UX設計鐵則 池田拓司作; 陳亦苓譯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3121770 h concept售出2000萬個文創商品的開發過程與經營手法Nikkei Design作; 謝靜玫, 謝薾鎂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121800 DSLR構圖寶典 數位攝影的黃金法則 Bryan Peterson作; 韓筠青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121824 新觀念PHP+MySQL+AJAX: 網頁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121831 Windows 8.1非常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121848 核心肌力訓練圖解聖經 DK Publishing作; 應充明, 陳壹豪, 鄭明昇譯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121855 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 麵包, 西點手感烘焙教室趙利華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120216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產品繪圖知識 Kevin Henry作; 謝靜玫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120247 iPad Air&iPad mini with Retina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120407 佈置最愛的家,為室內設計畫上完美的驚嘆號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作; 張瑞娟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3120681 打開Mac新世界: OS X Mavericks完全對應版 五樣作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3120810 Android App程式設計教本之無痛起步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4-01-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1329 設計職人必修 Photoshop識別設計ProfessionalZ: LOGO.ICON.MARK下田和政作; 吳嘉芳譯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3121459 Samsung Galaxy Note Pro工作玩樂技 阿祥, 3C布政司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121862 Mac OS X Mavericks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121879 Mobile web design's idea book: 手機網站設計美學Patrick McNeil作; 趙柏強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121893 CCNA網路規劃與管理實務Exam 200-120 蕭志明, 廖一評作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3121909 東京散步TOKYO SANPO Florent Chavouet作; 謝薾鎂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121923 長角少女Yumma教你畫: 卡娃依彩繪世界 李允美作; 廖佩玲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3121930 新觀念資料庫系統理論與設計實務 陳會安作 2014-04-00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21947 Google雲端活用200+技: PC、手機、平板同步,工作效率大提升!施威銘研究室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3121954 超圖解Arduino互動設計入門 趙英傑作 2014-04-00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1978 設計職人必修: Photoshop&Illustrator嚴選技法100東和毅等作; 陳奕苓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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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10019 諾森德 時久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10033 諾森德 時久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11177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11962 異俠漫畫版 Whisper漫畫繪製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13447 半相親 撒空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13454 半相親 撒空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13461 紛紛落在晨色裡 蘇俏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13478 紛紛落在晨色裡 蘇俏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13485 大漠情殤 簡暗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13492 大漠情殤 簡暗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13508 浮生共渡 沉埃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17193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16608 異界重生之打造快樂人生 從容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117629 窮凶吉厄 沙發果斷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17889 窮凶吉厄 沙發果斷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17636 登天 火龍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17759 異界生活助理神 李仲道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17858 君臨天下 骨神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17902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18237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2-12-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118169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19197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118947 機戰王 官人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19630 機戰王 官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118855 求魔 耳根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19647 求魔 耳根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19654 求魔 耳根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19395 星爆 羅辰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說頻文化



9789863119081 星爆 羅辰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19364 一劍凌塵 乘風御劍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18701 戰能風暴 庚心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19562 戰能風暴 庚心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19579 戰能風暴 庚心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18367 牧仙 海東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19319 牧仙 海東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19326 牧仙 海東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19227 在修真界的悠閒生活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19234 在修真界的悠閒生活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19449 在修真界的悠閒生活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119456 在修真界的悠閒生活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118411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3119463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3119470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3118848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119623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119661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119678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118534 神皇教父 剎那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19166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19371 幸運星 葉和奇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19210 橫行霸道 踏雪真人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19746 橫行霸道 踏雪真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19340 封神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19753 封神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19296 好事多磨 吱吱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19302 好事多磨 吱吱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18770 赫氏門徒 冷鑽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119401 大神皇 鴻蒙樹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18824 重生藥神 大海暴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18862 傲劍無雙 黑炎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19517 傲劍無雙 黑炎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19524 傲劍無雙 黑炎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19593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69120 獨裁之劍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18954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18961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119760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119722 仙山 鴻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19104 窮凶吉厄 沙發果斷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19111 窮凶吉厄 沙發果斷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19845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19852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869083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69090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19432 重臨巔峰 我是九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卷 1

9789863119968 重臨巔峰 我是九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卷 1

9789865869236 重臨巔峰 我是九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卷 1

9789865869045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5869052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5869069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5869519 全能牧師 周星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69038 仙河風暴 快餐店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869342 仙河風暴 快餐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19708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869205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869359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869106 神步驚天 時之舞者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69526 神步驚天 時之舞者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137 氣吞山河 白衫盛雪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69410 氣吞山河 白衫盛雪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19791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869366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19807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19814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1983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945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946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9472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9151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869281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19883 一劍凌塵 乘風御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19890 一劍凌塵 乘風御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19906 一劍凌塵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19920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119937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119944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119951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869212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869229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869243 武碎玄天 浮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397 武碎玄天 浮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119982 星爆 羅辰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19999 星爆 羅辰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69007 大神皇 鴻蒙樹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69014 大神皇 鴻蒙樹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69021 五行機甲 秘銀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869250 五行機甲 秘銀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86911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86953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86969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869144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869670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869175 幸運星 葉和奇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69182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5869199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5869267 登天 火龍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9274 登天 火龍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9298 橫行霸道 踏雪真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69304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69618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69625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311 在劫 黑炎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9328 影王重生 通靈師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69335 仙山 鴻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869595 仙山 鴻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869601 仙山 鴻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869373 機戰王 官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5869380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865869724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865869984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865869403 封神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69427 獨裁之劍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69922 獨裁之劍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69441 異界生活助理神 李仲道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869489 首席星官 小樓暮靄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9集 1

9789865869939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69496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502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6954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9557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9564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9571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9847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69854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69588 神皇教父 剎那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632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869649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869656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0568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0575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0582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9663 重生藥神 大海暴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869687 君臨天下 骨神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69700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869786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0216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0223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0230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0247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869717 仙河風暴 快餐店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0261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0278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0285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0292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0834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1152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869731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69748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946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69755 武碎玄天 浮沉作 2013-0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69762 武碎玄天 浮沉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0391 武碎玄天 浮沉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0780 武碎玄天 浮沉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0070 氣吞山河 白衫盛雪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69779 氣吞山河 白衫盛雪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69793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869915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90094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90100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91077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869809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869953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0308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0667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1084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869816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69823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9830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0599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0605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0612 世婚 意千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861 求魔 耳根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869878 登天 火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69991 登天 火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0551 登天 火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0759 登天 火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1169 登天 火龍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69885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90001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90698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90704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290711 極品太子爺 浮沉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869892 星爆 羅辰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0018 星爆 羅辰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0414 星爆 羅辰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1114 星爆 羅辰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1121 星爆 羅辰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1138 星爆 羅辰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869908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0544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0797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1008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869960 大神皇 鴻蒙樹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0025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0032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0049 求敗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0056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0490 封神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0063 封神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0483 封神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0087 一劍凌塵 乘風御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0117 全能牧師 周星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0896 全能牧師 周星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0124 橫行霸道 踏雪真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0131 橫行霸道 踏雪真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0957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014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015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076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0773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0940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0162 仙山 鴻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0360 仙山 鴻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0728 仙山 鴻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0902 仙山 鴻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0919 仙山 鴻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0926 仙山 鴻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0179 五行機甲 秘銀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0186 五行機甲 秘銀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0193 五行機甲 秘銀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0209 五行機甲 秘銀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0254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0681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1145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1251 霸者降臨 黑炎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0315 機戰王 官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1015 機戰王 官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1428 機戰王 官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0339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1

9789863290346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1

9789863290353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1

9789863290322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863290377 牧仙 海東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0384 牧仙 海東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0810 牧仙 海東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0827 牧仙 海東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0421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0438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1534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0445 獨裁之劍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0452 獨裁之劍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0995 獨裁之劍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1183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148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0469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0476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1176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69977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290506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291022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291039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290513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0520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90803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91046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91053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91060 純陽真仙 EK巧克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90537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067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109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154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1558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0629 金玉滿唐 袖唐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0636 金玉滿唐 袖唐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0643 金玉滿唐 袖唐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213 金玉滿唐 袖唐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1220 金玉滿唐 袖唐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1237 金玉滿唐 袖唐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244 金玉滿唐 袖唐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0650 異俠漫畫版 Whisper漫畫繪製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1336 異俠漫畫版 Whisper漫畫繪製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343 異俠漫畫版 Whisper漫畫繪製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0742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1473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0735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0841 影王重生 通靈師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0858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90865 異界重生之打造快樂人生 炎與永遠01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90872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0889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130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312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1329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0933 首席星官 小樓暮靄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集 1

9789863290964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0971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0988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190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1206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268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1275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1695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2043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2128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1282 校花的貼身高手 魚人二代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91299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1503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1978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2180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1350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1367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1862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879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1886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2111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374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1381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1398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404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1411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2104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435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1442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1633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1985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1459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1466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1497 重生藥神 大海暴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1817 登天 火龍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1824 登天 火龍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1510 登天 火龍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1527 君臨天下 骨神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1565 全能牧師 周星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1572 星爆 羅辰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1947 星爆 羅辰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1954 星爆 羅辰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2159 星爆 羅辰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2494 星爆 羅辰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1589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1893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1909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1596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602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1619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1626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640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2067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2197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1657 仙山 鴻盛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1916 仙山 鴻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2449 仙山 鴻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2456 仙山 鴻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2463 仙山 鴻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1664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863291671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1

9789863292050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3292135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3291688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1701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2036 牧仙 海東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1718 牧仙 海東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2029 牧仙 海東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1725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3291992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3292005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3292012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3292166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3291749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196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217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1756 花開錦繡 吱吱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1763 花開錦繡 吱吱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1770 花開錦繡 吱吱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787 花開錦繡 吱吱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1794 花開錦繡 吱吱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1800 花開錦繡 吱吱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831 在劫 黑炎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1848 在劫 黑炎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1855 在劫 黑炎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2685 在劫 黑炎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1923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930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2142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2074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2081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209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2203 神步驚天 時之舞者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2210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2715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2227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92234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2500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2517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2777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2784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2241 全能牧師 周星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2531 全能牧師 周星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2258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2265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2272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2289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2296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2722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2890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2906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2913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1107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1732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2302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2319 花開錦繡 吱吱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終卷 1

9789863292326 鳳再上 八月薇妮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2333 鳳再上 八月薇妮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2340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1

9789863292357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3292616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09冊 1

9789863292364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2371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2388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2609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2883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2395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2692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2869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6-05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2401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2661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2968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2418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2425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2432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2708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2814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2975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3071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2470 赫氏門徒 冷鑽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2487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2678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2524 君臨天下 骨神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2548 牧仙 海東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2845 牧仙 海東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3088 牧仙 海東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2555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3292562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3293125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3293132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3292579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2654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3101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258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2821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283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3149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315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3163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2593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2876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3170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3446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2623 仙山 鴻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2999 仙山 鴻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3118 仙山 鴻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2630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2647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2739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2791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2807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3675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3682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2746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3002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2753 登天 火龍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2982 登天 火龍作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2760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2852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3590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3606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2920 在劫 黑炎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2937 在劫 黑炎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3613 在劫 黑炎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3699 在劫 黑炎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2944 機戰王 官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2951 星爆 羅辰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3378 星爆 羅辰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3835 星爆 羅辰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3019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3026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376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4016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3033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304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3262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346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3781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3972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3057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3484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3491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3989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4160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4177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4184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93064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3934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93392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10冊 1

9789863293408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3293415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12冊 1

9789863293422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3冊 1

9789863294122 百煉成仙 幻雨, 水妖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4冊 1

9789863293224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3231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3248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3255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3095 鳳再上 八月薇妮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3187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6-11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3194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6-21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3637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7-03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3644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6-26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3200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3217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3750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4023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4252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4269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3279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3286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3293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3309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3316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4344 掌事 清楓聆心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3323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3330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3347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3903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4238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3354 全能牧師 周星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3361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3514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3521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3385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3507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4085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4467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4030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4047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4443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3439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3743 大唐魔法師 寂寞緋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3453 異俠漫畫版 Whisper漫畫繪製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3538 重生藥神 大海暴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3958 重生藥神 大海暴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3545 妖劍仙 奇蹟星海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3552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3569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3576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3583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4368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4375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3620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3651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07-00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93965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10-00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94481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3668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4054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4214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3705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3712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4535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4542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4559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3729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3736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3774 牧仙 海東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4221 牧仙 海東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379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3804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4009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4412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3842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3859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4320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4337 劍神玄天 EK巧克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3873 仙山 鴻盛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3880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4207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4405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3477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3897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294351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4504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3910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3927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4061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4078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4429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3941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3294191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3294566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3294573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3294818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3294825 異界全職業大師 莊畢凡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3293996 星爆 羅辰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4092 星爆 羅辰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4610 星爆 羅辰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4115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4139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4955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4146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4153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4726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4733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4924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4245 縱劍天下 乘風御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4276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4498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4627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5006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5228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4597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4283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4436 全職召喚神傳說 葉和奇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4290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4306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4313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4580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4849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4948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8-21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5129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8-3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4382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4399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4450 在劫 黑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4832 在劫 黑炎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5211 在劫 黑炎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4474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4856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5181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4511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4528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143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4931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4603 陣魂道 貓熊還是熊貓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5426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4634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013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5204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4641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4658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5198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4665 纖纖惡女 月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294689 纖纖惡女 月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294672 纖纖惡女 月夜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863294696 家事之朱門高嫁 衛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4702 家事之朱門高嫁 衛風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4719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95259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95648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94740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95754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95761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94757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4917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5532 一品惡少 歲月浮沉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4764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266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3866 盜仙墓 王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4771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4788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4795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5419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4863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4870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5815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822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4887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94962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94979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94986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94993 天才相師 打眼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9489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5242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572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4900 超級神獸養殖大師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5020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5112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552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5037 百煉成仙 幻雨&水妖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15冊 1

9789863295044 百煉成仙 幻雨&水妖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16冊 1

9789863295051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167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587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5747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506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075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5150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5570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662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082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099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5174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4108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105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95273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5280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5297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303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5310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5327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3811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5594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5730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716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5334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5556 混沌城主 火龍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5341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693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884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5891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5358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5655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5365 星爆 羅辰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5372 星爆 羅辰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5853 星爆 羅辰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5389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396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5402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5686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3828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9-11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5679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9-23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6102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09-25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5433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5860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5440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5457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5464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471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6003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6010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6027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488 家事之朱門高嫁 衛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495 家事之朱門高嫁 衛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5501 家事之朱門高嫁 衛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5518 家事之朱門高嫁 衛風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990 家事之朱門高嫁 衛風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60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5617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5877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6133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6270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5624 天書魔法師 夏樞語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5778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5785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5792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5808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5976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5983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4801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5839 赫氏門徒 冷鑽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5846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296317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96539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95914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6119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5136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6515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5921 星海鷹揚 網絡騎士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5938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612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523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6560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5952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3296218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296430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96041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058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6065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6072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6324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6331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6546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6683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6089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6096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797709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6690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650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6140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1104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6157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5563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6768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6775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6164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451595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6713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6188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797693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6553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6195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6522 星雲彼岸 胡鱈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620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563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2797686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6669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6676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6225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6232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796795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6249 星爆 羅辰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7024 星爆 羅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7031 星爆 羅辰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6256 妖者為王 妖夜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6287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0-04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6294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6300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296652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296904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6911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5945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6744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6751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7017 最終兵器 國士無雙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6034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348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6355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6492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6720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6737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6362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379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6386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6393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6409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6782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6799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7079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6416 異界重生之打造快樂人生 從容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96423 美人謀律 柳暗花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6447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96706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297086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96263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96454 歡樂鬥地主 趙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461 歡樂鬥地主 趙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6478 歡樂鬥地主 趙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6485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6805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6812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7062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5907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657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58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7055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7345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6591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6898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6607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614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6621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6645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7048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5969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6171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6829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9683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296843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7000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721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7413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6850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3296980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6997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7376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6867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3297338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97635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9687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29709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29738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297185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7550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6881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6928 星際之主 周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935 星際之主 周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6942 星際之主 周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7192 星際之主 周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7208 星際之主 周星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7895 星際之主 周星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6959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6966 鍊金風暴 白金之星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7369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7611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7109 無雙戰魂 黑炎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7116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3297598 武極巔峰 雨晨宇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3297123 領主神話 十二翼天使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7147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5709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7567 至尊武神 暴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7161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7222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7604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775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7253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7178 神霄 修仙小菜鳥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7260 宮略之御前女官 糖耳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7277 宮略之御前女官 糖耳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7284 宮略之御前女官 糖耳朵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7666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7840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7857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7932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8267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7291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7307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97352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297628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97925 道器縱橫 火槍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7314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7437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7741 無良道尊 道尊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7321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7390 至高武裝 于之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8359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98465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97420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97727 暴力牛魔尊 泰平紳士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9744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7451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7468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7970 少年藥帝 蕭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7475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7536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97543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97789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7796 無上神通 傲天無痕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7499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7574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8373 九星天辰訣 爬樹的蝸牛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750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97581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97765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97772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97949 刀劍神皇 亂世狂刀01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297512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7529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7659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7802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7819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8281 馭劍法神 白衫盛雪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7642 星爆 羅辰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7673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7826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97833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98335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298342 血獄魔尊 情痴小和尚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297680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7697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7703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7710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7956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7963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8304 仙路爭鋒 緣分0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9787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297888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297901 帝火丹王 丹元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97918 九陽劍聖 官人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97994 召喚神兵 夏日易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3298007 貴婦再嫁 沐水游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014 貴婦再嫁 沐水游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021 貴婦再嫁 沐水游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038 貴婦再嫁 沐水游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144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151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168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175 東方封神錄 奇蹟星海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182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199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205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212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748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98755 星際大英雄 憤怒的薩爾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98243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8403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410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427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434 丹符乾坤 火樹嘎嘎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98519 一飛沖天 暴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526 一飛沖天 暴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533 一飛沖天 暴血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98601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98847 大道獨行 霧外江山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98656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663 武霸玄天 十二翼天使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98694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98700 心印神座 沙發果斷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3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70195 穿越變蘿莉 白日幻夢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4865 宮沉 聞情解佩作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5725 宮沉 聞情解佩作 2013-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6425 宮沉 聞情解佩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7361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7354 黃禍誅天 諸戈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8405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8481 斬仙 任怨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3279174 不朽真神 永恆Y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9198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79204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79082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8245 逆天神功 獨孤狼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9259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9259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9266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9280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801 這不是傳說中的淘寶嗎?上仙! 貓邏原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78856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863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9662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870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887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9709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9716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894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900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9563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9570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917 嫡女解語 一笑作春溫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924 嫡女解語 一笑作春溫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013

銘顯文化



9789863279686 嫡女解語 一笑作春溫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9693 嫡女解語 一笑作春溫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8931 蜂舞 貓邏原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948 God: 神啟末路 御我原作 2014-02-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8979 捕快相公 落筆吹墨作 2014-02-00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8993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723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730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9013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79020 機甲天王 古劍鋒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279068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9549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9556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9105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9495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9501 神武天域 騎驢找媳婦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79112 神魔變 白夜作 2014-02-00 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129 幻想奇譚: 妖三國 周鳥小說原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79143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279150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279624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279631 聖靈王座 魚樂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279211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9228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761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778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9242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9587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9594 聚寶星君 周無名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9297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279303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279310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9808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79815 無上仙魔 騎豬南下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7933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785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792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9341 猛[男]公寓 鳳烯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935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27936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27960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7961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79839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9389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9822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9396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9402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846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853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9419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9426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860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877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9433 斬仙 任怨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3279440 斬仙 任怨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279938 斬仙 任怨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3279457 悍仙 鐵鐘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9464 悍仙 鐵鐘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79884 悍仙 鐵鐘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79891 悍仙 鐵鐘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79921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79907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9914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79488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602386 城隍: 賽米絲物語 蒼葵原作; LevelX勇者工作室漫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603963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606131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9648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79655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606247 穿越變蘿莉 白目幻夢作; LevelX勇者工作室漫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516 丹武魔神 端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9592 丹武魔神 端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608 天道公子 七月雪仙人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99844 天道公子 七月雪仙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99851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9518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79525 聖賢歌 龍大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79532 聖賢歌 龍大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0129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9945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79952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099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0105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0112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79969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279976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279983 零度領域(新裝版) 貓邏原作 2014-03-00 二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79990 猛男公寓 鳳烯作 2014-03-00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0006 裏.八仙 蒼葵原作; 翔龍作畫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013 竊鼎 花劍離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0020 竊鼎 花劍離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003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50044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5055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50051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068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570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0075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0082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0563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0143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0136 闇黑航海 上善若水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0167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0150 戰符 林赤炎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0174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181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662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0679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0198 聖賢歌 龍大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204 聖賢歌 龍大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0709 聖賢歌 龍大膽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716 聖賢歌 龍大膽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228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0686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0693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0211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0235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242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723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0730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0259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0266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0273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0761 人屠 機械公敵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0297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0280 妖域天兵道 侃空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0303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310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747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0754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0327 王子培育計畫 米契原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0600 王子培育計畫 米契原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027 王子培育計畫 米契原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334 舞弦者.紫 楚慕風原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0617 舞弦者.紫 楚慕風原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0341 丹武魔神 端午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358 丹武魔神 端午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0808 丹武魔神 端午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815 丹武魔神 端午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365 神魔變.VIII 白夜作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50372 宮沉 聞情解佩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0389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0396 符主 白蘿蔔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0402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419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0822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839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426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550433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550778 至尊毒王 大青衣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550440 血焰縱橫 燕趙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0471 悍仙 鐵鐘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0785 悍仙 鐵鐘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0464 悍仙 鐵鐘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0488 幻想奇譚: 妖三國 周鳥小說原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495 猛男公寓 鳳烯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501 蜂舞 貓邏原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0518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0525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0846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853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0587 書店的真心話 なっみん作; 王藝霏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0594 幻想世界的職業事典 幻想職業案內所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0624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0631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232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1249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379 乾坤逆亂 瘋牛倜儅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648 星武至尊 探花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0655 星武至尊 探花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0877 仙旅慈航 會飛的豬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0884 竊鼎 花劍離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0891 竊鼎 花劍離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416 竊鼎 花劍離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907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0914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0914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1638 人間死神 飄零幻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0921 斬仙 任怨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3550945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1263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51270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51430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51447 星河戰神 踏雪真人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50952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50969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50976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1461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1478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51485 天命真書 左夜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50983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55099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55125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51386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551003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1010 劍聖行 白蒙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1058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065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652 獨步天下 蘋果紅了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1072 萬亡之王 紙上天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089 萬亡之王 紙上天下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096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102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119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1126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522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1539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1546 獨尊星河 雨暮浮屠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1133 神陸 夜色訪者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140 神陸 夜色訪者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508 神陸 夜色訪者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1515 神陸 夜色訪者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157 影傀者 東邦原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492 影傀者 東邦原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164 奧術神座 愛潛水的烏賊原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171 奧術神座 愛潛水的烏賊原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1188 天道公子 七月雪仙人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1706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1201 偃絕天下 懶獅子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1218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1676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51683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1225 猛男公寓 鳳烯作 2014-05-00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51287 這不是常見的○○橋段嗎?上仙! 貓邏原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51317 霸唱星空 魚樂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331 王者之城 緋雨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355 神廚太子妃 張廉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1713 聖賢歌 龍大膽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1768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1751 雙修仙尊 土豪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1775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1782 蓋世英雄 偏旁部首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1805 神魔變 白夜原作 2014-06-00 二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1812 幻想奇譚: 妖三國 周鳥小說原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51829 悍仙 鐵鐘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1843 丹武魔神 端午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51867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51874 巨龍屠戮者 高森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51898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1881 掌控諸天 木士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51980 食神王妃萬萬歲 張廉原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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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9148 成功創新的33法則 奧立佛.卡斯曼(Oliver Gassmann), 撒夏.佛雷司克(Sascha Friesike)作; 凌瑞坤譯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209 讓心靈去旅行 金躍軍編譯 2013-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08 激發力: 打造激情四射的團隊 潘競賢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15 管控力: 面向目標的執行方法 邵雨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22 協同力: 高效溝通的行動準則 劉偉榮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39 微笑力: 創造卓越服務的方法 汪若菡, 朱瑛石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53 大逆轉: 大敗局之後的復活密碼 陳潤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60 女人美麗一生的健康處方 王志艷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77 換工作不如換思維: 優秀員工必備的8種贏家鐵律黃志堅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391 你也可以約見歐巴馬: 讓你人脈倍增的六度分隔理論黃志堅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407 黃帝內經: 體質養生法 楊力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414 黃帝內經: 諺語養生學 高紅敏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421 我們老了怎麼辦?: 讓你晚年富足的10堂理財課 陳婷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438 職場連嬛計:《後宮甄嬛傳》職場版 冼塵作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452 大學畢業了,該做什麼?: 搞定未來的9堂課 黃志堅, 李建勇作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469 工作禪 金躍軍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490 發現你的11個職場優勢 金躍軍編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520 20幾歲女孩,動情先動腦 心香一瓣, 黃志堅著 2014-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9551 島上 任曉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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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30556 工程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第三屆張基成, 羅希哲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巴哈伊

送存種數共計：115

送存冊數共計：272

臺灣大哥大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821 追求靈性: 巴哈伊經典選編 巴哈歐拉等作; 萬兆元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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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4714 法律倫理學 鄭津津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8814714 法律倫理學 鄭津津著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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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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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56694 古書堂事件手帖. 4, 栞子與雙面的容顏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7486 THORES柴本畫集I1 Tappeto Rosso: 紅毯 THORES柴本作; mio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58063 女性向遊戲攻略對象竟是我...！? 秋目人作; 林哲逸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124 記錄的地平線外傳Honey Moon Logs 橙乃ままれ原作; 松乇トャ漫畫; 哈泥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230 天元突破: 紅蓮螺巖 Gainax原作; 森小太郎作; 大佐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8377 偵探.日暮旅人: 贈予之物 山口幸三郎作; 王靜怡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384 RDG5瀕危物種少女 : 學園最長的一日 荻原規子作; 許金玉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407 且試天下 傾泠月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414 方舟奇航R 彭傑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8421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哈泥蛙譯 2014-03-00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438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 22, winter fall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58452 驚爆危機ANOTHER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8469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8476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8483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火燒新埼玉 Bradley Bond, Philip Ninj@Morzez作; 廖文斌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490 學生會的祝日: 碧陽學園學生會默示錄. 8 葵せきな作; 劉蕙瑜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506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9, 輕鬆賺錢?服務開發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9789863258513 不完全神性機關伊莉斯. 3, 三大世界的反叛者 細音啟作; 蔡長弦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520 Overlord. 2, 黑暗戰士 丸山くがね作; 曉峰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537 噬血狂襲. 8, 愚者和暴君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544 那片大陸上的故事: 艾莉森&維爾&莉莉亞&特雷茲&梅格&賽隆&其他時雨沢惠一作; 李明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58551 青春紀行列傳AFRICA 竹宮ゆゆこ作; 邱香凝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568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575 祕密情事遊戲 櫻城耶也作; 咖比獸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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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8599 古書堂事件手帖 三上延原作; ナ力ノ漫畫; 林玟伶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8605 心靈創傷量子結晶 青木ハヤ卜作; Hika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8612 聖誕之吻四格 Enterbrain原者; オトウフ漫畫; 劉牧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629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8636 槍械少女!! 天王寺キツネ作; 林哲逸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8643 CODE GEASS雙貌的OZ 東條チ力漫畫; 一杞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8650 Tiger & Bunny Sunrise原作; 榊原瑞紀漫畫; 思若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8667 認真和我談戀愛! みなとそふと原作; 犬江しんすけ漫畫; Q太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8674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8681 聖魔之血 吉田直原作; 九条キヨ漫畫; Mio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258698 Ratman 犬威赤彥作; Hika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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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711 勇往直前 Gainax原作; かぼちや漫畫; 王榮毅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8728 我家有個狐仙大人(漫畫版) 柴村仁原作; 松風水蓮漫畫; 張信儀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8735 蘿球社! 蒼山サグ原作; たかみ裕紀漫畫; 羅尉揚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8742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8759 驚爆危機∑ 賀東招二原作; 上田宏漫畫; 劉彥琳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258766 魔王勇者: 前往山丘的彼方 橙乃ままれ原作; 峠比呂漫畫; Kimi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8773 0能者九条溱 葉山透原作; 田倉トヲル漫畫; 邱鍾仁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780 艾蕾卡7 AO Bones原作; 加藤雄一漫畫; Q太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797 愛玩貓奴 三島一彥作; 噓子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803 哥哥的溺愛日記!. 暑假妄想篇 大和名瀬作; Q太郎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810 迷幻藥局DRUG&DROP Clamp漫畫; Alata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827 Lamigo私底下......: LamiGirlsxLamiBoys寫真生活秘密記事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834 0能者九条湊 葉山透作; 邱鍾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8841 神鬼陰陽師. 4, 雙面對決 衛亞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858 闇之國的小紅帽 Killer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865 當戀愛成為交易的時候 小鹿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8872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Yoshi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8889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1, 來訪者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58896 鋼殼都市雷吉歐斯. 23, like a storm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梁恩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902 天魔黑兔. 12, 初夜與最後五天 鏡貴也作; 邱鍾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919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8926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8933 偶像總愛被吐嘈! サイトーマサト作; 咖比獸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8940 黑色子彈. 6, 煉獄的徬徨者 神崎紫電作; kyo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957 約會大作戰. 8, 搜尋七罪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2014-04-00 初版 0 1

9789863258964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2, a headphone actor じん(自然の敵P)作; 劉蕙瑜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97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3, Alicization dividing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8988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曉峰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8995 我將明日逝去,而妳將死而復生 藤まる作; 噓子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008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持和馬作; 林信帆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022 我的勇者 葵せきな作; vanessa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039 BACCANO!大騷動!. 1710 Crack Flag 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046 我的自由年代原創小說 許芸齊, 吳佩珍原創小說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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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060 中國嫁日記 井上純一作; 林筱薇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077 HI蟲!. 2, Returns: 2倍藥效 船鬼一夫作; 楊學斌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084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9091 ISUCA依絲卡 高橋脩作; 邱香凝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9107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昭二, 大黑尚人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一杞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114 BLOOD-C血戰-C Production I.G., CLAMP原作; 琴音らんまる漫畫; 未央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9121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鴨志田一原作; 草野ほうき漫畫; 蔡佳真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9138 青春紀行 竹宮ゆゆこ原作; 梅ちゃづけ漫畫; 邱香凝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145 鬥陣武士 湖住ふじこ作; Q太郎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9152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原作; 茶菓山しん太漫畫; Yoshi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602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原作; 茶菓山しん太漫畫; Yoshi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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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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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183 黑鷺屍體宅配便spin-off: 松崗國男退魔紀實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許展寧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190 狼的孩子雨和雪 細田守原作; 優漫畫; 未央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206 打工吧!魔王大人. 前進高中篇 和ヶ原聡司作; 三嶋くろわ漫畫; 李文軒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213 All around type moon: 亞涅爾貝狂詩曲 Type-Moon原作; Bすけ漫畫; 林莉雅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220 黑色子彈 神崎紫電原作; もリのほん漫畫; 劉蕙瑜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480 黑色子彈 神崎紫電原作; もリのほん漫畫; 劉蕙瑜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237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妖精之舞 川原礫原作; 葉月翼漫畫; 九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244 記錄的地平線 橙乃ままれ原作; ハラカズヒ口漫畫; 哈泥蛙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251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莊湘萍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259268 愛上她的12種方法 入間人間作; 林冠汾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275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9282 美少女死神還我H之魂!. 11, 死神與國王 橘ぱん作; 曉峰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299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305 青春紀行. 7, I'll Be Back 竹宮ゆゆこ作; 邱香凝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329 小惡魔緹莉與救世主!? 衣笠彰梧作; 廖文斌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9336 且試天下 傾泠月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343 星際美男聯萌 張廉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350 蒼空時雨 綾崎隼作; 王靜怡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367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2, 雙七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374 加速世界. 15, 結束與開始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381 花X華 岩田洋季作; 正樹七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9398 惡魔高校DxD. 14, 進路輔導的魔法師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404 夢沉抹大拉 支倉凍砂作; 張嘉容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411 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 松沢まり作; 任天狗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9428 Brothers conflict feat.Natsume ウダジヨ, 水野隆志, 叶瀨めつこ原作; 野切耀子漫畫; 咖比獸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435 幸運☆星 美水かがみ作; 九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9442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9459 10號露蘭 于彥舒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466 放學後彩色畫室繽紛生活 華々つぼみ作; 青心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9473 新世紀福音戰士: 碇真嗣育成計畫 Gainax, Khara原作; 高橋脩漫畫; 陳宏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259497 強殖裝甲GUYVER 高屋良樹作; 磊正傑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259503 魔王勇者 橙乃ままれ原作; 淺見よう漫畫; 林星宇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9510 Crimezone: 罪惡禁區 山本賢治原作; 刻夜セイゴ漫畫; Umon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9527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259534 猜謎王 杉基イクラ作; umon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9541 機動戰士鋼彈Seed r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石口十漫畫; 九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59558 約會小折紙DATE A ORIGAMI 橘公司原作; 珠月まや漫畫; 竹子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565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9572 機動戰士鋼彈桑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大佐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259589 Schoolmate Kiss あずまゆき作; 王榮毅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596 艾蕾卡7 AO Bones原作; 加藤雄一漫畫; Q太郎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619 JA元氣姊妹下田去! 鳴見なる＋協力, 唐花見コウ作; ALATA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9626 打造溫柔心世界 竹葉久美子作; LKK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59633 惡魔謎題 高河ゆん原作; 南方純漫畫; 羅尉揚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59640 日常 あらるけいいち漫畫; Q太郎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59657 這樣算是殭屍嗎? 木村心一原作; さつち漫畫; 未央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9664 雙生靈媒 あずまゆき作; 廖正凱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671 東京闇鴉 あざの耕平原作; 鈴見敦漫畫; Irene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9688 守護貓娘緋鞠 的良みらん作; 九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259695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5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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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9718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59732 心靈創傷量子結晶 青木ハヤ卜作; Hika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5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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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259756 1圖1步驟!巴黎主廚帶你輕鬆做甜點 Keda Black作; Alice Chadwick插畫; Deidre Rooney攝影; 謝蕙心譯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59763 1圖1步驟!巴黎主廚帶你簡單做輕食 Keda Black作; Alice Chadwick插畫; Deidre Rooney攝影; 謝蕙心譯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59770 1分鐘瘦身美體運動: XS、S號30天體態計劃,雕塑完美上半身文智淑作; 翁家祥, 方辰晏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9787 1分鐘瘦身美體運動: XS、S號30天體態計劃,雕塑完美下半身文智淑作; 翁家祥, 方辰晏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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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0078 怪盜奪寶 柯南.道爾原著; 劉元孝改寫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085 雜色的繩子 柯南.道爾原著; 陳秋帆改寫; 宇有福內文繪圖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092 間諜大王 柯南.道爾原著; 王夢梅改寫; 宇有福內文繪圖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245 玻璃瓶塞的祕密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內文繪圖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252 都是生氣惹的禍 成行和加子作; 垂石真子繪; 蘇懿禎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269 小熊的小船 伊芙.邦婷文; 南西.卡本特圖; 劉清彥譯 2014-04-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0283 大熊的大船 伊芙.邦婷作; 南西.卡本特繪; 劉清彥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0

送存冊數共計：142

臺灣東方



9789863380290 狗毛滿天飛 佩特莉霞.麥拉克倫(Patricia MacLachlan)作; 嚴凱信繪; 陳小奇譯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306 搭客運去海邊 竹下文子作; 鈴木守繪; 朱燕翔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320 白蛇傳 陳秋帆改寫; 林保淳導讀; 藍傳源插圖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0337 謝謝大家的信 小手鞠流為作; 高巢和美繪; 張桂娥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344 小狼不怕 馮思瓦.塔爾帝夫作; 薇若尼克.愛爾慕耶繪; 陳怡潔譯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351 分享傘 野志明加作.繪; 朱燕翔譯 2014-07-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375 頑皮小狼 馮思瓦. 塔爾帝夫作; 薇若尼克. 愛爾慕耶繪; 陳怡潔譯20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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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19578 愛在天堂不是嗎? 島あさひ作; 曾雅伶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0242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安泰穗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12291 轉生!白之王國物語 白澤戌亥作; 呂郁青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2840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 謝怡苓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12604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 謝怡苓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2437 陰暗森林馬戲團 マチゲリ一夕作; 高嬅珍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963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12543 史坦雷.霍克事件簿: 假面 山藍紫姬子原作; 北仁戾漫畫; kyo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50 學生奶爸情人. 飢渴篇 御景椿原作; 小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67 水曜日的惡夢 夜光花原作; kyo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74 高永ひなこ畫冊: Little butterfly 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581 學園天堂Revolution 冰栗優原作; kyo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2598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3312635 心 石沢克宜作; 吳苾芬譯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666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12673 傀儡華遊戲: 中國人偶奇譚 秋乃茉莉作; Sherry Hsu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2680 佐藤主任的戀情 鮫沢伐作; 可倫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697 原來我是粉. 2, 粉絲旅行團 小末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03 祕密特訓ABC 鈴原ひろの作; 可倫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10 我所愛的人 霧嶋珠生作; 周芝羽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27 S,慾望的印記! 北崎拓作; 陳政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312758 愛上表裡不一的你 直野儚羅原作; Kumako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65 現實主義者的浪漫 木下けい子原作; kyo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東販



9789863312772 魅惑新郎的熱情視線: Mr. secret floor 朝霧夕作; niwa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89 情人改造計畫 楠木潤作; Kumako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796 學園孤島 海法紀光原作; 千葉サドル作畫; 蔡承胤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802 家電偵探的冷笑 藤見泰高作; 岩澤紫麗漫畫; 王明聖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819 燙髮換個好心情: 短篇漫畫選集 岩岡壽枝作; 林思嚴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826 晚安,布布 淺野一二O作; 林子傑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12833 戰國BASARA3: Bloody Angel 伊藤龍作; 蔡承胤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2857 變身百合偵探 木村暢作; 廣瀨周漫畫; 蔡承胤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864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2871 靈視少年乃亞 米原秀幸作; 林子傑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2888 搖滾青春 北河トウタ作; 涂博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2918 吉石駕到 李微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925 平安勇闖妖魔界 怪盜紅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932 靈狩者遊戲 草子信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2956 向森之魔物獻上花束 小木君人作; K.K.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970 航海王終極研究. 3, 交織於偉大的航路盡頭的十個夢想「草帽一行人」研究會著; 王美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987 這樣教小孩對嗎?: 多用心就能教出人人稱讚的好孩子清水克彥著; 涂祐庭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3187 精緻可愛!手作羊毛氈別針55款 Boutique社著; 許倩佩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2994 傷心不該輪到大老婆: 挽回外遇夫,智退第三者 武石晃一監修; 梅應琪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007 用一把小剪刀: 剪出如蕾絲般唯美的童話世界 蒼山日菜著; 李友君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014 日本神社事典: 進入神話傳說與神靈隱身之所 外山晴彥監修; 蘇暐婷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021 塑身+健身,這本就夠!史上最強核心肌群鍛鍊術 吉田輝幸著; 蕭雲菁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038 SEEKER迷宮探索者 安部飛翔作; 王美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3045 動機 橫山秀夫著; 緋華璃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052 醬汁大全: 人氣名店傳授 旭屋出版編著; 何姵儀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069 懂得訓練員工,你就不用自己做到死!: TOYOTA的人才培育力OJT solutions著; 鍾嘉惠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076 囚人與紙飛行機: 少女難題 猫ロ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13083 美少女通通是我的 天草白作; 鄭翠婷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3090 火辣數獨130選 川崎光德著; 林信帆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13106 生活+科學 變魔術同時活化左右腦 東京大學奇術愛好會監修; 林昆樺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113 怎麼刻都可愛!橡皮章x生活小物輕鬆做 mizutama作; 李友君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120 香草.香料圖鑑 成美堂出版編輯部編著; 王美娟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137 隨手按一按常保青春健康的血管按摩法 明田昌三著; 蘇暐婷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151 銀河騎士傳 貳瓶勉作; 李昆達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3168 擁抱.性.愛 木月明, 佐藤南紀作; 涂博惟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3175 天之血脈 安彥良和作; 林子傑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3182 輕聲殘酷說愛我 鳴坂りン原作; Quince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199 日本47. 2, 怦然心動大和魂篇 青色依里子原作; 章澤儀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205 書生葛木信二郎的日常 倉田三之路漫畫; 邱香凝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3212 新.詐欺獵人 夏原武原案; 黑丸漫畫; 陳冠貴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13236 愛欺負人的岡田君 北沢きよう作; 謝旻釗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243 不相襯的兩人 むつきらん作; 周芝羽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250 雪肌上的甜蜜之牙: 學園吸血鬼 水上ルイ作; 黃盈琪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267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13571 怪醫黑傑克(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BLADE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13274 哈日老外鄰居 宮本福助作; 蔡承胤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3281 最後一局 神尾龍原作; 中原裕漫畫; 高詹燦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313298 A漫絕命追緝令 高橋ゆうき作; 林子傑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3304 回憶街的聽音少女 芳家圭三作; 王明聖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3311 熱情滿點貓谷市! 克.亞樹作; 蔡承胤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3328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13335 任您處置[愛心]主人大人 いとうえい作; 王明聖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3342 平安勇闖妖魔界 怪盜紅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3359 泰利耶之戰 M.貓子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3373 吃水餃比吃煎餃更不容易老?!日本醫學博士的抗糖化生活術山岸昌一作; 鍾嘉惠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380 一摔就碎!骨質疏鬆症大解密: 永遠不嫌晚的預防及治療統統告訴你主婦之友社編著; 林昆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397 女孩最愛!甜美風鉤針編織飾品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李友君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403 居家肌肉訓練實踐筆記 森俊憲作; 薛智恆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410 傳承美味 欣葉台菜 欣葉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著; 欣葉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譯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427 塔與派: 10位師傅的美味配方 柴田書店著; 蕭雲菁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434 第一次玩景觀盆栽就上手: 小天地大學問 小林健二著; 梅應琪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458 彼岸島最後的47天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13465 少年筆記本 鎌谷悠希作; 李昆達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3472 向膽小鬼伸出愛的援手 上川きち作; 可倫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489 心靈警探 新田祐克作; kyo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3496 錯位記憶 夏目維朔作; 可倫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13502 四號x警備: 七號天堂 葛井美鳥作; KUMAKO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519 疾風迴旋曲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526 俗辣數獨. 初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徐聖維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3533 神奇汪汪愛神 南月ゆう作; 可倫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3540 戀天女與四個新郎 葵木杏音作; 羅怡蘋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557 この気持ちわかってよ 村上左知漫畫; Quince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564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13588 我的殿下大人 こむすびはるか原作; kyo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595 技巧高超的偽娘扮裝術 三葉原作; 林子傑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01 紐約地鐵遊. 2014-2015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25 靈狩者遊戲 草子信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3632 月夜之王 戰青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49 自然不造作!清新典雅手作包34款: 用鎌倉SWANY花布為品味加分!鎌倉SWANY作; 許倩珮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56 古董鑑賞: 你所不知道的古董珍寶內幕 石井陽青作; 王美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63 哈囉☆TOKYO卡莉怪妞的東京私房導覽書 Kyarypamyupamyu著; 游婷鈺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70 防癌.抗老.有活力!: 超級食物實用手冊 Yuki Itoh著; 蘇暐婷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87 妝點空間的美學: 花卉裝飾設計200例 FLORIST編輯部編; 蕭雲菁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3694 世界奇特住宅大集合 X-knowledge作; 緋華璃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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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8307 假面騎士W 資料圖鑑大全集 楊鳴章等編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8314 海賊戰隊 資料圖鑑大全集 楊鳴章等編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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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837731 經濟學: 探索生活經濟的新世界 謝振環著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37748 管理數學導論 楊精松, 莊紹容編著 2014-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4837755 A genre-based approach to academic writing Diane Johnson, Winifred Crombie著 2014-03-00 二版 其他 1

9789574837762 A genre-based approach to academic writing: teachers' guide and answer keyDiane Johnson, Winifred Crombic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37779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the effect and function of the first languageBella Chiou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7786 English for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Li-Mei Lin, Hale Roger Rice[作]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4837793 數學 楊精松, 莊紹容編著 2014-05-00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05

送存冊數共計：107

臺灣拓植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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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6813 2013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癸巳年聯展專集 侯英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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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57942 豪宅建築作品選集 王進坤, 莊亦吏, 謝耕宇執行編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8457942 豪宅建築作品選集 王進坤, 莊亦吏, 謝耕宇執行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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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6272 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二十六屆 [臺灣建築學會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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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4315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與傳播理論暨實務 施正鋒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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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95876 海事英文 陳彥宏編譯 2014-01-00 七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知識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書店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國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9074 點都通頂級資優數學: 投考私中國中資優班模擬試題. 六年級(數學科)臺灣書店編審小組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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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9305 臺灣書法學會作品專輯: 第一屆臺灣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集蔡嘉琛總編輯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59312 臺灣書法學會作品專輯: 第一屆臺灣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集蔡嘉琛總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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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9208 謝秀琴畫集 謝來順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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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5407 幻化組曲 林麗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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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00645 系統程式 Leland L. Beck原著; 陳健伯等譯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02427 電子裝置與電路理論. 應用篇 Robert L. Boylestad, Louis Nashelsky著; 卓中興, 黃時雨譯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2434 電子裝置與電路理論. 基礎篇 Robert L. Boylestad, Louis Nashelsky著; 卓中興, 黃時雨譯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2557 脊髓損傷的功能性復健: 物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指引Martha Freeman Somers作; 林光華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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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34521 叮叮咚咚,來唱歌 王秋香等圖 2014-00-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4712 哇哇大哭 瀨名惠子文.圖; 陸崇文翻譯 2014-12-00 精裝 1

9789862034729 不要! 瀨名惠子文.圖; 沈晨音翻譯 2014-02-00 精裝 1

9789862034736 生氣的貓 瀨名惠子文.圖; 沈晨音翻譯 2014-02-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書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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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海峰書畫院



9789862034743 襪子不見了 瀨名惠子文.圖; 沈晨音翻譯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2034750 亂糟糟 瀨名惠子文.圖; 陸崇文翻譯 2014-03-00 精裝 1

9789862034767 月亮出來了 林明子文.圖; 陸崇文翻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2034774 鞋子去散步 林明子文.圖; 陳塵翻譯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2035337 洗不停的媽媽 佐藤和貴子文.圖; 李幸紋翻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5368 周遊三國魏晉南北朝 小蒔作; 朱科夫圖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382 解讀隋唐 葛玉丹文; 趙俊程等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5412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文; 徐龍男圖; 蘇世甄翻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035443 漫畫教科書: 生活智慧王 Papyrus co.文.圖; 陳安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35450 漫畫教科書: 數學益智王 林英濟文.圖; 陳安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035474 細說兩宋 牟琳琳文; 趙俊程, 趙洋, 高楊圖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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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34635 信徒的容顏 黃敦厚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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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75359 內、外科專科護理師甄審試題致勝秘笈. 102年度臺灣專科護理師學會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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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528732 子海珍本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子部善本方鵬程總編輯 2013-11-00 精裝 全套 1

9789570529036 憲政論: 憲政變遷與體制改革 黃炎東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050 說故事的人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蘇瑩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067 下一個意外 麗莎.嘉德納(Lisa Gardner)著; 席玉蘋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074 悲劇哲學家尼采 陳鼓應作 2014-02-00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29098 泰國史 陳鴻瑜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04 詩說歷史 張之傑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11 文字小講 許進雄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35 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著 2014-04-00 增訂臺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9789570529159 羅密歐與茱麗葉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著; 傅光明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73 益智化學. 續編 劉廣定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80 花間聽鳥語 高靜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197 咖哩香腸之誕生 烏韋.提姆(Uwe Timm)著; 劉燈譯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29227 肚子裡的祕密 劉育志, 白映俞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234 活用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全球行系列讀物. 歐非卷韓勝寶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241 疫警時空: 那些糾纏名人的傳染病 譚健鍬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258 孫子今註今譯 魏汝霖註譯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529265 滑落心際的滋味 鍾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272 在紐約的角落 趙淑敏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296 007: 獨角戲 威廉.波伊(William Boyd)著; 柯清心翻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302 朱樹中外戲劇選集 朱樹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529319 易傳通解 朱高正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529326 典瑞流芳: 民國大出版家夏瑞芳 趙俊邁著; 汪班, 袁曉寧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333 急箭之謎 安娜.卡瑟琳.格林(Anna Katherine Green)著; 樂軒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340 殺戮時刻 麗莎.嘉德納(Lisa Gardner)著; 楊佳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357 橫跨三千年的祕境啟示 呂逸偉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388 政黨論: 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一 陳春生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395 臺灣鐵道紀行 何治民著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529418 庚午佛緣: 中國繪畫名家佛教題材作品集 石桂崇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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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8507 馬太福音: 新港教會查經講義. I 劉炳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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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63526 臺灣: 新而獨立的國家: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30週年國際研討會文集高俊明等作; 林芳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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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女傳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港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



9789868681316 漫漫歸途: 充滿上帝大能的信仰旅程 Esther Byu原著; 蘇美珍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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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31233 語言.心性.實踐: 西方詮釋學與漢語哲學. 肆 陸敬忠主編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6131240 再-解釋: 中國天主教史研究方法新拓展 吳昶興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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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9803 前世今生: 前世的帳本=今生?=來世的劇本 林俊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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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0304 般若禪定波羅蜜修行入門 馬哈古魯.悟.槃彌達.安然(Guru U.Pandita Anand)作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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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8704 臺灣智慧電網技術產業介紹 左峻德, 林法正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711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Editors Chunto Tso, Faa-Jeng Lin 2014-04-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58728 台湾スマートグリッド技術產業紹介 左峻德, 林法正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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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31124 臺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畫冊. 第六屆 許齡之, 呂家鎔, 呂淑靜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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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52521 基本護理學 Patricia A. Potter, Anne Griffin Perry作; 林玉萍翻譯 2014-04-00 第七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當代藝術連線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身心靈研究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喜馬拉雅禪修學會



9789866052743 獸醫麻醉學手冊 William W. Muir, III等原著; 王咸琪等編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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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6702 樹木種植手冊(基盤整備概念篇) 曾檉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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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9701 園藝治療: 長期照護療癒之道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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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1548 初、中級救護技術員緊急傷病患救護作業程序 廖訓禎編輯 2014-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721555 高級救護技術員緊急傷病患救護預立醫療流程 廖訓禎主編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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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21623 網路智能與應用研討會. 第四屆 楊昌益, 張慶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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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9802 歐姆龍Sysmac NJ基礎應用: 符合IEC61131-3語法編程臺灣歐姆龍股份有限公司自動化學院編輯小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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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02089 史上最強!聰明收納全圖解 趙允慶作; 譚妮如譯 2012-01-00 平裝 1

9789861302362 小資向錢衝: 用錢賺錢,加倍奉還 陳世杰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393 不想被人坑,不想花大錢: 小坪數裝潢佈置自己來金荷娜編著; 譚妮如譯 2013-10-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愛樹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網路智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歐姆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



9789861302409 坐好月子體質調教聖: 行醫50年,醫學博士教你3:8調養術,在家也能坐五星級月子現省20萬徐慧茵編著 2013-11-00 平裝 1

9789861302416 嚴選好肉: 超完美部位選購烹調全圖解 朱宣泰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1302423 只買好基金!: 羅際夫帶你放心買,安心賺! 羅際夫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430 菜市場營養學. 3, 食在有營養 饒月娟等合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1302447 30歲前一次就到位!勝女成功的條件: 小姿女主播的職場進行曲劉姿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454 下班不用衝,每天10分鐘,做好家事真輕鬆 余熙淨編著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1302478 一天一道,吃出聰明腦力餐 李惠永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1302485 小兒科醫生寫給準媽媽: 健康育兒一定要知道的大小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小兒醫療團隊合著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1302492 滴水不漏穩穩賺: 4張表股市賺1億 張真卿著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1302508 最愛的3．6．5秒殺沙拉: 一天3次、6種蔬果、5色營養,365天餐桌上的沙拉料理百科!鄭新宇著; Translator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1302515 一百張圖輕鬆變成地產大亨 游榮富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539 一百張圖輕鬆變成股市大亨: 史上第一本全圖解獨家揭露拋物趨勢線陳世杰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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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806 工程監測之基礎理論與實務 鞠志琨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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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28737 許慧娜作品集 許慧娜作 2012-10-00 精裝 2

9789868428744 禪趣: 田旭桐禪意水墨 田旭桐作 2014-02-00 平裝 2

9789868428751 梁藍波.狂草 梁藍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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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98724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2014 林美智, 王雙寬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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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8746 醫護日常英語會話: 初階500句 張婷, 李選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整合防災工程技術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護理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9789868718753 國際醫療英語會話 胡慧蘭, 童恒新, 邱文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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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17516 解惑叮嚀語. 第一集 釋妙蓮作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17509 往生有分 妙蓮老和尚著 2009-03-00 平裝 第1集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9612 吃日本這本就GO了! 柘植美幸作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9629 邊走邊背新日檢N1單字集 柘植美幸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9636 邊走邊背新日檢N2單字集 柘植美幸作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9643 邊走邊背新日檢N3單字集 柘植美幸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9650 邊走邊背新日檢N4單字集 柘植美幸作 2012-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9667 邊走邊背新日檢N5單字集 柘植美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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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8607 異客 鄒馥曲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14 先生別耍我 夏雪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21 紅樓夢擷 曹雪芹作; 高鶚續作; 蕭萍摘錄編纂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38 神魂顛倒 夏雪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45 長軌 鄒馥曲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52 小學生也會的微積分 西莎琳編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69 長軌 鄒馥曲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76 先生別耍我 夏雪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83 紅樓夢擷 曹雪芹作; 高鶚續作; 蕭萍摘錄編纂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38690 異客 鄒馥曲著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2007 神魂顛倒 夏雪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2014 小學生也會的微積分 西莎琳編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2021 遇上愛哭鬼 夏雪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德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箱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靈巖山寺



9789865702038 遇上愛哭鬼 夏雪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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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9603 壹記者 賈西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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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65739 養身.養生過百歲 鄭阿乾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5739 養身.養生過百歲 鄭阿乾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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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0400 這是什麼呢? 帕凱波克.佳克潘(Prakaipruk Chakkaphan)圖.文; 璟玟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417 哪一個才對呢? 樂幼編輯部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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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3721 佛遺教三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等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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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4358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5-00 平裝 第6冊 2

9789869024365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5-00 平裝 第6冊 2

9789869024372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024372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024389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5-00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024389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2014-05-00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養正堂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誼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中醫診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8190 大學差很大 高安邦著 2011-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01 水蜜桃之歌: 最後一位農場主人的生命智慧 大衛.增本(David Mas Masumoto)著 2011-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18 跟著文學去旅行: 我在日本尋訪源氏物語的足跡陳銘磻著 2011-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25 到巴黎瑪黑找創意 姚筱涵著 2011-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32 換個角度看巴黎 姚筱涵著 2011-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49 跟著文學去旅行: 我在日本尋訪平家物語的足跡陳銘潘著 2011-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56 巴黎藍帶廚藝學習日記: 藍帶-我在巴黎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幸福的新起點于美瑞作 2011-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70 自我療癒的祕訣. II, 自我治療常見的疾病與診察倪茂新著 2011-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87 早餐只喝薑紅茶の減肥法 石原結實著 2011-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09294 好食物,好健康 李淵之著 2011-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00 在失業中創業,被炒魷魚又怎樣! 吳璜著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17 不藥而癒: 人人為醫,天下無藥 郭慶堂著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24 魔術律師男孩 瑞克.雷克斯著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31 天生玩家 史都華.布朗著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48 莉莉 珍娜.沃爾斯著 2011-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62 愛,要身體力行: 圓美性愛學習手冊 郭慶堂著 2011-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79 「人」從來就是一門學問: 把人搞定了,事情也就搞定了鄭子勳著 2011-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86 不吃藥的方法: 向疾病說不 郭慶堂著 2012-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8093 那些25歲該做的事: 女人與靈魂暢談幸福的10種可能安顏著 2012-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00 拯救 麥可.萊特曼著; 周友恒編譯 2012-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17 一生一定要去的天下諸神度假勝地峇里島 陳銘磻著 2012-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24 誰說這輩子只能這樣: 67個經典故事改變你 周子彥著 2012-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31 看得見的職場,看不見的規則 楊家誠著 2012-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48 在地記者帶你搭捷運玩高雄 處女座著 2012-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55 阿嬤的廚房 黃婉玲著 2012-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62 我在京都尋訪文學足跡: 帶你尋訪京都美麗與哀愁的文學地景陳銘磻文.攝影 2012-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79 從負翁到富翁: 負產階級大革命 趙明澤著 2012-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86 現代人的現代療法: 養生這本就夠用 郭慶堂著 2012-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093 道路:歷史現在未來 麥可.萊特曼著; 周友桓編譯 2012-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109 水蜜桃的滋味 大衛.增本著; 何佳芬譯 2012-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116 我在奈良尋訪文學足跡: 帶你尋訪奈良風華絕代的文學地景陳銘磻文.攝影 2012-06-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8

樂果文化



9789865983123 炒老闆的魷魚 吳璜著 2012-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147 那些病不是病 紀小龍著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154 陪孩子一起讀中國寓言 劉志哲著 2012-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178 我和果果一起成長 陳淑珍著 2012-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192 新編中華中草藥治癌全集 李岩作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3192 新編中華中草藥治癌全集 李岩作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3208 新編中華中草藥治癌全集 李岩作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3208 新編中華中草藥治癌全集 李岩作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3215 新編中華中草藥治癌全集 李岩作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3215 新編中華中草藥治癌全集 李岩作 2012-11-00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3239 一生一定要帶她去一次的出色民宿 施穎瑩著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246 叩問生命: 生命的答案誰知道? 陳炳宏, 阿媞著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253 陪孩子一起讀西洋寓言 劉志哲著 2012-10-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260 治癌,從心開始: 中西醫腫瘤防治心理錦囊 李岩作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277 別讓癌症賴上你: 中西醫腫瘤預防錦囊 李岩作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284 治癌不再「肝」苦: 中西醫肝腫瘤防治錦囊 李岩作 2013-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291 治癌要自療: 腫瘤病人的自家療養 李岩作 2013-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07 腸道抗癌力: 中西醫大腸腫瘤防治錦囊 李岩,李春華作 2013-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14 你的健康水知道 胡建夫著 2013-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21 不讓癌症找上你 紀小龍著 2013-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38 卡巴拉,科學及生命的意義 麥可.萊特曼著; 周友恒編譯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45 我知道妳是怎麼剩下的? 吳迪著 2013-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52 心理畫中話: 心理諮商師的自我成長故事 嚴文華, 付小東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69 生命數字密碼 蘇醒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76 求醫不如無病 郭慶堂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83 「梳」中有大藥: 老中醫教你梳理出一個好身體黃中平作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390 完美性愛自學手冊 郭慶堂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06 一輩子不生病的活法 郭慶堂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13 身體的復原工程 郭慶堂著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20 打開心窗 王家春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37 魏鼎看辟穀禁食 魏鼎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44 把顧客找回來 蘇桔良著 2013-07-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51 憑什麼跟你買! 陳偉文著 2013-06-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68 月亮睡著了: 做最會講故事的媽媽,講孩子最愛聽的故事江慧著 2013-08-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75 假飛碟才是真科學 楊憲東著 2013-09-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499 讀故事,學交際 陳進成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12 加薪升職張口就來 李志堅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29 趁著單身,去做那些事兒 邰敏作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36 新媽媽心教養 阿里媽媽著 2013-1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43 讀故事,學行銷 林文集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50 讀故事,學創新 李錫東作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67 河馬女的夢:總有一個人等著愛妳 邰敏作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81 慢旅行: 遇見未知的自己 舟舟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598 浪尖上的臺商 方木几著 2013-1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628 讀故事,學領導 呂勇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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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608211 孫子兵法與周易: 決策理論與決策管理 李建中, 虞孝成著 2012-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297 讀經典: 中原大學<>第七年(2011.9-2012.7)執行成果李宜涯策劃.主編 2012-10-00 平裝 1

9789571608358 上班卒的生存謀術 紀小嵐, 韓小非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365 心海: 人生一百二十個重要問題 熊仁義作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372 人間百態 吳東權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389 這麼說話就對了 胡國俊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396 劉延濤先生詩稿暨詩畫集: 劉延濤詩畫集 劉延濤著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402 劉延濤先生詩稿暨詩畫集: 劉延濤詩稿 劉延濤著; 吳平手抄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426 心理說服術: 讓鬼谷子教你如何說服別人 拓跋一世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433 伊犁史話 明驥遺稿; 彭壽山, 鄒青蓮, 譚再利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440 狙擊尖兵: 我在海豹狙擊手訓練小組的日子: 如何練就百步穿楊的神槍手布蘭登.韋伯(Brandon Webb)著; 鍾國樑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457 臺海兩岸悲歡離合 陳力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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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891377 移動中的慢速風景: 搭巴士玩新北市跟著光影去旅行古鎮榮等撰文 2013-12-00 平裝 2

9789862891391 馬來西亞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2013-1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438 曼谷地鐵地圖快易通 汪雨菁, 蒙金蘭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6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墨刻



9789862891445 巴黎地鐵地圖快易通 汪雨菁, 彭欣喬, 墨刻編輯室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469 澳洲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唐唐, 柯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469 澳洲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唐唐, 柯璇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1476 出發!義大利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483 西雅圖.波特蘭.黃石國家公園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490 香港地鐵地圖快易通 墨刻編輯室作; 墨刻攝影組攝影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2891506 臺北名廚餐廳極致美味72+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20 臺北自遊散策 施穎芳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37 中部北陸自遊人 墨刻編輯部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1544 宜蘭悠遊小旅行 蔡蜜綺, 墨刻編輯部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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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5837 依持正法,幸福美滿 釋從慈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85837 依持正法,幸福美滿 釋從慈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2

978986888584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解 釋從慈著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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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17530 土地法精要 陳俊合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17547 民法概要(含歷屆試題) 陳俊合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17561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陳俊合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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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1157 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陳淑貞, 翁志成編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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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11164 服務創新暨知識加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全文人集. 2014 2014-05-00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科大休運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經營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德林念佛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德明財經科大不動產與永續城鄉研究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044 高齡犬護理百科 星野早百合原著; 本多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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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7609 乳房: 一段自然與非自然的歷史 佛羅倫絲.威廉斯(Florence Williams)著; 莊安祺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616 被遺忘的年代: 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 譚雄飛, 譚愛梅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623 濁水溪三百年: 人文.社會.環境 張素玢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7630 革命分子耶穌: 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時代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著; 黃煜文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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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4192 不愛錢,你有事嗎?: 48個變身有錢人的招財行為學中谷彰宏著; 珂辰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006 沒男友又怎樣! : 悶騷剩女的情慾異想世界 冬川智子著; 李伊芳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013 男人懂了這些更成功: 職場社交40堂必修課程, 教你懂處事, 有品味, 會做人山崎武也著; 衛宮紘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7020 當機立斷收納術: 居家、辦公室都適用的148個超強收納技,從此免整理須原浩子著; 陳士晉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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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4855 心擱哪了? 禪和尚本性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862 誰綁住了你 禪和尚本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879 花繁柳密撥得開 禪和尚本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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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2248 曼德拉A-Z: 馬迪巴的多面人生 丹尼.謝克特(Danny Schechter)著; 潘麗君, 任小紅, 張琨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潮客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廣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衛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314 本尊、真言、智慧: 舊譯密續生起次第修法導引吉美令巴尊者, 巴珠仁波切造論; 丹增卓津漢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9013321 香巴迦舉傳承妮古瑪密咒法藏 大成就者妮古瑪造論; 莎娜海汀譯釋; 丹增卓津漢譯2014-05-00 平裝 1

9789869013338 空性庫藏之鑰 色彌堪舒羅桑塔欽仁波切傳授; 丹增卓津漢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9013345 嘿嚕噶勝樂輪五尊修法導引: 妙樂生源 奧珠達瑪巴札, 第一世班禪喇嘛羅桑卓之堅贊造論; David Gonsalez譯註; 丹增卓津漢譯2014-05-00 平裝 1

9789869013352 新譯菩提道次第略論 宗喀巴大師造論; 妙音佛學叢書翻譯組新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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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86338 寧為小婢不為妃 紀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345 王妃見習中 羽嫣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369 總裁就是不說愛 芙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376 小資愛情守則 季潔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383 前度是總裁 唐絹著 2014-03-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413 庶妃當家 洛彤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420 愛妾好淡定 谷萱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437 幸福歡迎光臨 安琪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444 小祕書KO大總裁 棠芯著 2014-04-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451 總裁別愛我 連盈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468 總裁很匪類 于媜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86499 情婦粉淡定 唐絹著 2014-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505 妾心難測 紀珞著 2014-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512 肉食系小資女 洛彤著 2014-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529 敗犬祕書 向晴著 2014-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536 總裁大大粉賢慧 辛卉著 2014-05-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6543 特助小小妹 季潔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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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135384 給菁英的24堂心理課 李娜著 2013-11-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鄭媛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廣達文化



9789577134417 捨不得: 「捨得」是一種用金錢買不到的「獲得」檸檬公爵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4424 從電腦天才到世界慈善家: 比爾.蓋茲全傳 常少波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4455 三國演義的人生64個感悟 秦漢唐作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391 拿破崙全傳 艾米爾.路德維希作; 楊陽譯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407 菜根譚的人生88個感悟 秦漢唐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414 心經的人生88個感悟 秦漢唐作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421 20幾歲定好位30幾歲有地位 姜文波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438 曼德拉傳: 風雨中的自由鬥士 謝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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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28011 新版咖啡學: 秘史、精品豆、北歐技法與烘焙概論韓懷宗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8028 這不是飯店,是我家 詹仁雄, 韓嵩齡作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28035 熟前整理: 親愛的錯的不是你 趙雅芬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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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85689 潘蓬彬油畫集. 2014年: 瑞冬悠遊 潘蓬彬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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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0402 嗨,我是小綠綠 王志中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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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1804 島嶼浮世繪: 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 蔣竹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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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歐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寫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潘蓬彬油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憬藝企業



9789868018563 福爾摩沙.1949 雲程主編; Taimocra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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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62308 健康食補一本通: 輕鬆改善好體質 郭月英, 陳麗玲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377 吃對鹼性食物: 讓你遠離文明病 程安琪, 陳盈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537 安琪老師的24堂課. II, 7-12堂課 程安琪作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698 第一次學做手工麵包!超安心 韋太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04 第一次學做Cheesecake!Yummy 邱勇靈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28 一顆蘋果做麵包: 50款天然酵母麵包美味出爐 橫森あき子作; 陳柏瑤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66 尋味: 臺灣74+好食餐館 中衛發展中心, 臺灣美食推動服務團隊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80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家禽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專業委員會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797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蔬果豆品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專業委員會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10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肉食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專業委員會主編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27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魚鮮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專業委員會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34 人間美味100道 <>雜誌社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41 安琪老師的24堂課. IV, 19-24堂課 程安琪作 2014-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62858 鮮美魚料理100道,一學就會,輕鬆上桌 程安琪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65 100道美味肉料理: 烤、炒、滷、炸,快速上桌! 程安琪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72 豈能戒甜 獨角仙@藍色大門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89 Annie的私房美味 黃婉瑩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896 在家做清粥小菜: 70道家常小菜+6道養生粥品 程安琪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02 健康氣炸鍋的美味廚房: 甜點x輕食一次滿足 陳秉文作; 楊志雄攝影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19 高血壓這樣吃就對了!: 專家調配的200道保健食譜謝英彪, 章茂森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26 糖尿病226道養生食譜: 控制血糖好輕鬆! 周莉, 謝英彪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33 神奇的檸檬: 250種日常妙用教你擁有全方位健康Julie Frederique作; 鄒婧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40 神奇的蜂蜜: 帶你了解所有蜂蜜大小事 Alix Lefief-Delcourt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57 神奇的醋: 原來醋也可以這樣用 Michel Droulhiole編著; 史瀟灑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64 吐司與三明治的美味關係 于美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2988 安琪老師的24堂課. I, 1-6堂課 程安琪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004 神奇的雞蛋: 90多種意想不到的生活妙用 Alix Lefief-Delcourt作; 史瀟瀟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011 巴黎日常料理: 法國媽媽的美味私房菜48道 殿真理子作 ; 程馨頤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028 神奇的鹽: 80多種價廉物美、妙不可「鹽」的用法Alix Lefief-Delcourt作; 張麗萍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橘子文化



9789863640035 神奇的蒜: 健康100%增加抵抗力的靈丹妙藥! Alix Lefief-Delcourt著; 陳光旭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059 三高族怎麼吃: 飲食宜忌速查 馬方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066 Annie的美味廚房: 畫龍點睛的調味料 黃婉瑩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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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42982 資訊和通訊科技基礎建設管理系統(ICTIMS) 陳英士著 2013-01-00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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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5443 專業月餅製作大全(暢銷紀念版) 曹健著 2014-02-00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65474 Maru的經典童話羊毛氈: 變身最可愛、最實用、最與眾不同的生活雜貨!Maru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481 焯焯光影: 范毅舜從傳統到數位的攝影心法 范毅舜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498 收納全書 文化出版局編著; 游韻馨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504 SKETCHTRAVEL速寫本的奇幻旅程 堤大介, 杰哈爾(Gerald Guerlais)作; 邢曼雲譯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5559 印度風香料咖哩: 3香料x3步驟,東京咖哩番長教你丟掉咖哩塊,自調32款正統咖哩!水野仁輔作; 林盛月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5566 修道院點心 丸山久美作; 邱喜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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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0007 好故事,怎麼說?: 爸媽也能變成說故事高手 小巫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014 一本書讀懂孩子的世界 大晨媽媽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021 貓眼小子. 1, 圖書館裡的無臉人 葛競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038 貓眼小子. 2, 妖怪電影院 葛競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045 魔法學校. 1, 小女巫 葛競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052 貓眼小子. 3, 隱身巫師 葛競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069 蘿鈴的魔力. I, 巫術族的預言 陳柳環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70076 蘋果王子歷險記 湯素蘭著; 巫伊插畫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0083 魔法學校. 2, 黑翼帝國的復活 葛競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514 魔法學校. 3, 三眼貓的復仇 葛競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507 甜草莓的祕密 湯素蘭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龍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龍山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9789869019521 蘿鈴的魔力. I, 巫術族的預言 陳柳環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19545 小豬大俠. 1, 變成螢光小豬 張之路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19552 魔法學校. 4, 精靈森林的祕密 葛競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569 魔法學校. 5, 影子王子的復活 葛競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576 蘿鈴的魔力. II, 墨夷家族 陳柳環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9583 小豬大俠. 2, 逃離動物學校 張之路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590 蘿鈴的魔力. II, 墨夷家族 陳柳環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0007 魔法學校. 6, 精靈寵物店 葛競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14 小豬大俠. 3, 替身的命運 張之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21 趣味知識小百科. 1, 自然篇 大米原創, 雨霽編繪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21 趣味知識小百科. 1, 自然篇 大米原創, 雨霽編繪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38 小豬大俠. 4, 真假莫跑跑 張之路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45 趣味知識小百科. 2, 人體篇: 人身上最髒的地方是哪裡?大米原創, 雨霽編.繪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52 趣味知識小百科. 3, 科學篇: 頭髮也能變成鑽石嗎?大米原創, 雨霽編.繪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76 蘿鈴的魔力. III, 不存在的祕方 陳柳環著 2014-06-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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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2229 淨觀: 王子璇作品集 王子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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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6378 跟著節日去旅行. 冬季篇 楊小波作; 徐秀如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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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9011 拔仔庄的畢卡索: 花蓮富源鄉12位畫家阿嬤的生命故事廖宏霖等著 2014-04-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028 某年某月某一天: 李新勇小說集 李新勇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042 水木風雨: 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 啟之編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059 從「土改」到「反右」: 吳奔星一九五0年代日記吳奔星著; 吳心海編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066 誤讀異邦: 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 唐納德.戴維斯(Donald E. Davis), 尤金.特蘭尼(Eugene P. Trani)著; 馬建標等譯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羲之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立作家



9789865729073 民國政壇見聞錄 李晉口述; 秦嶺雲筆錄; 蔡登山編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080 滿洲國紀實 李念慈著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097 「吳國楨事件」彙編 李燄生等著; 蔡登山編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103 時代的先行者: 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陳建守主編; 林俊宏等合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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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38648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338655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338662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3冊 1

9789867338679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4冊 1

9789867338686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5冊 1

9789867338693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6冊 1

9789867338709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7冊 1

9789867338716 Peter bear(student book) Peter Lai等[作] 2014-03-00 其他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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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0644 探金實戰.作手從錯中學習 齊克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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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1018 數學精英班. 進階篇1: 名師精解A 宗翰, 齊峻, 程皓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025 數學精英班. 進階篇2: 名師精解B 宗翰, 齊峻, 程皓作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032 數學精英班. 進階篇3: 必考模擬40回 宗翰, 齊峻, 程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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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43765 泡BAR偵探: 打給那位偵探的電話 東直己著; 阿夜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772 Lady joker 高村薰著; 劉子倩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寰宇



9789866043789 Lady joker 高村薰著; 劉子倩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43796 鬼談百景 小野不由美著; 張筱森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3802 殘穢 小野不由美著; 張筱森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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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3025 西班牙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十三屆 : 認同: 從文學、語言與文化談起論文集曾麗蓉主編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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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3001 春分: 靜宜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陳明柔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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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9323 國際粉彩畫家邀請展作品精選集. 2014年 臺灣粉彩畫協會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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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61518 Dharma as water: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volume 1Shih Cheng Yen[作] 2014-01-00 其他 1

9789866661525 Life economics Shih Cheng Yen[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6661532 The essence of filial piety Shih Cheng Yen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6661549 清らかな智慧 釋證嚴著; 陳植英訳 2014-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61556 The power of the heart: a collection of teachings Shih Cheng Yen[作] 2014-02-00 其他 1

9789866661563 大象與小狗: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 1 釋證嚴原文開示; 婁雅君, 吳心心文字改編; 林玉玲繪圖2014-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6661570 小猴子: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 2 釋證嚴原文開示; 婁雅君, 吳心心文字改編; 林玉玲繪圖2014-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6661587 小小吉祥草: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 3 釋證嚴原文開示; 婁雅君, 吳心心文字改編; 林玉玲繪圖2014-03-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6661594 Jing si aphorisms: the fundamentals of virtue. Pillars of world peaceShih Cheng Yen[作]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6661600 活出幸福 林幸惠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橙青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靜宜大學西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籌備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111 陳智永草書千字文 李郁周修復 2011-05-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76128 國民小學書法 詹吳法, 連德森, 蔡明讚編著 2011-06-00 五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176135 施春茂臨九成宮醴泉銘 施春茂著 2011-06-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76142 晉 王羲之蘭亭序 蔡明讚修復 2011-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76159 北魏張猛龍碑 鄭聰明修復 2011-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76166 唐 柳公權 玄秘塔碑 江育民修復 2011-08-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76180 國民小學書法 詹吳法, 連德森, 蔡明讚編著 2011-08-00 四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176197 王羲之行楷集春聯 吳鴻鵬編 2011-08-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76203 與古為新: 楊平書印集 楊平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234 唐 孟法師碑 黃宗義修復 2011-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76265 智永楷書集無相頌 吳鴻鵬編 2011-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76357 隋智永楷書千字文 江育民修復 2012-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76425 智永楷書集菜根譚 吳鴻鵬編 2012-10-00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76432 金代書法研究 黃緯中撰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449 薛平南臨鄭文公碑 薛平南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524 瘦金體書法入門 吳樵六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579 唐多寶塔碑 黃宗義修復 2013-06-00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76623 後漢張遷碑 黃宗羲修復 2013-12-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9532853 日治時期臺灣小學書法教育 葉心潭著 199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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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68021 夜色瑪奇蓮. 1, 黑貓奶茶店 顧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038 夜色瑪奇蓮. 2, 銀白色頭髮的少年 顧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069 夜色瑪奇蓮. 3, 照片上的第四個人 顧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076 夜色瑪奇蓮. 4, 詭異的多莉讀書會 顧抒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083 再見野駱駝 楊紅櫻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8090 森林迷案 楊紅櫻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307 花冠病毒 畢淑敏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08352 花冠病毒 畢淑敏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08314 背著房子的蝸牛 楊紅櫻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龍時代



9789868908321 螞蟻破案 楊紅櫻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338 蜀山少年. 1, 赤峰四翼蛇 夏生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345 蜀山少年. 2, 血影琉璃 夏生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369 魯班的詛咒. 1, 魯班的詛咒 圓太極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376 蜀山少年. 3, 六識寂滅術 夏生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383 玩藝布袋戲: 七個玩家變達人的創意狂想 三味堂創意木偶團隊作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390 魯班的詛咒. 2, 血染園林陣 圓太極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00 蜀山少年. 4, 迷幻桃花障 夏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17 老上海美食 沈嘉祿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31 歐債危機下的中國變局 時寒冰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48 魯班的詛咒. 3, 獵殺冰火陣 圓太極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55 魯班的詛咒. 4, 劫殺連環局 圓太極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62 經濟如此動盪你要早作打算 吳學軍, 羅世濱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79 魯班的詛咒. 5, 奪寶局中局 圓太極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86 吃著碗裡的: 挑逗味蕾的美食趣談 西坡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5493 魯班的詛咒. 6, 決戰天梯山 圓太極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03 蜀山少年. 5, 幻境迷宮 夏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10 蜀山少年. 6, 魔獸歸來 夏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27 灶腳裡的小確幸: 精選50道媽媽拿手菜,重溫兒時幸福滋味二毛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34 蜀山少年. 7, 魔王轉世 夏生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41 蜀山少年. 8, 羅漢伏魔 夏生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58 重口味心理學 姚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58 重口味心理學 姚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65 她們謀生亦謀愛: 誤讀秦淮八艷 閆紅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65 她們謀生亦謀愛: 誤讀秦淮八艷 閆紅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72 心悅君兮: 詩經情事 閆紅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089 7天戰勝拖延症 顏蘇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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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8021 巧婦不難為: 輕鬆下廚 快樂當家 梁瓊白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205 玩美創意蛋糕裝飾 何國熙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6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3808 流利英文日記一年策略 康邁克(Mike Campbell)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3815 美語口語發音語海對照本 康邁克(Mike Campbell)總編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3822 美語口語發音語海練習本 康邁克(Mike Campbell)總編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3839 GMS英文 流利英文: 約定 康邁克總編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3846 GMS Chinese fluency module: appointments Mike Campbell 2013-08-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8823853 GMS英文: 流利英文: 旅行 康邁克總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3860 GMS Chinese fluency module: travel Mike Campbell[作] 2013-09-00 平裝 1

9789868823877 你不知道的英文發音 康邁克總編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3891 GMS英文: 基礎 康邁克總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10238 GMS英文: 基礎 康邁克總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10245 GMS英文: 基礎 康邁克總編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10207 GMS英文: 流利英文: 日常生活 康邁克總編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214 GMS Chinese fluency module: daily life Mike Campbell[主編] 2013-1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10221 Mandar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manual Mike Campbell[編] 2013-11-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10269 GMS Russian: basic. 1 Mike Campbell 2014-02-00 平裝 1

9789869010283 GMS英文: 商務 康邁克總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10290 GMS Chinese: Business Mike Campbell[主編] 2014-03-00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6236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Basic 2,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6237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 (Mandarin). Basic 3,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567718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Russ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Ksenia Ortyukova編著 2014-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719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Russ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Ksenia Ortyukova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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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0085 思鄉者語 曾晨輝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059 歷史演義: 南北朝 蔡東藩原著; 張小穩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32066 歷史演義: 南北朝 蔡東藩原著; 張小穩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073 歷史演義: 南北朝 蔡東藩原著; 張小穩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080 歷史演義: 南北朝 蔡東藩原著; 張小穩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097 歷史演義: 南北朝 蔡東藩原著; 張小穩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1

龍視界

送存冊數共計：2

諾森貝登



9789865732103 歷史演義: 南北朝 蔡東藩原著; 張小穩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32110 歷史演義: 唐史 蔡東藩原著; 汪鋒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32127 歷史演義: 唐史 蔡東藩原著; 汪鋒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134 歷史演義: 唐史 蔡東藩原著; 汪鋒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141 歷史演義: 唐史 蔡東藩原著; 汪鋒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158 歷史演義: 唐史 蔡東藩原著; 汪鋒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32165 歷史演義: 唐史 蔡東藩原著; 汪鋒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32172 歷史演義: 五代 蔡東藩原著; 聞幼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32189 歷史演義: 五代 蔡東藩原著; 聞幼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196 歷史演義: 五代 蔡東藩原著; 聞幼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202 歷史演義: 五代 蔡東藩原著; 聞幼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219 歷史演義: 五代 蔡東藩原著; 聞幼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32226 歷史演義: 宋史 蔡東藩原著; 江離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32233 歷史演義: 宋史 蔡東藩原著; 江離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240 歷史演義: 宋史 蔡東藩原著; 江離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257 歷史演義: 宋史 蔡東藩原著; 江離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264 歷史演義: 宋史 蔡東藩原著; 江離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32271 歷史演義: 宋史 蔡東藩原著; 江離白話翻譯整理 2013-12-00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32288 野豬王 沈石溪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295 平安夜 黃蓓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301 詩經講讀 劉毓慶, 楊文娟著 2014-05-00 BOD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318 詩經講讀 劉毓慶, 楊文娟著 2014-05-00 BOD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325 歷史演義: 元史 蔡東藩原著; 李珂白話翻譯整理 2014-03-00 BOD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32332 歷史演義: 元史 蔡東藩原著; 李珂白話翻譯整理 2014-03-00 BOD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32349 歷史演義: 元史 蔡東藩原著; 李珂白話翻譯整理 2014-03-00 BOD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32356 歷史演義: 元史 蔡東藩原著; 李珂白話翻譯整理 2014-03-00 BOD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32370 一隻神奇的鸚鵡 葛冰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387 熊貓小弟傳奇 孫幼軍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394 米蘭的祕密花園: 週末與愛麗絲聊天. 禮貌禮儀篇程瑋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400 訪問古典旅行記. 一, 麥地裡的飛警 秦里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2417 訪問古典旅行記. 一, 麥地裡的飛警 秦里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2424 壇經講讀 吳平著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2486 表哥駕到 秦文君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2509 會跳舞的小星星: 週末與愛麗絲聊天. 家庭父母篇程瑋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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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21976 生男生女有技巧 陳文豪, 黃志威編著 2011-04-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421983 生產訂單管理步驟 歐陽海華編著 2011-04-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421990 提高工作效率 丁振國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03 贏在細節管理 張文斌編著 2011-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10 店員操作手冊 黃憲仁, 任賢旺編著 2011-05-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027 解決問題 張崇明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34 微利時代制勝法寶 林祐誠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41 員工招聘性向測試方法 郭昆福編著 2011-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58 拒絕三高有方法 簡凱平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65 打造一流的生產作業廠區 陳萬鵬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72 如何撰寫連鎖業營運手冊 吳宇軒編著 2011-06-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089 如何拿到VC(風險投資)的錢 蔣浩恩編著 2011-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096 店長如何提升業績 李平貴編著 2011-07-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102 如何撰寫職位說明書 陳秋福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133 促銷管理實務 黃憲仁編著 2011-07-00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6084140 傳銷成功技巧 吳倩如編著 2011-07-00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6084157 培訓部門流程規範化管理 王小龍編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164 像肯德基學習連鎖經營 張靜華編著 2011-08-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171 顧客情報管理技巧 李宗南, 蕭智軍編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188 如何改善企業組織績效 李登宏編著 2011-08-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195 低調才是大智慧 謝凱輝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201 電話推銷培訓教材 張國安編著 2011-09-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218 主管必備的授權技巧 陳必武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225 如何控制不良品 蔡家勇編著 2011-09-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249 全面消除生產浪費 王中康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256 現場工程改善應用手冊 段健華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263 連鎖店督導師手冊 宋經緯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287 傳銷分享會運作範例 李傳君, 唐建國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294 賣場如何經營會員制俱樂部 洪海洋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317 主管如何激勵部屬 伍文泰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40

憲業企管



9789866084331 面試主考官工作實務 王宗銘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348 各部門年度計畫工作 章煌明編著 2011-12-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355 輕鬆擁有幽默口才 李俊鵬編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362 生產計劃的規劃與與執行 蔡明豪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379 總經理重點工作 李平貴編著 2011-12-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409 如何提高市場佔有率 吳宇航編著 2012-01-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416 一定要懷孕 謝天啟編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423 時間管理手冊 劉翔飛編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430 財務部流程規範化管理 郭東萊編著 2012-02-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454 人事經理操作手冊 孫小萍編著 2012-04-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461 電話推銷培訓教材 張國安編著 2012-05-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478 贏得競爭優勢的模仿戰略 鄧建豪編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485 確保新產品開發成功 任賢旺, 黃憲仁編著 2012-06-00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6084492 贏在細節管理 張文斌編著 2012-06-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508 賣場銷量神奇交叉分析 李慧玉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515 企業識別系統CIS 洪華偉編著 2012-07-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522 部門主管手冊 黃憲仁編著 2012-07-00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6084539 提高免疫力可抵抗癌症 劉延睿編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546 生男生女有技巧 陳文豪, 黃志威編著 2012-08-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553 領導技巧培訓遊戲 洪清旺, 張曉明編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577 財務查帳技巧 朱思華編著 2012-10-00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584 商品管理流程控制 鄧崇文編著 2012-10-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591 業務員疑難雜症與對策 王瑞虎編著 2012-11-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607 商場促銷法寶 顏青林編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621 連鎖店操作手冊 黃憲仁編著 2012-12-00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6084638 6S管理運作技巧 陳德鑫編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645 工廠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余幼龍編著 2013-01-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652 開店創業手冊 葉斯吾編著 2013-01-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669 店長操作手冊 黃憲仁編著 2013-01-00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6084676 企業培訓遊戲大全 李德凱, 陳文武編著 2013-02-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683 部門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 秦建成編著 2013-02-00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6084690 採購管理實務 丁振國編著 2013-03-00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6084614 提升服務品質培訓遊戲 秦啟剛編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706 商業簡報技巧 呂國兵編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713 品管部經理操作規範 陳進福編著 2013-05-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720 內部控制規範手冊 陳明煌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737 供應商管理手冊 秦啟佑編著 2013-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744 哈佛領導力課程 余文豪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751 採購管理工作細則 楊騰飛, 丁振國編著 2013-07-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768 如何管理倉庫 黃志強編著 2013-08-00 增訂七版 平裝 1

9789866084775 餐飲業工作規範 許俊雄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782 如何開創連鎖體系 陳立國, 黃憲仁, 吳宇軒編著 2013-09-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799 有效的店員銷售技巧 朱偉明, 紀克彰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05 執行能力培訓遊戲 李宇風編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12 物料管理控制實務 林進旺編著 2013-10-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829 開一家穩賺不賠的網路商店 劉劍華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36 豐田現場管理技巧 朱偉明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43 連鎖業開店複製流程 趙永光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67 企業如何培訓內部講師 李立群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74 如何診斷企業財務狀況 李得財, 許中信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81 商鋪業績提升技巧 江應龍, 黃憲仁, 李平貴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898 生產現場管理實戰案例 李德新編著 2014-02-00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4904 營業部轄區管理規範工具書 黃憲仁, 李立群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911 售後服務手冊 韋光正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928 如何推動5S管理 周叔達編著 2014-04-00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6084935 採購談判與議價技巧 丁振國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942 店員工作規範 張宏明編著 2014-05-00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084959 業績倍增的銷售技巧 邱永元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966 如何撰寫商業計畫書 陳永翊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4973 行政部流程規範化管理 王建新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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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46331 同班同學Google網路任遨遊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6646348 自由軟體應用實例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6646355 同班同學全彩Writer 4.2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6646362 同班同學全彩Impress 4.2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2014-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0

送存冊數共計：90

學園國際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2873 卡到陰: 一個造命世家的女兒,從卡陰、通陰陽到修行的靈界接觸蘇家綿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897 千日回峰行: 我的極限修煉 塩沼亮潤作; 劉雅婷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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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0789 此景只應天上有: 原味侗鄉 劉芝鳳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0833 天之涯海之角: 多嬌海南 葉永烈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0932 李時珍脈象學習圖解 李申清, 余海根, 王義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020 豐子愷兒童漫畫選. 世態篇 豐子愷作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037 白水黑山: 詩意黑龍江 劉沙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150 豐子愷兒童文學全集: 小鈔票歷險記 豐子愷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532 漢朝的故事. 1, 秦失其鹿 林漢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549 漢朝的故事. 2, 楚漢爭霸 林漢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556 漢朝的故事. 3, 龍城飛將 林漢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563 漢朝的故事. 4, 蘇武牧羊 林漢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570 漢朝的故事. 5, 王莽篡漢 林漢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587 漢朝的故事. 6, 東漢興衰 林漢達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785 歷史演義前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1792 歷史演義前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1808 歷史演義前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1815 歷史演義前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1822 歷史演義前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81839 歷史演義前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81853 歷史演義後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1860 歷史演義後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1877 歷史演義後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1884 歷史演義後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1891 歷史演義後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81907 歷史演義後漢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橡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圖騰文化



9789865981952 漢字的故事 龍子仲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969 國學泛舟 石俊, 王虹瑩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1976 歷史演義兩晉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1983 歷史演義兩晉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1990 歷史演義兩晉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50005 歷史演義兩晉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50012 歷史演義兩晉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50029 歷史演義兩晉 蔡東藩原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50043 中外文明同時空. 2, 秦漢VS羅馬: 東西文化相輝映林言椒, 何承偉主編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050 查理九世. 5, 惡魔保健室 雷歐幻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50067 先秦兩漢及魏晉南北朝音樂傳播概論 鍾琛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074 讓孩子贏在起跑點: 0-3歲嬰幼兒發展與教養方法劉廷榮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081 求真與防偽: 國際精品系列鑒定: 路易威登系列鑒定(簡體字版)阿邦師, 孫善彌著 2013-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0098 查理九世. 6, 吸血鬼公墓 雷歐幻像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50111 查理九世. 7, 青銅棺的葬禮 雷歐幻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128 查理九世. 8, 白骨森林 雷歐幻像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50142 鷹 王族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159 談瓜論果 薛理勇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173 唐太宗. 一, 金戈鐵馬 趙揚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166 唐太宗. 一, 金戈鐵馬 趙揚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50203 唐太宗. 二, 鬩牆玄武 趙揚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210 唐太宗. 二, 鬩牆玄武 趙揚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234 榮寶齋教鑑賞: 金銀器 邵磊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241 榮寶齋教鑑賞: 古錢幣 劉韞, 周錦屏編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258 另一半中國史 高洪雷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333 另一半中國史 高洪雷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265 查理九世. 9, 羽蛇神的黃金眼 雷歐幻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50272 查理九世. 10, 最後的古寺神佛 雷歐幻像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50289 唐太宗. 三, 貞觀之治 趙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296 唐太宗. 三, 貞觀之治 趙揚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319 查理九世. 11, 冥府之船 雷歐幻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50326 查理九世. 12, 失落的海底城 雷歐幻像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850340 榮寶齋教鑑賞: 唐三彩 王曉, 張煒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357 莫言評傳 葉開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364 唐太宗. 四, 威加海內 趙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371 唐太宗. 四, 威加海內 趙揚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395 榮寶齋教鑑賞: 明清家具 楊海濤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401 查理九世. 13, 鬼公主的嫁衣 雷歐幻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850418 查理九世. 14, 幽靈列車 雷歐幻像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850425 中外文明同時空. 3, 隋唐VS拜占庭阿拉伯: 地球一家親林言椒, 何承偉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432 榮寶齋教鑑賞: 古璽印 邵磊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449 唐太宗. 五, 日斜凌煙 趙揚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456 唐太宗. 五, 日斜凌煙 趙揚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470 那些年,我們一起讀的詩 傾藍紫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470 那些年,我們一起讀的詩 傾藍紫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487 查理九世. 15, 海龜島的狩獵者 雷歐幻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850494 查理九世. 16, 不死國的生命樹 雷歐幻像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850517 榮寶齋教鑑賞: 古玉 何建波, 李海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524 漢字的秘密 余志鴻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531 漢字的風景 劉志基, 蕭晟潔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548 相思樹上合歡枝: 李商隱的詩歌人生 張詩群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555 無限江山,一晌貪歡: 詞帝李煜的悲情人生 木溪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562 便縱有千種風情: 柳永的風月情緣 木溪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579 唐玄宗. 一, 政變唐隆 趙揚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593 唐玄宗. 一, 政變唐隆 趙揚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586 唐玄宗. 一, 政變唐隆 趙揚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850609 榮寶齋教鑑賞: 翡翠 萬珺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630 唐玄宗. 二, 盛世華章 趙揚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0647 唐玄宗. 二, 盛世華章 趙揚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0654 唐玄宗. 二, 盛世華章 趙揚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50692 榮寶齋教鑑賞: 古墨 王儷閣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708 榮寶齋教鑑賞: 三代青銅兵器 吳國瑛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0715 你若執手不離,我便生死相依: 那些美麗的情詩與故事傾藍紫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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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13866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崇裕主任編輯 2014-05-00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87

樹德科大流設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4610 趣味生活魔術 Star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4627 大自然的魔術師: 教師指引手冊 王雅萍課程設計 2013-12-00 平裝 1

9789865964634 音樂Do Re Mi: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64641 春天的小花草: 教師指引手冊 林巧蕓課程設計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64658 看蟲去: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964665 雨後的小傘: 菇: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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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09332 記憶人人HOLD得住: 從平凡人到記憶冠軍的真實故事喬許.佛爾(Joshua Foer)著; 謝佩妏譯 201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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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66249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馬翠華編著 2012-05-00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66744 刑法概要 : 2013警特新制一般警察 黃磊編 2012-09-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66898 社會工作: 證照考試用書 陳威編著 2012-08-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895440 國土安全與國境執法 黃安編著 2012-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95518 刑法總則: 教戰守則 李允呈編著 2012-11-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335 移民政策與法規 程譯編著 2013-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27444 公務員法: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2014-0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027918 公民 : 就是這麼簡單!準備初等考一本好書! 林茵編著 2014-02-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66669 法學緒論全彩圖說, 高普考三四等 伊藤編著 2014-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66782 法學大意全彩圖說, 初考五等 伊藤編著 2014-0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00175 行銷學 : 郵政中華電信考試專用 吳俊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0748 法學大意 : 就是這麼簡單!準備初等考一本好書!鄭盛編著 2014-0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00991 航運與港埠政策 彭晟, 萬里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066 警專入學考: 中外地理重點速記 賀詢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3301080 銀行法 : 銀行特考.金融證照考試專用 陳鴻文編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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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橡樹林文化



9789863301127 國文測驗歷屆試題全解 : 就是這麼簡單!準備初等考一本好書!江河編著 2014-02-00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1905 何者 朝井遼著; 張智淵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950 手繪舊金山時光 蔣依芳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967 貓手相: 貓咪的性格,看看肉球就知道! 曉著; 李翰庭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981 螺絲起子與螺絲 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著; 吳亞光譯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1998 為了報仇看電影 韓松落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001 臺灣燈塔圖鑑 沈文台著 2014-03-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2018 我在動物園實習的幸福時光 劉子韻文字; 黃奕寧繪圖.攝影; 財團法人臺北動物園保育教育基金會彙編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025 TOO BIG TO KNOW：網路思想先驅溫柏格重新定義知識的意義與力量溫柏格(David Weinberger)著; 王年愷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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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77426 英文 林玉萍等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177433 商業概論 溫玲玉, 呂佩樺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7457 色彩概論 李銘龍, 朱佩芳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464 旅館實務 劉蓉錠, 林彥妘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77471 生涯規劃 李玠錞等編著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2177488 領航高中國文. 5 徐弘縉, 王美珠, 姚艾娟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495 瞄準大考: 高頻率句型80則 李家順等編著 2011-03-00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177501 週懂: 英文學測16週 許展嘉等編著 2011-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532 新(滿分攻略)高中歷史總複習 伍少俠編著 2014-03-00 平裝 上冊 1

9789862177549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精通 朱州哲, 吳東安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556 瞄準大考: 高頻率片語300個 王靖賢, 鄭翔嬬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563 英文文法,開麥拉! 蔡鴻明等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570 A類選文試題王 林士敦編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77587 掌握基本電學複習講義 李昕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594 掌握基本電學實習複習講義 李昕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600 數學試題王48回. B 李曲敏等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617 數學試題王48回. C 林宸邵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龍騰文化



9789862177624 表現技法 謝啟駿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655 瞄準統測: 設計群專一總複習 林明錚, 蔡須全, 謝宛臻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7679 悅讀好時光: 散文寬與深 林慧雯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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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522641 以經濟學理解營銷活動的新觀點: 從一個個案分析開始曲祉寧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22658 技術策略與移轉個案: 葡萄王生技 邱榆淨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22665 如何引導學生進行質性研究: 以M超級市場為例丁姵元著 2011-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22863 競爭性市場的聯盟組合運作原理: 個案與理論分析曲祉寧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56 聯邦主義、公民權與魁北克: 論多元族群主義 阿蘭.甘詠(Alain-G. Gagnon), 拉斐爾.雅可維諾(Raffaele Iacovino)著; 林挺生譯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63 市場行銷學 池上重輔著; 陳彥夫, 王姵嵐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70 工具機PLC+CEXE程式設計 周國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87 中國公用事業的管制與競爭 潘天蔚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394 驚濤裡的精彩: 李憲榮回憶錄 李憲榮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400 水庫淤泥再生利用之陶瓷器釉藥研究與成果 呂琪昌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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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35115 LibreOffice Writer 4.X文書處理 許儷陵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35122 LibreOffice Impress 4.x我的簡報 許儷陵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5122 LibreOffice Impress 4.x我的簡報 許儷陵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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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567453 靈食季刊: 一九四八年合訂本(第二十二年) 王明道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60 畏天愛人極論: 王徵天主教文獻集 王徵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484 畏天愛人極論: 王徵天主教文獻集 王徵作 2014-01-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7491 我在耶魯的日子 陳吉松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507 靈食季刊: 一九四九年合訂本(第二十三年) 王明道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514 靈食季刊: 一九五0年合訂本(第二十四年) 王明道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糖罐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翰蘆圖書



9789575567521 靈食季刊: 一九五一年合訂本(第二十五年) 王明道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538 每日亮光 葛理翰佈道團著; 袁衛得翻譯 2014-01-00 三版 平裝 1

9789575567545 候主再臨: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信息與查法 陳尊德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552 歌詠人生: 聲樂院士陳芳齡的生命故事 陳芳齡著 2014-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5567569 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 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王志勇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583 靈食季刊: 一九五二年合訂本(第二十六年) 王明道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620 作個大丈夫: 男子漢成長祕笈 高偉雄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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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0628 金剛經真修實證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2014-03-00 修改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8795 實習警察獸老闆 千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1438801 實習警察獸老闆 千舞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1438818 情夫升等作戰 朱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825 惡靈名單 水曼舞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832 左眼見到鬼. 鬼水勿近篇 黑麒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849 凶照 笭菁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856 實習警官獸老闆. 卷三, 鬼皇子的永生契 千舞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863 實習警官獸老闆. 終卷, 墨妖的千年愛戀 千舞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8870 色情寫真 志藍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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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16636 紙雕萬花筒123: 邱惠琦紙雕創作精選 邱惠琦作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8716643 生活卡片巧手創作: 邱惠琦作品集 邱惠琦作 2014-04-00 精裝 1

9789868716650 享受手繪海報書籤製作: 邱惠琦作品集 邱惠琦作 2014-04-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禪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薪禾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0649 雙城之謎 陶龍生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56 歲時紀 林文義作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63 豬身上的一條公路: 手卷展 馮傑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70 瘋癲老人日記 谷崎潤一郎著; 林水福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694 來福之家 溫又柔著; 郭凡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700 臉書帖 向陽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0717 晚安巴比倫: 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紀大偉作 2014-03-00 修訂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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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04458 詩人范揚松論: 真實生命的開顯與回歸 吳明興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4465 愛河流域: 胡爾泰、陳福成、方飛白、吳明興、范揚松情詩選吳明興等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4472 擺脫西方: 生存思考與哲學思維 思嶷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404489 壯遊人生,勇闖第三世界: 750元開拓跨國企業的生命故事楊富榮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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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81252 創意、創新、創業與永續價值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3年嶺東科技大學教師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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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7333 戀戀臺灣風情: 走過日治時期的這些人那些事 林衡道口述; 邱秀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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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05586 臺灣史論文集 鄭淑蓮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尚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嶺東科大教師會

聯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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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26706 挪亞的方舟 海茲.雅尼許(Heinz Janisch)文; 莉絲白.茨威格(Lisbeth Zwerger)選錄.插畫; 葉昀譯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713 黑暗的速度 伊莉莎白.穆恩(Elizabeth Moon)著; 張家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720 格林童話經典 雅各伯.格林, 威廉.格林原著; 莉絲白.茨威格(Lisbeth Zwerger)插圖; 李建興, 葉昀譯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26737 我不屬於他們 舟.沃頓(Jo Walton)著; 劉曉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744 魔是魔法的魔: 尼爾.蓋曼短篇精選. 2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林嘉倫譯 2014-05-00 再版 精裝 1

9789866026751 一無所有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黃涵榆譯 2014-06-00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26768 和諧 伊藤計劃著; 高詹燦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775 卡夫卡短篇全集. I, 沉思、判決、司爐: 早期創作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彤雅立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6782 卡夫卡短篇全集. II, 蛻變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彤雅立譯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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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836427 大學實施大班講座課程學習滿意度研究彙編 連彩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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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245 永續觀光及環境資源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4 環球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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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238 亞太中小企業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13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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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52353 彌勒皇道行. 十二部曲, 聖尊皇大計畫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2014-03-00 平裝 1

9789866752360 彌勒皇道行. 十三部曲, 聖者大任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6752377 彌勒皇道行. 十四部曲, 聖宇宙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2014-06-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繆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麋研筆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5953 大乘佛教瑜伽行研究: 解深密經聖者慈氏章及疏之譯注野澤靜證作; 李鳳媚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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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36505 與賽斯對話 蘇.華京斯(Susan M. Watkins)著; 陳秋萍, 周莉萍譯 2013-11-00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436543 禪問: 新時代修行的70個處方 妙參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550 明鏡亦非臺: 108個禪宗故事的智慧人生 妙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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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42630 十路彈腿 徐紀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3064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現代史 小島毅著; 郭清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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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43408 宗教的動力心理學 Paul W. Pruysder著; 宋文里譯注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460 到美麗島 與那原惠著; 辛如意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477 感時花濺淚 法天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491 庶民社會的主張: 墨子 楊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507 第一個被遺忘的人 Cyril Massarotto著; 梁若瑜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545 七夜物語 川上弘美著; 王華懋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843552 七夜物語 川上弘美著; 王華懋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843569 論義務 西塞羅著; 徐學庸譯注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576 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 一青妙著; 陳惠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583 詩精靈的化妝舞會 林茵著; 鄭潔文繪圖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606 奇怪阿嬤的奇怪馬戲團 信子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620 自由與文學 高行健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637 思想史 楊正顯等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43651 好人難遇: 芙蘭納莉.歐康納小說集 Flannery O'Connor著; 陳芝萍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聯經



9789570843668 開闊混同的精神世界: 莊子 楊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675 漢字365: 每日一字 華語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699 柬埔寨: 被詛咒的國度 Joel Brinkley著; 楊芩雯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712 我愛猴小孩 林柏廷圖.文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729 尼可丹姆的一天 Agnes Laroche著; Stephanie Augusseau繪圖; 李旻論譯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736 釣魚臺列嶼問題: 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 岡田充著; 黃稔惠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743 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Mason Currey著; 莊安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750 最初的質問 長田弘著; 伊勢英子繪; 楊玉鳳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750 最初的質問 長田弘著; 伊勢英子繪; 楊玉鳳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767 大提琴與樹 伊勢英子繪.著; 林真美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767 大提琴與樹 伊勢英子繪.著; 林真美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774 蘇西小姐的下雪日 Lena Mariel著; Isabelle Carrier繪; 李旻諭譯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781 因為就是這樣 Agnes Laroche著; Stephanie Augusseau繪圖; 李旻論譯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798 歷史與思想 余英時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3804 迴旋 張讓著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3811 離心旋轉 Stephan Thome著; 宋淑明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828 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曾瑞明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842 課本學不到的韓劇流行語 金昊熙, 張麗著 2014-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3880 崇高之美: 彭明輝談國畫的情感與思想 彭明輝著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897 神曲 東燁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903 我是世界最大黨: 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 Rowan Callick著; 盧意寧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910 美德 董啟章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927 走走走 陳虹伃著.繪 2014-05-00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3934 星星都在說話 蔡素芬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3941 鹽田兒女 蔡素芬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3958 橄欖樹 蔡素芬著 2014-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4023 圖解: 你們好奇怪啊!: 63種長得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的有趣動物金泉忠明著; 張東君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030 好神經 謝鴻文著; 林鴻堯繪圖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047 童話詩跳格子 蘇善著; 蔡靜江繪圖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061 在臺灣談中華文化 思想編委會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085 亂世裡的南方智慧老子 楊照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108 詩人不在,去抽菸了 徐國能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4115 第九味 徐國能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7230 擎天數學36計. 第7計, 數列與級數 王擎天, 智勇著 2011-02-00 平裝 1

9789866187568 升大決勝點贏在地理 林全, 羅士豪著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6187605 文言文原來這麼Easy! 廖筱雯編著 2011-11-00 平裝 1

9789866187759 高中數學公式酷搜本 王擎天著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874094 決戰學科能力測驗: 近五年歷屆試題數學考科. 103王擎天等著 2013-07-00 平裝 1

9789865874124 決戰學科能力測驗近五年歷屆試題國文考科. 103彭元岐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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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4663 空中看雪梨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3-00 其他 1

9789869014670 紐西蘭皇后鎮魔戒拍攝地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14687 紐西蘭皇后鎮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14694 紐西蘭庫克山國家公園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07 紐西蘭Lake Tekapo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14 紐西蘭福克斯冰川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21 紐西蘭Wanaka自然風光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38 上海油菜花季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45 紐西蘭6號公路自然風光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52 紐西蘭北島教堂灣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69 紐西蘭科羅曼德爾半島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76 紐西蘭Rotorua地熱奇觀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83 紐西蘭亞瑟隘口國家公園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59190 紐西蘭東加里羅國家公園攝影集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65900 紐西蘭魔戒及哈比特人拍攝地之旅 陳俊誠作 2014-04-00 其他 1

9789869065917 紐西蘭自然風光攝影集 陳俊誠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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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2312 資料好神,敍說故事千百樣: 資料新聞學開講 林麗雲主編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52

鴻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戴維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3094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3100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3117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3124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5-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321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6-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03223 挑戰學測滿級分: 北區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6-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23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247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25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261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278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285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292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308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315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322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339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34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353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360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2-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377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1-12-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03391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10340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41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3421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438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44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452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476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978986610348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978986610349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3-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103506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4-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103513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4-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10352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4-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103537 挑戰學測試題成功之鑰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4-00 十版 平裝 1

978986610354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07-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6103674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03681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2-1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03711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3-01-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07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3-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099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20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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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30196 日語最新常用諺語、成語、流行語手冊 林榮一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0226 臺灣史. 1600-1930 山崎繁樹, 野上矯介著; 楊鴻儒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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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89489 地球魂靈 林佩著 2012-09-00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89946 地球魂靈 林佩著 2012-08-00 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30577 逆世紀. 1, 時之守護者 公子小白作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0775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30928 靈武司兵器簿. 第二部 紅淵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一卷 1

9789863031086 公主的教育守則. Lesson 6, 回歸.破曉 凌亞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1093 情迷吸血殿 梵卓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31253 逆世紀. 2, 異世界戰書 公子小白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1413 情迷吸血殿 梵卓著 2011-1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31420 鳳凰之城 風念南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31468 魔蠍抱抱之呼喚睡美人 喚兒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1574 逆世紀. 3, 失控的列車 公子小白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1581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鮮鮮文化事業



9789863031598 十二星座物語 衛亞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31611 僕の推倒計畫 亞哲作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1628 群雄包圍 帝柳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31642 十二星座物語 衛亞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31659 十二星座物語 衛亞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31758 靈武司兵器簿. 第二部 紅淵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031949 神之選民 竹子作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31963 情迷吸血殿 梵卓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31970 女王貓與男警僕 天翎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32007 無限恐怖 張狂著 2012-03-00 三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2106 靈武司兵器簿. 第二部 紅淵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第三卷 1

9789863032137 非人事務所 DARK櫻薰著 2012-04-00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589427 鳳凰之城 風念南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32304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2012-03-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2380 冥婚交友中心. 1, 我的幽靈女友(們) 啞鳴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2397 灼灼琉璃夏 羽千落著 2012-03-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2403 流光之年 側側作 2012-03-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2434 千年的悔愛 燃聿著 2012-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2441 萌主必勝攻略 亞哲著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2458 沙漠禁果之蛇王偷心中 喚兒著 2012-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2656 女王貓與男警僕 天翎作 2012-04-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2946 靈武司兵器簿. 第二部 紅淵著 2012-06-00 初版 其他 第五卷 1

9789863032731 靈武司兵器簿. 第二部 紅淵著 2012-05-00 初版 其他 第四卷 1

9789863032755 十二星座物語 衛亞著 2012-06-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2762 十二星座物語 衛亞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2779 流光之年 側側作 2012-04-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3134 流光之年 側側作 2012-05-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2786 灼灼琉璃夏 羽千落作 2012-04-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3103 灼灼琉璃夏 羽千落作 2012-05-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3110 灼灼琉璃夏 羽千落作 2012-06-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3127 灼灼琉璃夏 羽千落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2878 無限恐怖. 2 張狂作 2012-05-00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2922 賢者的暈眩 林賾流作 2012-05-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32939 冥婚交友中心. 2, 千里姻緣隨便牽 啞鳴作 2012-05-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2953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2012-05-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3141 厄運之手 李雪夜著 2012-05-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3202 神之選民 竹子作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3295 代理小魔女 血殤翼作 2012-06-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3783 代理小魔女 血殤翼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3325 神王血脈之觸電雙生子 喚兒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3332 群雄包圍 帝柳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3592 群雄包圍 帝柳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3349 女帝嘻遊記 風念南作 2012-06-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033745 女帝嘻遊記 風念南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033431 女王貓與男警僕 天翎著 2012-06-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3486 冥婚交友中心. 3, 超級任務三人組 啞鳴作 2012-06-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3493 Dr.少年解夢人 風念南著 2012-06-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3509 賢者的暈眩 林賾流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33530 無限恐怖. 2 張狂著 2012-08-00 三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3547 無限恐怖. 3 張狂著 2012-10-00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3554 無限恐怖. 3 張狂著 2012-11-00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3585 十二星座物語.II 衛亞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3615 靈武司兵器簿. 第二部 紅淵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六卷 1

9789863033622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3646 撿到NG王子 池小凡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033714 茶杯裡の趴踢 亞哲著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3790 厄運之手 李雪夜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3806 厄運之手 李雪夜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3813 厄運之手 李雪夜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3936 冥婚交友中心. 4, 認錯大丈夫是我 啞鳴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3943 神之選民 竹子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3950 賢者的暈眩 林賾流作 2012-07-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33967 Dr.少年解夢人 風念南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3974 00:00的愛戀 燃聿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4148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2-07-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4582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4179 腳朝門 夜不語著 2012-08-00 三版 其他 1

9789863034193 十二星座物語. II 衛亞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4209 群雄包圍 帝柳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4216 靈武司兵器簿. 第三部 紅淵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卷一 1

9789863034544 靈武司兵器簿. 第三部 紅淵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卷二 1

9789863034223 女王貓與男警僕 天翎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4353 頑劣王族 燃聿著 2012-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4360 頑劣王族 燃聿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4377 撿到NG王子 池小凡作 2012-08-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034452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4490 一絲不掛 小圓鼻子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4520 千世鎏宵之溯心 藍旗左衽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4568 龍神的條件 大風颳過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卷1 1

9789863034575 骨龍少女 羽千落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4599 賢者的暈眩 林賾流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34605 賢者的暈眩 林賾流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34612 賢者的暈眩 林賾流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34650 群雄包圍 帝柳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4681 1/10暗戀魔法 血殤翼著 2012-09-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034704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2-09-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4919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4803 在世界沉沒之前,愛我 柚里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4810 繪靈師 鳳鳴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4827 頑劣王族 燃聿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4926 神之選民 竹子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4933 骨龍少女 羽千落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4940 骨龍少女 羽千落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4957 骨龍少女 羽千落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4971 1/10暗戀魔法 血殤翼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035008 冥婚交友中心. 第二部 啞鳴作 2013-01-00 初版 其他 卷三 1

9789863035015 冥婚交友中心. 第二部 啞鳴作 2013-04-00 初版 其他 卷四 2

9789863035022 龍神的條件 大風颳過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卷2 1

9789863035039 龍神的條件 大風颳過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卷3 1

9789863035046 龍神的條件 大風颳過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卷4 1

9789863035053 龍神的條件 大風颳過作 2013-01-00 初版 其他 卷5 1

9789863035060 龍神的條件 大風颳過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卷6 1



9789863035077 龍神的條件 大風颳過作 2013-03-00 初版 其他 卷7 1

9789863035169 騎誓.薔薇騎士的焚夢書 盧麗莉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5206 Dr.少年解夢人 風念南作 2012-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5404 萬聖夜: 野狼與紅帽 喚兒著 2012-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5411 靈武司兵器簿. 第三部 紅淵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卷三 1

9789863035428 靈武司兵器簿. 第三部 紅淵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卷四 1

9789863035480 群雄包圍 帝柳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5572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2-11-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5923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5596 下一刻,戀上你 文若曉著 2012-1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5909 地球魂靈 林佩著 2013-04-00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5916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6074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425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6432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6449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6081 花武少女.龍舌蘭 羽千落作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098 神鑰 聿暘著 2013-01-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588673 神鑰 聿暘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588680 神鑰 聿暘著 2013-04-00 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6371 神鑰 聿暘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6388 神鑰 聿暘著 2013-06-00 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6395 神鑰 聿暘著 2013-02-00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6401 神鑰 聿暘著 2013-08-00 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6418 神鑰 聿暘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6128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135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6142 群雄包圍 帝柳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6159 群雄包圍 帝柳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6302 嘿,好朋友 尾巴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6319 生化!星際外援 瘋丟子著 2012-1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326 生化!星際外援 瘋丟子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6333 2012的Destiny 燃聿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6357 十二星座物語. II 衛亞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6456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3-01-00 初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6470 都市流行病 Irumi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487 花武少女.龍舌蘭 羽千落作 2013-01-00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6494 花武少女.龍舌蘭 羽千落作 2013-03-00 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6500 花武少女.龍舌蘭 羽千落作 2013-05-00 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6517 花武少女.龍舌蘭 羽千落作 2013-02-00 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6524 花武少女.龍舌蘭 羽千落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6555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562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6609 頑劣王族 燃聿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6623 魔王難為. 第一部 紅淵著 2013-01-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630 魔王難為. 第一部 紅淵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6654 封神真煩傳 超市凶器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913 骨味相投 暖暉著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6937 家家有本性福的經 萬小迷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7002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3-04-00 初版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3037019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3036982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3-02-00 初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6999 琥珀之劍 緋炎作 2013-03-00 初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7132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03-00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7576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04-00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7583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05-00 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590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06-00 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7606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07-00 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7613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04-00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7620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7637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7644 奇幻異空 俠盜作 2013-11-00 二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7156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163 生化!星際外援 瘋丟子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682 生化!星際外援 瘋丟子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7217 魔王難為. 第一部 紅淵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224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231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7361 遇見殭屍撿到愛 飄飄熊著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7491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04-00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7507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05-00 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7514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06-00 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7521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07-00 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7538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09-00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7545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10-00 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7552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11-00 二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037569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3-12-00 二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037651 逼良為妖 水善作 2013-04-00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37927 封神真煩傳 超市凶器作 2013-05-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37750 Time will tell相戀的原點 夏天晴作 2013-03-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7767 血族同盟會 帝柳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7880 逆世紀 公子小白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7903 順手牽愛 頁司比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7910 逼良為妖 水善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8047 夜之貓執事 明日葉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8054 夜之貓執事 明日葉作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8061 夜之貓執事 明日葉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8078 夜之貓執事 明日葉作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8122 逢妖物語 花匠先生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卷1 1

9789863038139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8153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8160 魔王難為. 第一部 紅淵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038177 血族同盟會 帝柳著 2013-04-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8184 古典式邂逅 雅紀作 2013-05-00 初版 其他 上集 1

9789863038238 地獄花 七顏顏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038245 地獄花 七顏顏著 2013-05-00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3038344 我的妹妹沒有公主病 啞鳴作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8351 我的妹妹沒有公主病 啞鳴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8375 琥珀之劍 緋炎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3038399 逼良為妖 水善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8405 逢妖物語 花匠先生作 2013-06-00 初版 其他 卷2 1

9789863038412 逢妖物語 花匠先生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卷3 1



9789863038429 逢妖物語 花匠先生作 2013-08-00 初版 其他 卷4 1

9789863038580 汪汪,國王陛下! 狼妖山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8658 血族同盟會 帝柳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8696 蝠星東來番外 藍旗左衽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38740 魔王難為. 第一部 紅淵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8764 精靈水書 凱琳菲菲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3038771 地球魂靈 林佩著 2013-06-00 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038801 封神真煩傳 超市凶器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038825 公主掃把星 頁司比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8832 伏妖師 蝶舞著 2013-06-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8887 愛上死對頭 充叢作 2013-07-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8894 明鏡臺 Neleta尼子作 2013-07-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39020 青火淨魂師 草子信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039334 青火淨魂師 草子信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341 青火淨魂師 草子信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9358 青火淨魂師 草子信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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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39303 伏妖師 蝶舞著 2013-07-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327 偏執狂事件簿 千川雪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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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39464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9471 情迷吸血殿. II 梵卓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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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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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39556 繪靈師 鳳鳴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570 逼良為妖 水善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039761 伏妖師 蝶舞著 2013-10-00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039785 聖羽戰記 舒繪著 2013-08-00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00028 聖羽戰記 舒繪著 2013-09-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815 怪物刑警 四隻腳著 2013-11-00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039884 戀愛見習生 青鷹作 2013-10-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32830 冥婚交友中心ghost links2. 卷一, 窈窕美眉來報到啞鳴作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28838 超級骷髏兵 情終流水著 2012-03-00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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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25996 臺灣汔車旅館年鑑 王莉臻, 卓伊芸編輯 2013-08-00 平裝 1

9789865763008 臺灣秋冬輕鬆行 張惠平文字編輯 2013-10-00 平裝 1

9789865763015 臺灣春夏秋冬悠遊旅圖 游上游總編輯 2014-01-00 平裝 1

9789865763022 臺灣旅遊應援團 游上游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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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53141 來殺我啊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劉麗真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226 父之罪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易萃雯譯 2014-03-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233 在死亡之中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黃文君譯 2014-03-00 增修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240 謀殺與創造之時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呂中莉譯 2014-03-00 增修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257 黑暗之刺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陳佳伶譯 2014-03-00 增修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394 打開建築家的門: 建築的設計風景,住居的生活美學,24位當代建築家自宅探訪中村好文著; 蔡青雯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417 運動傷害緊急處理圖解手冊：頂尖選手都會照著做！教你成為自己的運動防護員，徹底解決傷害不復發！山本利春著; 鄭曉蘭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424 日本寫真50年 大竹昭子著; 黃大旺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431 管理金律你不是不懂，而是用錯了 : Google、微軟、星巴克都力行的49個修正練習杰克.布禮登(Jake Breeden)著; 陳筱宛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462 媽媽去哪裡? 埃米爾.帕佛(Emile Bravo), 尚.荷紐(Jean Regnaud)作; 周伶芝譯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479 絕境三部曲. 2, 暗夜前哨 安.阿吉雷(Ann Aguirre)著; 彭臨桂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486 業務員要像算命師：瞬間洞察人心、人人搶學的冷讀銷售術森下裕道著; 林欣儀譯 2014-04-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3493 我和大自然蓋房子 中村好文著; 蔡青雯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3509 母親是面鏡子,照見真實的自己: 透過關於母親的三個提問,找回初心與連結世界的力量大山真弘著; 吳玲緯譯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3516 21條左斜線 哈蘭.科本(Harlan Coben)著; 謝佩妏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種數共計：173

送存冊數共計：258

環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臉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41174 公主的教育守則. Lesson 3, 分手.真相 凌亞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64454 清遊記 迴廊著 200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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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3304 小恐龍想要小恐龍 騎士堡教學團隊文; fufu圖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43311 最特別的禮物 騎士堡教學團隊文; 林廉恩圖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43328 不見了比較好 騎士堡教學團隊文; fufu圖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43335 海王子: 項鍊的秘密 騎士堡教學團隊文; 葉欲竹圖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9043342 醒一醒!白雪公主 騎士堡教學團隊文; 葉欲竹圖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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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69368 提摩太後書研讀 朱韜樞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6769375 提摩太後書研讀 朱韜樞著 2014-04-00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6769382 看哪!末世: 啟示錄研讀 白克(Rex G. Beck)等著 ;趙錫嘉翻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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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658685 Mabel goes to school: reading step. 1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7658692 Mabel and Shaggy: reading step. 1 2012-05-00 平裝 1

9789867658708 Mabel's field trip: reading step. 1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7658715 Mabel's tea party: reading step. 1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7658722 Happy farm's yard sale: reading step. 1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7658739 We are twins: reading step. 2 2012-07-00 平裝 1

9789867658746 Louie, wake up!: reading step. 2 2012-08-00 平裝 1

9789867658753 Let's play ball: reading step. 2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7658760 Welcome to Mabel's house: reading step. 1 2012-09-00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5

鮮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騎士堡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雙向文化



9789867658777 Louie likes to play: reading step. 2 2012-09-00 平裝 1

9789867658784 Pool party: reading step. 2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7658791 Louie likes to travel: reading step. 2 2012-10-00 平裝 1

9789867658807 In my closet: reading step. 1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7658814 I shop with my family: reading step. 1 2012-11-00 平裝 1

9789867658821 I like movies: reading step. 1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7658838 A visit to the city zoo: reading step. 1 2013-01-00 平裝 1

9789867658869 I like rainy days: reading step. 1 2013-02-00 平裝 1

9789867658876 My birthday party: reading step. 1 201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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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4509 本事青春: 臺灣舊書風景展刊 舊香居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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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5786 反正就是朱政騏 朱政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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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7191 庶女成鳳 木子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一 大房新嗣 1

9789865737207 庶女成鳳 木子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二 穩坐千金椅 1

9789865737214 庶女成鳳 木子蘇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終卷 皇朝新貴 1

9789865737221 旺宅閨秀 陌上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一 重生小諸 1

9789865737238 旺宅閨秀 陌上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二 千金喜事到 1

9789865737245 驚世貴妻 衛霖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252 驚世貴妻 衛霖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269 旺宅閨秀 陌上歡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終卷 富貴天家 1

9789865737276 姐兒從良 碧螺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283 姐兒從良 碧螺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290 二等貴女 葉蓁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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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舊香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創意文化



9789865737306 二等貴女 葉蓁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313 天家禍水 暮鳶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320 天家禍水 暮鳶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337 皇家逆媳. 卷一, 一屋容二妻 木挽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344 皇家逆媳. 卷二, 馴夫不嫌晚 木挽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351 皇家逆媳. 卷三, 狐妻馭小三 木挽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368 皇家逆媳. 卷四, 榮寵冠大宅 木挽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375 皇家逆媳. 卷五, 夫妻掃天下 木挽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382 皇家逆媳. 終卷, 伴妻榮華歸 木挽錦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399 紅袖東家 陳毓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405 紅袖東家 陳毓華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412 嫡女庶命 葉蓁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429 嫡女庶命 葉蓁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436 寄養貴女. 卷一, 初入國公府 蕎楚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443 寄養貴女. 卷二, 富貴要人教 蕎楚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450 寄養貴女. 卷三, 退婚換相公 蕎楚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467 寄養貴女. 卷四, 良緣靠經營 蕎楚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474 寄養貴女. 終卷, 誥命加妻身 蕎楚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481 翻紅閨女. 卷一, 重返沈家門 八重櫻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498 翻紅閨女. 卷二, 婚事不由人 八重櫻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504 翻紅閨女. 終卷, 高嫁皇家夫 八重櫻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511 王妃入甕 暮鳶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528 王妃入甕 暮鳶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535 聘庶為妻 葉蓁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542 聘庶為妻 葉蓁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559 長女愁嫁 千尋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566 妾身好忙 寄秋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573 福妻發威. 卷一, 賜婚嫁冤家 木挽錦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580 福妻發威. 卷二, 高門婦難為 木挽錦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597 福妻發威. 卷三, 相公多幫襯 木挽錦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603 福妻發威. 卷四, 庵堂避禍端 木挽錦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610 福妻發威. 終卷, 御封富貴命 木挽錦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627 妾奴犯上 惜月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7634 妾奴犯上 惜月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37641 繼妻上位 葉蓁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658 國色醫香. 卷一, 穿越當神醫 小樓聽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665 國色醫香. 卷二, 涼涼觀宅鬥 小樓聽雨著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7672 國色醫香. 卷三, 入京識繁華 小樓聽雨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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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809351 建構企業的社會契約 葉保強著 200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09368 論語章句分類義釋 周群振編著 200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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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18657 國際金融概論 黃志典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18695 細說研究: 一條尋奇探秘的臨淵小徑 游一龍, 程千芳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8701 醫療應用統計學: SAS操作與資料分析 李采娟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8718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計量方法與R程式 黃裕烈, 管中閔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8725 變態心理學 Ann M. Kring等著; 張本聖等譯 2014-0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18732 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鈕文英著 2014-03-00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749 統計原理: 行為科學之應用 Harold O. Kiess, Bonnie A. Green原著; 林碧芳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756 長期照護機構(安養護型)操作手冊 劉慧冠, 林秀真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18763 專案管理: 以系統手法管理專案 曾清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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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485441 高中職餐旅教育師資供需與素質機制之探討 楊百世著 2013-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71 西班牙語連接詞的使用 王鶴巘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588 西班牙語、英語句法結構手冊 王鶴巘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618 永續國土發展論文集 政治大學顏愛靜教授六十慶壽委員會主編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649 佛聖真人的悅樂、自在、慈悲 胡順萍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9

鵝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麗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902 做自己 糖朝栗子作 2013-12-00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016919 做更好的自己 糖朝栗子文 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6926 瀚瀚與Tank 糖朝栗子文; HannStar Studio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6933 糖果狗 糖朝栗子文; HannStar Studio圖 2014-04-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6940 楊眉的小天使 糖朝栗子文; HannStar Studio圖 2014-06-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16957 永遠第一名的女生 糖朝栗子文; HannStar Studio圖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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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14229 美麗沒有盡頭: 楊平詩選 楊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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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4197 十宗罪之食人惡魔 蜘蛛作 20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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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4340 我愛INFINITE: 最無限可能的魅力大蒐祕 INFINITE研究會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64 驚異!世界史: 恐怖暗殺事件 小田桐一作 2014-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88 暖心又暖胃的幸福鍋物料理 岩崎啟子作; 珂辰翻譯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395 讀模の造型全攻略 学研パブリッシング編集部作; 羅怡蘋翻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418 火影忍者最終研究: 緊繫九尾與寫輪眼的宿命之忍道傳火影忍者暗號解讀班編著; 林宜錚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456 純白美味! 59道濃. 醇. 香的豆漿幸福料理 吳雯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463 13億人都在吃の對症食療大全 石晶明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470 K-POP: 史上最強韓流偶像大全集 ミシマガK-POP研究會編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4487 輕鬆烘焙, 美味上桌! 超有料手感麵包 荻野恭子作; 珂辰翻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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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4639 簡單有趣的捲紙小物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646 超實用!手作布夾收納包 江晏湄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藝風堂

瀚宇彩晶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藝流文創



9789866524653 超簡單的流行手作服 趙世君作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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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4299 爆笑校園 朱斌編.繪 2014-01-00 第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046510 馬雲內部講話 阿里巴巴集團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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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169861 文明幸福中國之路 吉平島(鄭富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169878 毒物王國 吉平島(鄭富元)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576169885 腦電圖判讀快速入門 關尚勇, 林吉和, 陳倩編著 2014-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169892 98～102年醫師國考試題詳解：解剖學、神經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胡明一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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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94433 88天升職祕記 田爾喻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4440 激發幸福潛能 彼得辛格著 2013-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4457 會賺錢是教出來的 康納斯.潘(Connors Pan)著 2013-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4464 心靈馴獸師 高浩容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4471 愛情救急12信 谷烈真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4488 退休後,你夠錢生活嗎? Connors Pan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4495 炒股聖經 珠帝.古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3704 婚姻1+1不等於22：愛情靈藥18帖 Caro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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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29666 我的成長 張東秀主編 2013-05-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429673 我做錯了一件事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429680 筆記書. 103: My story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羅達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礦工兒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329 臺灣百家.珠寶設計年鑑. 2014 寶之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作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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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2802 一貫道信仰的殊勝 方嚴編著 2014-02-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42802 一貫道信仰的殊勝 方嚴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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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44715 史上最強鬆腰健骨操: 1個動作,4週治好坐骨神經痛!田村睦弘, 黑田惠美子作; 王淳蕙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4760 每周2天輕斷食,2個月瘦8公斤 宋侑璇作 2014-04-00 平裝 1

9789866444784 每週一次半小時!馬拉松全程達陣練跑秘笈 真鍋未央作; 王淳蕙, 王曉維譯 2014-05-00 平裝 1

9789866444791 超質感!羊毛氈速成班: 蘋果綠40款全系列創意手作蘋果綠作 2014-04-00 全新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6444807 烏龜脖矯正操 黃相普作 2014-06-00 平裝 1

9789866444821 夢之道: 日本安麗主席大師の39堂成功物語 立上照二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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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6577 自由之旅: 與劍橋大學心靈導師的精神對話 亞瑟.克里斯多夫.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作; 邢錫範譯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84 大親親 羅曼.加里(Romain Gary)作; 一枝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591 鳥看見我了 阿乙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07 神的侍女 尚路易.傅尼葉(Jean-Louis Fournier)作; 黃琪雯譯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14 假如我得了失智症: 從預防、理解到遠離,失智症權威醫師教你從此不再害怕它!王培寧, 劉秀枝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21 師道 李枝桃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38 小魔女 安娜.E.班奈特(Anna Elizabeth Bennett)著; 海倫.史東(Helen Stone)圖; 余國芳譯2014-03-00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96645 上班族小瘦壽計畫: 牢記四個神奇數字,晚餐隨你吃陳皇光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52 其實你沒有學會愛自己: 練習以愛,重新陪自己長大蘇絢慧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寶之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光玉山教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寶瓶文化



9789865896669 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朱宥勳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76 賽狗場的女人 理查.福特(Richard Ford)作; 湯偉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83 競爭力在窗外: 校外教學,教會我47種能力 張道榮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690 找死頭路 道格拉斯.甘迺迪(Douglas Kennedy)作; 蘇瑩文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06 培養正能量男孩的100個細節 高紅敏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13 泡沫戰爭 高翊峰作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20 培養超優質女孩的100個細節 王志豔著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37 喝采!: 全盲天才鋼琴家辻井伸行的圓夢之路 辻井逸子作; 郭清華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44 身體藝術家 唐.德里羅(Don DeLillo)作; 梁永安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6751 不吼不叫,激發孩子內在學習力 王意中著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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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5352 寶德仙蹤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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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87367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987374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87398 天夜偵探事件簿 米米爾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987404 眼見為憑 林綠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7428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2014-04-00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87435 奇幻旅途 可蕊作 2014-06-00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987459 懶散勇者物語 香草著 2014-06-00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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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74548 當哈利碰上莎莉 諾拉.伊佛朗(Nora Ephron)著; 陳佩筠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魔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魔豆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159 地下室手記: 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 費奧多爾.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著; 丘光譯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0166 地下室手記: 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 費奧多爾.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著; 丘光譯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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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394926 蘭陽學報. 第十期 王全祿等著 2011-06-00 平裝 3

9789868394933 蘭陽學報. 第十一期 林宜君等著 2012-06-00 平裝 1

9789868394957 蘭陽學報. 第十二期 游非庸等著 201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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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31254 實用消費者保護法與案例 羅承宗, 陳柏菁, 徐芃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322 中國上古文獻學 羅獨修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339 周易新解 汪海麟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391 秦史探索 何清谷著 2012-05-00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231612 剩餘價值與價值剩餘: 資本論批判 張春津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629 天津文革親歷紀事 王輝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636 突破"樊籠": 中國曲藝史新說 劉擁政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650 濁水溪相關傳說探析 謝瓊儀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667 文創產業與城市行銷 陳添壽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674 臺灣淡水埔頂及鼻仔頭地區歷史建築空間變遷 張志源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735 統一經濟學的視野: 馬克思、凱恩斯和瓦爾拉斯經濟理論研究(簡體字版)李克洲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742 中國中古地域觀念之轉變 金發根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773 中華文化的反思 毛文熊著 2013-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1797 湖南話劇志 孫文輝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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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1406 張萬傳畫集 陳奕君主編 2011-10-00 精裝 1

9789868771413 張萬傳畫集: 臺灣野獸派之父 陳奕君主編 2012-04-00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譽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蘭陽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蘭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預計出版年月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5353 身分法文章速覽 輕愉編著 2012-07-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15377 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 喬台大編著 2012-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15391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植憲編著 2012-07-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8863606 國際公法體系速成 歐朗編著 2012-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63613 好用!解題書: 律師、司法官第二試. 2012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2012-09-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63637 民法總則體系建構 顏律師編著 2012-10-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63644 憲法解題概念操作. 下 植憲編著 2012-11-00 七版 平裝 1

9789868863651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2012-1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63699 刑事訴訟法文章速覽 喬青, 紐牛, 城曉白編著 2013-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27926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上 植憲編著 2013-04-00 四版 平裝 1

9789868927988 好真!模擬考: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 2013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2013-07-00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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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3135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植憲編著 2013-12-00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93142 這是一本犯罪學解題書 幸福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159 身分法(親屬,繼承)爭點地圖 輕愉編著 2013-1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166 這是一本刑法總則解題書. 基礎篇 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173 這是一本刑法分則解題書. 基礎篇 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180 這是一本憲法解題書 寶捷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197 犯罪學體系建構 曉白編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203 國考六法: 證券交易法 花果十三編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210 這是一本身分法解題書 輕愉編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3227 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 喬律師編著 2014-05-00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3234 憲法解題概念操作 植憲編著 2014-05-00 八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93241 就是這本行政法: 體系+解題書 黃燁編著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258 羅文的國考公民 羅文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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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70686 十二星座看你準到骨子裡 朱鴻鈞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讀享數位文化



9789866070716 史上,最靠北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45 完全解夢&手相&面相讀心術大揭密 春之霖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52 瞬殺!死亡極限推理遊戲 佐藤次郎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69 不思議!完全犯罪推理遊戲 佐藤次郎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06 從前從前,有本笑話「叫小賀」 佐佐木小色狼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13 耍心機!限時破題邏輯遊戲 佐藤次郎編著 2013-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020 解夢宅急便: 一本你專屬的解夢書 小魔女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0990 星座血型密碼完全大破解(攜帶版) 六分儀編著 2013-12-00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8242 愛瘋終極數獨 佐藤次郎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266 連愛因斯坦都會抓狂的益智推理遊戲 佐藤次郎編著 2013-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27 開口笑: 絕對是最經典的笑話王 審桂仁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34 人性厚黑心理學 李俊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41 微歷史: 中華名人經典小故事 吳明山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08358 我是,(御用級)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65 招財開運私房學 青山佃雅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72 顧客是上帝,員工就是上帝他爹 李翔生編著 2014-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89 超HAPPY笑話王 法悟怖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396 為何問題總比方法多: 主管應重視的22個核心問題李翔生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402 工作真煩傳: 上班生存模式開啟中 趙恭左編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419 聽我靠腰: 職場30件潛規則 毒菇九賤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426 終極讀心術: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簡書緹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433 管理其實越簡單越好 李翔生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440 不完美,真的沒關係 簡威萍編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457 微歷史: 中華名人經典小故事 吳明山編著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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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1714 聽著雨聲告別 不藍燈著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1721 虛線的惡意 野澤尚著; 劉子倩譯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1738 碎夢大道 臥斧著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1745 末日發動機 尼克.哈卡威(Nick Harkaway)作; 傅凱羚譯 2014-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1752 直到你屬於我 莎曼珊.海耶斯(Samantha Hayes)作; 狄芬奇譯 2014-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1769 一定會很開心 中島京子作; 王蘊潔譯 2014-06-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讀癮



9789869031776 大動物園 何曼莊作 20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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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4316 有關名牌的100個知識 子涵編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23 你是我的姊妹 徐瑞蓮著 2014-01-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30 我的壞壞姊妹淘 易小歡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47 有毛病茶舖 小艾著 2014-02-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54 小惡女大變身 徐瑞蓮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61 姊姊你有病哦! 小柚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78 有關建築的100個故事 邢豔編著 2014-03-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85 匈牙利公主 小艾著 2014-04-00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392 有關戰爭的100個傳奇 楊明華編著 201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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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1000 呼蘭兒女 曹明霞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02 風夜趕路: 李宗舜詩集 李宗舜作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19 病患奇談,行醫妙事一籮筐 廖宏強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26 青春永駐: 余學芳散文集 余學芳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33 我的新座標.西域 徐興梅作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64 笑容掛著眼淚: 紀念史紫忱教授百歲冥誕 史紫忱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71 隔夜有雨: 王厚森詩集 王厚森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88 光明永在: 看不見的盡頭還有愛 庄大軍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895 我與父親的戰爭: 反右、文革時期心靈成長小說王英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901 深度遊戲 曾紀鑫著 2014-01-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918 預約幸福: 乘著文學去旅行 陳碧月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932 天幕: 山樵中篇小說集 山樵著 2014-02-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949 在僻處自說: 張至廷微小說選 張至廷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71956 賽金花: 戲夢紅塵的傳奇女子 趙淑俠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71994 對流: 夏菁中英對照詩集 夏菁編譯 2014-03-00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009 韓國名詩人金素月詩選集 劉順福編譯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驛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釀出版



9789865696016 野獸花 朱天作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023 名優奇冤: 清末四大奇案之楊月樓案 房文齋著 2014-03-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030 沉默的風暴: 誰懂女人的寂寞 文朵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047 凝睇: 朵思詩集 朵思作 2014-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696047 凝睇: 朵思詩集 朵思作 2014-04-00 一版 精裝 1

9789865696054 星斗集: 王建生現代詩選 王建生著 2014-04-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061 30歲前都能實現的哈日遊學夢: 日本打工度假全攻略蕭文君著.攝影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078 企業風雲: 官商陰謀 薛聖東著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085 企業風雲: 成功啟示錄 薛聖東著 2014-05-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115 一個黑五類的文革自述: 苦難、不屈與求索 盧叔寧作 2014-06-00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6122 革命與情愛: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劉劍梅著; 郭冰茹譯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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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027719 美國倒數計時: 無法拆除的炸彈 蘇言, 董芮主編 2011-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788 帝國的黃昏: 晚明的人與事 聶作平著 2011-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795 孫中山演義 莊禹梅著 2011-10-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01 中國為什麼: 中國當前的六大困惑 宋趙來作 2011-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18 中國未來30年: 十七位國際知名學者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把脈吳敬璉, 俞可平, 羅伯特.福格爾等著 2011-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25 世界老二不好當 宋趙來著 2012-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32 從敵對到握手: 兩岸關係六十年全掃瞄. 1949-2009石玉民著 2012-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49 60年臺海風雲大揭秘 李亮, 李立等著 2012-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56 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 三十九位國際學者論中國經濟發展的迷思周艷輝主編 2012-04-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63 你能跟上十年後的中國嗎? 霧滿攔江著 2012-05-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70 天安門傳奇 閆樹軍著 2012-06-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87 中國改革何處去? 宋趙來著 2012-07-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894 祖國的雜種: 1793-1901: 中西文明交鋒下的烏合之眾聶作平著 2012-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00 誰在綁架中國經濟 木棉小樹著 2012-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17 中國經濟大洗牌 咸聊, 馮好著 2012-1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24 國共十大軍事對手大比拼 葉永烈, 郭輝等著 2012-1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31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高屹著 2013-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48 微歷史: 1911-1949民國圈子 黃一鶴著 2013-02-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55 為中共「十次路線鬥爭」人物辯誣: 歷史重新評說欲鳴著 2013-05-00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靈活文化



9789867027979 20位著名兒童教育家的私房筆記 樂文編著 2013-08-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86 1942: 河南大饑荒 宋致新編著 2013-09-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7993 黃埔十大恩怨 王曉華, 張慶軍著 2013-11-00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1008 有一種智慧叫做不抱怨: 淡定的人生最幸福 佟偉編著 2014-01-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015 習近平反腐肅貪大解密 萬晶琳, 聞立作 2014-03-00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022 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 馬振犢著 2010-12-00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21039 你在為誰工作: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施偉明編著 20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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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0345 懷親百歲冥壽紀念集 陳明照總編輯 20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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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7082 明正真詮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2014-04-00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812

送存冊數共計：1306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327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觀錦達文化


